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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捷克大使馆  

北京
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日坛路 2号 100600
Tel: (+8610) 85329500 
Fax: (+8610) 85329590
E-mail: beijing@embassy.mzv.cz

上海
捷克领事馆
上海市娄山关路83号新虹桥中心大厦 808室
200336
Tel: (+86 21) 62369925-6 
Fax: (+86 21) 62369920 
E-mail: shanghai@embassy.mzv.cz

香港
捷克使馆
香港湾仔港口路23号 大鹰中心 1204－5
Tel: (+852) 2802 2212  
Fax: (+852) 2802 2911 
E-Mail: hongkong@embassy.mzv.cz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馆 
领事及行政部门
Pelléova 18, 160 00 Praha 6-Bubeneč
Tel. (+420) 224 312 143
Fax: (+420) 233 028 845
E-Mail: chinaembassy@seznam.cz

捷克旅游管理局驻中国办事处 

捷克旅游局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4号
京泰大厦1507室
Tel.: (+86 10) 65156550 
Fax: (+86 10) 65156570
E-mail: beijing@czechtourism.com

捷克旅游局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500号峻岭广场1008室
Tel: (+86 21) 6315 0582
E-mail: shanghai@czechtourism.com

我们的专员

中国和捷克大使馆的联系方式

Mrs. Jana Kučerová (雅娜)

jana.kucerova@czech-holidays.cz
(+420) 221 105 218

Mr. Vlastimil Chmiel

vlastimil.chmiel@czech-holidays.cz
(+420) 221 105 216

Mrs. Jitka Senftová

jitka.senftova@czech-holidays.cz
(+420) 221 105 217

尊敬的合作伙伴，
请允许我在目录中对我们的公司和项目
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们热忱的邀请
您来捷克和其他中欧国家旅行。
捷克假日公司创办于1998年，现在有14名
员工代表，他们都是在旅游业有很多年
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
捷克假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捷克共和国
和周边中欧国家的旅游接待。我们也可
以为您安排整个欧洲的旅游。我们的重
点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社提供有组
织的团体旅行。我们可以在中欧国家提
供相同的旅游项目，也可以根据不同的
主题方向提供特定的项目（如，音乐，
建筑，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
世界文化遗产，儿童团，男士团，女士
团等等）。我们的服务也包括会展旅游
。我们公司在旅游业最大的优势是对于
当地市场和环境的深刻了解还有与当地
数以万计的服务商的良好关系。
对于个人游客，我们不仅可以提供布拉
格旅行的额外服务，还可以提供捷克温
泉的服务。(www.czech-spa-wellness.cz).

对于当地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捷克和欧
洲其他国家的水疗和健康住宿。
我们公司是ACK (捷克), ASTA (美国), and
RDA (德国)，这三个旅游组织的成员，我
们公司的执行董事是布拉格SKAL协会的
会员。

Mr. Jan Kučera 
和他的团队

jan.kucera@czech-holidays.cz
(+420) 221 105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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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任何要求可以发邮件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在布拉格举行会议，奖励旅
游，大型会议，活动展览

自从9世纪建立了布拉格以来，布拉格一直
由波西米亚王子和国王统领，整个国家的
历史都记录在这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
布拉格都是不同文化的交汇处，也是文化
的方向标。这些文化深深的影响了布拉格
的城市建设和建筑风格，并使它与众不同
。布拉格的城堡和小城镇，由于有不计其
数的文化和历史古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这些景色使游客
着迷，每年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毋庸置
疑，布拉格是欧洲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多年来，许多名人都争相来布拉格游览
。 现在的布拉格是一座生活方式和生活节
奏斗很年轻化的现代化大都市，但这并没
改变它悠久古老的一面。根据知名门户网
站tripadvisor.com宣布的旅游选择大奖，
2014年，布拉格在全球最多人选择做为目
的地的城市中排名第五。

快带你的客户来享受布拉格独一无二的氛
围吧！

住宿，餐馆，会议。
布拉格在酒店接待方面的基础设施十分完善
。无论是奢侈的五星级酒店连锁还是多样化
的舒适四星级酒店，我们都有广泛的选择。
大部分都为会议提供方便的设施，例如配备
所有必须设施的会议室和礼堂。酒店也有自
己的餐厅，为您提供美妙的餐点：例如
Restaurant Alcron in Radisson Blu (米其林餐厅
), Aquarius Restaurant in Alchymist Hotel, Bud-
dha Bar in Buddha Bar Hotel, Café Imperial in
Imperial Hotel, Restaurant Coda in Hotel Adria,
Restaurant Essensia in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Gourmet Club in the Hotel Palace等等.

除了酒店餐厅，布拉格还有许多地道的捷
克乡村酒屋。乡村酒屋不仅提供一流的捷
克美食和啤酒，还提供每个参观团都很喜
欢的娱乐项目。啤酒屋有很多，例如，
U Fleků, U Vejvodů, U Kalicha, U Pinkasů, U
Medvídků 等等。即使是国际美食爱好者也
会发现布拉格有很多他们喜爱的高品质餐
厅－- La Degustation Boheme Bourgeoise (米
其林星级餐厅), Amade, Bellevue, Café Savoy,
法国餐厅Art Nouveau, Crosseto Marina, Kogo,
La Bodeguita Del Medio, Le Terrior 等等。

晚会
对于特殊的场合，布拉格有另人惊叹的古
老的礼堂，例如在布拉格城堡的西班牙礼
堂，布拉格大学的Carolinum礼堂，历史悠
久的音乐礼堂－市政大楼，鲁道夫或者国
家剧院，Žofín宫殿，威龙拉国家众议院，
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堡，例如Trója城堡,
Zbraslav城堡 和Zbiroh城堡。在那里你可以
体验精致的餐饮服务和完美的娱乐，所有
的服务我们都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单独组
织。

活动／文化和团队项目
捷克是知名的演奏家的摇篮，比如斯美塔
那，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任何会展之旅
都不应当错过参加捷克乐团演奏这些作曲
家的杰作的机会。演出会在他们建造的音
乐礼堂里举办，比如国家剧场，地产剧场
，国家剧院。如果你想要把这些演出做为
晚餐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为您安排。

布拉格不仅有古典音乐，也有许多多样化
的民俗表演，比如有穿着传统民间戏服的
歌唱表演，许多游客都很乐意参与进去，
并学习一些舞蹈。

我们可以在晚会中安排许多其他的有趣项目
，甚至是团队活动－赌场，彩蛋球，历史和
智力问答，户外运动和其他很多选择。

你只需要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会为您
打造完美的会展之旅。

我们的推荐单位

• Gaffel Köln Germany  (德国)
• New World Symphony Miami USA （美国）
• Berlitz Eschborn Germany (德国)
• Berlitz Wien Austria (奥地利)
• School of Real Estate Amsterdam Netherlands
（荷兰）

• AFM+E Außenhandelsverband für Mineralöl
und Energie e.V. Hamburg Germany  (德国)

• VDMFK-Vereinigung der Mund- und Fußmalen-
den Künstler in aller Welt e.V. Schaan Fürsten-
tum Liechtenstein (列支敦士登)

• Internationaler Reitclub Bad Godesberg e.V.
Wachtberg Germany  (德国)

•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ustralia  (澳大利亚)

• Vertretervereinigung der Allianz Versicherungs-
AG Sachsen/Thüringen e.V. Germany  (德国)

• Coca Cola Brasil (巴西) 
• Lions Club Berlin Germany  (德国)
• Lions Club Gelnhausen Germany  (德国)
• ASFINAG  Austria (奥地利)
• REWE Group Austria（奥地利）
• Raiffeisnebank – Austria   (奥地利)
• Lufthansa – Germany（德国）
• Sanofi – Belarus   (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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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布拉格城堡和城堡区

布拉格城堡

坐落在城堡区，俯瞰着小城区，这个庞大
的宫殿群，庭院和花园覆盖了将近70000平
方米的土地。它是吉尼斯世界记录中世界
上最大的城堡建筑群。它的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9世纪，但中间重建了很多次。城堡
反映了每一个它所经历的时代的建筑风格
。而现在，他是捷克总统所在地。

圣维特，圣温塞斯拉斯和圣阿德尔伯
特大教堂

观看这三个哥特式的圣维特，圣温塞斯拉
斯和圣阿德尔伯特大教堂的最佳位置是从
布拉格历史中心观看。这三个城堡里装饰
有无数的珠宝和黄金，许多圣人，国王和
大主教的骨灰也存放在这里。尽管大教堂
在国王查理四世统治时期就开始兴建了，
也就是1344年，但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
完成。总之，它是国家的地标，每名来到
布拉格的游客都应当参观这里。

黄金巷

在布拉格城堡群中一个接一个高点下面隐
藏的是著名的黄金巷。在中世纪的时候，
它是下人的住宅，城堡里的仆人，射手和
金匠都住在这里。

圣乔治教堂 

在圣乔治教堂是布拉格王子在布拉格城堡
区修建的第二个教堂，建于920年。在973
年，捷克国王圣温塞斯拉斯又扩大和重建
了这座教堂。1142年一场毁灭性的大火使
这个教堂又被重建，现在的两个罗马风格
的主塔大教堂就修建于那个时候。后来又
增加了圣柳德米拉，圣温塞斯拉斯的祖母
，和约翰的教堂。

旧皇宫

布拉格城堡区的皇家宫殿经历了许多建筑
时期。皇家宫殿始建于9世纪后期，使用石
头做地基，木结构做墙。在12世纪，它又
被重建成罗马式宫殿并和所有的圣教堂相
连。到了15世纪，皇宫又增加了宏伟弗拉
迪斯拉夫大厅，哥特式风格与新的文艺复
兴时的建筑元素相结合。在15世纪的广场
被一场大火毁坏，并再次重建。

弗拉迪斯拉夫礼堂

从16世纪开始，弗拉季斯拉夫礼堂就开始
为皇室服务。这里是加冕典礼，宴会，骑
士比赛，展示艺术和奢侈品的地方。即使
是现在，弗拉迪斯拉夫大厅也部分履行国
家职能 - 总统就职典礼，国庆和许多大型场
合都在这里举行。

城堡区&贝特林&小城镇

布拉格洛雷托

洛雷托是坐落在布拉格城堡边缘的一座非凡
的巴洛克风格的历史建筑，而且已经逐渐成
为了朝圣地。装饰性的外观和建于17世纪的
钟楼成为洛雷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从
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的每个小时洛雷托钟都
会演奏由安东宁・德沃夏克作曲的“我们热
情欢迎您”。礼拜仪式的宝库中最有价值的
一项就是洛雷托的宝藏—从16世纪到18世纪
，人们收集的珍品都在这里。这些里面最著
名的是一个圣体匣，也被人当做布拉格的太
阳，不可思议地由6500个钻石装饰而成。

贝特林——瞭望塔

太阳从贝特林山顶升起来，山连接着布拉格
城堡和小城镇，贝特林瞭望塔设计的灵感来
自巴黎埃菲尔铁塔。1891年捷克旅游者俱乐
部为了欢乐节展览的临时需要而建立的，有
299级台阶走到60米高的顶层展望台。走路
或者坐缆车都能到达塔顶。为了防止你不是
特别钟情于瞭望塔，公园的任何地方都是值
得游览的，它是观察布拉格，特别是布拉格
城堡的最美的观望角度。

小城镇——圣尼古拉斯大教堂

游览浪漫小城镇的面包店、水果店、蔬菜店
和其他当地店铺会给你一种带你穿越历史的
感觉。然而，小城镇的亮点无疑就是圣尼古
拉大教堂，教堂的铜顶和钟楼使它成为欧洲
鼎盛时期巴洛克风格建筑最纯粹最具代表性
的例子之一。钟塔一方面为宗教目的服务，
另一方面也有它的政治目的，在共产主义政
体下，钟楼在战略上是布拉格的瞭望塔，在
1891年，它也是一个秘密警察的观测塔。

小城镇——布拉格的婴儿时期的耶稣

圣母教堂因自1628年以来保存有47厘米高
涂腊的木制婴儿耶稣而世界闻名。这是西
班牙送给布拉格的礼物。据说它曾经属于
圣女大德兰，而且它还有创造奇迹的能力
。来自全国各地的罗马天主教的朝圣者去
布拉格就是为了看它。

桥塔

查理大桥，连接着小城镇和老城区，连接着
靠近桥塔的两边。这些桥塔都是200年前建造
的,而现在也在起着不同的作用。小一点的罗
马式的城镇桥塔被称为朱迪丝塔，位于1342
年被洪水摧毁的朱迪丝桥后边。它曾在两个
世纪中被用作监狱，海关权利中心在1591年
到1784年之间也是位于这个塔中。高一点的
哥特式的老城的桥塔于1357年和查理大桥建
造在一起。它最初是当做保卫堡垒而建造的
，但是最终被用作仓库，同时也被当局用做
水塔。
今天，这些地方都已经对公众开放，而且
在高层看查理大桥和小城镇的视野更好。

文化和历史爱好者的布拉
格之旅
6天/5晚

第一天－到达布拉格
第二天－新城区和老城镇
在旅游过程中，你的导游将告诉你国家歌
剧院，主火车站（新艺术风格），纪念犹
太教堂，圣亨利教堂（由查理四世创建）
，煤炭市场–墙上有圣马丁教堂的画（布
拉格最古老的教堂），Dušek的家，伯利恒
教堂（胡斯讲坛），该乌茨拉特斯（耶稣
会士中心）和硬石餐厅所在的小广场。你
还会游览老城区广场的圣尼古拉教堂，胡
斯纪念碑，金斯基宫，众议院，泰源教堂
，圣詹姆士教堂，火药塔和市政厅。
第三天 - 老城区和小城区 
第三天你会看到新市政厅，市图书馆，加
拉斯宫，查尔斯街，圣克莱门特教堂，圣
萨尔瓦托教堂（最古老的巴洛克式教堂）
，老城桥塔和查理大桥的雕像。此外，导
游将带你到小城区桥塔，马耳他广场，马
耳他教堂，圣母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
布拉格最美丽的巴洛克式教堂），Vrtba花
园和华伦斯坦花园。
第四天 - 城堡区(HRADČANY) & 布拉格城堡
您的导游会带你到斯特拉霍夫修道院的图
书馆，外交部，洛雷托，托斯卡纳宫，施
瓦岑贝格宫和大主教宫，布拉格城堡区 - 弗
拉迪斯拉夫大厅，波希米亚总理办公地，
圣乔治修道院和圣维特，圣温塞斯拉斯和
圣阿德尔伯特三个大教堂。你会了解皇家
园林和皇家颐和园。
第五天 - 新城 ＆ 特罗哈宫殿 
早餐后您将游览卡尔洛夫 - 圣母教堂和查
尔斯大帝，玛丽教堂，圣Nepomuk修道院
，查尔斯广场 - 圣依纳爵教堂和新市政厅
。下午你将参观特罗哈宫。
第六天 - BŘEVNOV修道院 
您的导游将带您去白山上的纪念地和
BŘEVNOV修道院。

对有特别爱好的俱乐部，协会和团体
的附加项目有：

・ 保龄球比赛 
・ 布拉格消防局的参观与讲座 
・ 教堂或布拉格广场上合唱团和乐队的
表演 

・ 参观农业或工业企业，或者有机会和
商业伙伴见面 

・ 讲座，不同主题的专业导游服务 
・ 成年人的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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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查理大桥│老城区
查理大桥是遵照国王查理四世之命而建造
的，因此得名查理大桥。查理大桥是布拉
格最具代表性建筑结构之一，也是最为大
众所知且辨识度最高的景点之一。1357年
，查理大桥建造在1342年洪水期间被破坏
的前茱迪思桥的原所在地，进而成为连接
东西贸易的桥梁。据说，当时的建造者们
在用来粘合石块的灰浆中加入了鸡蛋，使
其更加坚固来抵挡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
查尔斯桥515米长，在1683年到1928年期间
，增加30尊石制圣者雕像加以装饰。今天
，他们已经全部换成复制品，原件被收藏
在拉皮达瑞宫博物馆中。桥上最出名的神
像是内波穆克圣约翰像，据说只要触摸石
雕像的脚，便会带给你财富。

老城区厅
在1338年，当旧城镇嬴得了建立它自己的
行政管理中心的权利，某个富商的一栋哥
德式房子被选为这所机构服务。这是旧市
政厅的实际基础部份。在这个国家历史上
很多重要的事件都与旧市政厅有联系－波
希米亚 （波杰布拉迪的乔治）的国王选择
这里，使之成为统一的官方办公地点，重
要的婚礼也会在此举行。在1945年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市政厅被坦克炮
击，其东翼北翼被完全破坏。大天文钟所
在的塔和一个礼拜堂也被严重损毁了。
布拉格天文钟在1410年安装,是迄今全球第
三个同时也是历史最古老的仍在工作的天
文时钟。时钟机制本身由三个主要成份组
成：天文钟盘，代表着太阳和月亮在天空
中的方位，并能显示各种天文细节，“行
走的使徒”，一个发条装置可以每隔一小
时显示使徒和其他移动的雕像；一个用代
表月份的圆形纪念章所组成的日历表盘。

老城区

犹太区
现在布拉格的犹太区只是以前原貌的一小
部份，但无论如何它是在欧洲犹太史最好
的复合产物。它在1096年开始当做一个小
型的犹太贫民窟, 长达数个世纪不得不面对
反犹太人的有计划的大屠杀，这些居民主
要是犹太人的移民。然而在1893到1913之
间由于红色扩张计划这个地区被夷为平地
，只留下一些重要的建筑物，来证明许多
个世纪以来布拉格犹太人曾生活在这里。
在这个旧址之上保留了六个犹太教堂的其
中之一，老犹太教堂，是中欧地区现存最
古老的犹太教堂。另外的一个重要的部份
是犹太市政厅和犹太墓园，在欧洲最古老
的墓园，可追溯到15世纪中期，12000个墓
穴之中有超过100000个人在此安葬长眠。

老城区－火药大厦

火药大厦最初是中世纪旧城中古门之一，
1475年以哥德式的风格建造。在18世纪，
它用于存储火药，也因此有了现在的名字
。在19世纪末期内，大厦被重建了而且留
下了布拉格最重要的中古的纪念碑。皇家
的加冕礼队伍过去在火药大厦开始，这里
也是前往库特纳霍拉（中世纪铸银城市）
的起点。
在查尔斯四世国王建立小城区作为布拉格的
主要部份之后，旧城区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
，但在16世纪又恢复了它之前的盛名。

老城区－泰恩教堂

除了布拉格天文钟之外，旧城镇广场最据辨
识度的景点是泰恩教堂。建造于14 世纪，
教堂有一个集哥德式、文艺复兴式和早期巴
洛克式作品的艺术回廊。教堂是以三道侧廊
的形式组成，在建筑正面的东侧有两座80米
高的塔而在西侧是3个唱诗楼。内部有独特
木雕作品和圣坛，是布拉格最古老的机构，
同时还保留着大量的墓碑。其中最出名的是
第谷・布拉赫的坟墓，第谷・布拉赫是一个
丹麦的天文学家，曾作为皇家炼金术士鲁道
夫二世皇帝服务。

布拉格＆南波希米亚
－沿伏尔塔瓦河的旅行

5天│4夜
第一天－抵达布拉格
第二天－布拉格－ 捷克洛夫
抵达捷克之后，您的旅行首先从利普诺湖
大坝上的船游开始。对于那些对历史感兴
趣的游客，我们可以去参观作家阿尔伯特
史蒂夫特的出生地。我们接着参观历史名
城捷克洛夫，整个城市受文艺复兴影响强
烈。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的世界
文化遗产。晚餐和住宿在布杰约维采。
第三天－布杰约维采&白鹿城堡
南波希米亚的首府布杰约维采坐落在伏尔
塔瓦河和Malše河的交汇处。在这里，您可
以观赏在欧洲最大的巴洛克风格标志性建
筑的平方广场。之后，您将去白鹿城堡。
在 19 世纪中期，这个特别的城堡被改建成
一栋温莎风格的童话建筑物。内部用价值
昂贵的木制家具装饰，除此之外，波希米
亚的第二大兵工厂也十分值得参观。
城堡周围的自然景观和美丽的Štekl酒店结合
，住在这里能让游客感觉像在童话故事里
生活过一样。
第四天－奥尔力克城堡 ＆ ZVÍKOV
近体啊，您将在伏尔塔瓦河参观两个可爱
的景点－飞鹰城堡和狩猎小屋。在到达这
两个景点之前您将坐船游历伏尔塔瓦河水
坝。在黄昏时分，您将到达在布拉格－“
金色之城”－欧洲的心脏。
第五天－布拉格观光旅游
早晨的旅游计划包括布拉格城堡（有圣维
特、圣温赛斯勒斯和圣阿道博尔特教堂、
皇家宫殿，圣乔治教堂，黄金巷等）。数
不尽的特色餐馆用优良的烹调提供美味的
点心，您可以尽情享用午餐。午餐后离开
布拉格。



在布拉格的日程安排：
导游带您游览布拉格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语言为您提供导游来带
您游览布拉格。游览的时间和路线，我们
会实现根据您的要求来安排，但前提是会
确保您可以游览完第4及第5页提到的所有
景点。如果您需要，我们也会带您游览景
点的内部。

布拉格的美食
弗兰克啤酒和美食餐厅
布拉格最古老和最有名的啤酒酿造历史可
以追溯到1499年。这里的出名之处在于其
提供的独特的13级弗兰克啤酒。在晚上，
有美妙的音乐和歌声的使人的心情十分愉
悦。参观啤酒屋的行程还可以包括参观啤
酒厂或观看知名的名为“弗兰克之夜”的
歌舞表演。
豪华的修道院餐厅 
该餐厅是普雷蒙特雷修会在布拉格的修道
院的一部分，由奥洛穆茨主教在1140年成
立。如今，餐厅还提供范围广泛的晚间节
目，如啤酒之夜音乐会（超过10种啤酒）
，民俗晚会，迪斯科派对等。这里也有不
同的烹饪艺术 - 你可以体验特色的的波希
米亚猪，摩拉维亚葡萄酒节，或一些中世
纪节日。
平卡斯餐厅 
著名的传统布拉格餐厅，成立于1843年。
这里有三层楼，五种不同风格的大厅和一
个室外大厅。提供美味的捷克美食和比尔
森干啤。
圣杯餐厅 
这家餐厅成名是由于雅罗斯拉夫・哈塞克
创作的小说《好兵帅克》。这里是帅克最
喜欢喝酒的地方。当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品尝美味佳肴。
韦沃达餐厅
在布拉格，这里是可以提供比尔森原浆啤
酒的最大的餐厅。它是提供品质优良的比
尔森啤酒和传统的捷克美食，国际美食。
墙壁上和服务吧里用图片展示了啤酒酿造
的历史。
民族乐园
民族乐园位于布拉格城堡里，您可以观看
捷克民俗艺术表演，观众也可以积极参与
到表演中。与此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地道
的捷克特色菜和啤酒，葡萄酒和软饮料。
Račianska葡萄酒吧 
传说酒吧有160个座位，而到了夏天，夏季
露台和酒吧的花园可扩充至1200个座位。
由于内部的装修风格很有特色，你可以感
受到老波西米亚风格在空气中弥漫。

布拉格的休闲娱乐
布拉格的河流 
伏尔塔瓦河的浪漫之旅可以让您看到许多
历史古迹的独特景观 - 布拉格城堡，小城
区，查理大桥以及维谢赫拉德城堡。午餐
或晚餐都可以在邮轮上享用。
Křižík喷泉 
这是一个音乐喷泉和露天剧场（只在夏天）。
喷泉有近3000个喷气口和1248个水底射灯。
斯达诺拉曼啤酒厂 
这个啤酒厂始建于1869年，里面有一个关
于酒厂历史的非常有趣的视听节目。参观
结束后在一个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屋里可以
品尝新鲜的啤酒。

布拉格的文化
剧院

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建于1868年至1881年，建造的
费用来自全国人民的自愿捐款。但开业后
一场大火摧毁了影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由于很快筹到新的筹资和捷克人的团结，
重建很快就开始了。国家大剧院于1883年
重新开业，今天的剧院是捷克最好的剧院
之一。这里经常演出戏剧，歌剧，芭蕾舞
和戏剧。
地产剧院 
地产剧院建于1781-1783年，这使得这个新
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剧院成为布拉格最早
的剧院。莫扎特的歌剧唐璜1787年在这里
首次演出，还有一个叫Fidlovačka的音乐剧
，一首名叫“哪里是我家”的歌曲首次对
外演奏，这首歌后来成为捷克国歌。今天
，戏剧，芭蕾和歌剧（特别是那些来自莫
扎特的）是这里的主打。
国家歌剧院 
国家歌剧院，最初被称为新德国剧院，建
于1886-1888年，最初是代表德国戏剧协会
的。该剧院有一个新洛可可风格的宽敞的
礼堂和装饰，可以说是全欧洲最美丽的歌
剧院。时下演出的主要是国际歌剧和芭蕾
舞表演。

黑色剧院
黑色剧院是布拉格的特色。每当人们谈到
布拉格的剧院，人们就会想到黑色剧院。
童话剧，灯光和音乐的完美结合带领观众
们进入到一个魔幻的世界。

最流行的是：
黑色剧院地铁
诗歌，无需任何话语的哑剧，音乐，声音
和灯光效果。黑大剧院地铁只在黑色剧院
有。它向您展示了了灯光的秘密，每场演
出之后还有简短的互动环节。
黑光剧场影像
如果你觉得每个黑色影院是一样的，那么
你错了。黑色是不同的，光线是不同的 -
黑暗使人充满了幻想。从无尽黑暗中，诗
意的画面显示了出来，然后回到了黑暗之
中。
魔幻剧场 
这个多媒体剧场的戏剧演出是每一个到布
拉格的游客都必须看的。剧院于1958年开
业。这里有宏伟的表演在等着你 - 音乐，
舞蹈和电影的结合将让你仿佛置身于另一
个世界。
木偶国家大剧院 
自从1991年以来，这个独特的戏剧院已经
有超过20场木偶表演的首映，而且表演老
少皆宜。大多数表演的成功要归功于莫扎
特的唐璜。

音乐厅

市政厅 - 本斯美塔那音乐厅
市政大楼是布拉格最突出的艺术建筑，建
于1905-1912年。斯美塔那音乐厅（897平方
米）在整个市政大楼的中心区域。自1946
年以来，国际著名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每
年都在这里表演。剩余的时间里这里也排
满了音乐会。斯美塔那音乐厅设施包括镜
子，彩色玻璃天花板和新艺术风格材料的
墙壁。自1942年以来这里一直是布拉格交
响乐团的表演场地。
鲁道夫音乐厅（艺术家之家） 
鲁道夫音乐厅是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由建筑师约瑟夫Zítek和约瑟夫舒尔茨建于
1876-1888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文化中心
。自1946年以来，捷克爱乐乐团一直在这
里表演。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音乐会在这
里著名的德沃夏克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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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馆

圣艾格尼丝修道院 
波希米亚的圣艾格尼丝修道院被认为是波希
米亚的第一个哥特式建筑。它是在1233年至
1234之间建成的，由波希米亚国王温塞斯劳
斯一世的妹妹艾格尼丝倡议建造。她有不平
凡的精神，她把这个修道院给天主教修女作
为医院。如今，寺院收藏着1200年至1550年
间波希米亚和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工艺品。

斯腾伯格宫 
斯腾伯格宫是由多梅尼科马蒂内利在1697年之
后设计的，它是巴洛克式建筑的重要里程碑
。它的第二层楼的粉刷工作从1707年开始，其
中有两个古代的天花板绘画和迷幻的壁画，
还有中式房间十分值得参观。今天，你可以
在这里找到从古代到巴洛克时代的欧洲艺术
杰作（摩纳哥，埃尔，格列柯，戈雅，凡戴
克，伦勃朗，丢勒答，还有更多）。 

施瓦岑贝格宫 
施瓦岑贝格宫雄踞在布拉格城堡前的广场上，
它是布拉格城堡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从16世
纪中叶到现在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波西米亚文艺
复兴时期的宫殿。自2008年以来该宫殿做为永
久的国家展览馆，展览文艺复兴晚期和巴洛克
时期的雕塑和绘画作品（百灵，Brokof，
Škréta，布兰德，Vavrinec，莱纳等）。

贸易展览会馆 - 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个以实用为风格的贸易会馆建于1925－1929
年间。1974年的一场大火摧毁了建筑的大部分
。在1995年又重建了这个会馆，现在这里存放
着国家美术馆收藏的捷克和国际现当代艺术
（胡安米罗，阿尔方木栅，莫奈，梵高，毕
加索，克林姆，奥斯卡柯克西卡，约瑟夫恰
佩克，JanZrzavý和许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对建筑，家具，时装，
设计和舞台的发展都有推动作用。

城堡，庄园和历史名城

卡尔施泰因城堡 
这座哥特式城堡由捷克国王和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四世始建于1348年。它是捷克城堡中独
一无二的，而且占有很特殊的位置。它最初
建造的目的是为保存皇家珍品，尤其是查尔
斯皇帝收集的宝物和加冕宝石。这座宫殿的
内饰一直保持着从14 - 19世纪到现在的样子
。您还可以参观骑士大厅，皇家卧室，观影
礼堂，国库，早期的城堡监狱等等。

Křivoklát 城堡 
这座城堡是历史最悠久的城堡之一（建于12世
纪），也是捷克王子和国王的最重要的城堡
。它被重建和扩大了很多次，并被用于不同
的目的，有时甚至作为监狱。现在，你可以
欣赏到美丽的城堡教堂和大厅，有超过52,000
本书的城堡图书馆，包含酷刑室和刑具室的
城堡监狱，以及存放战利品的巨大的塔。

克鲁姆施特恩贝克城堡 
该城堡建于1241年，但在过去几个世纪这座
哥特式城堡的外观被改了好几次。直到二战
结束前，欧洲贵族斯腾伯格家族都一直在这
里居住。今天，它是对公众开放的，你可以
看到从欧洲各地收集的艺术品 - 绘画，家具
，镀金皮革挂毯的片段，中世纪砖块等等。

科诺皮什切庄园
尽管科诺皮什切庄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
纪，但它本质上是一个19世纪后期的建筑。
在过去几个世纪内，这座城堡几次易主。在
1887年，它被卖给了奥匈帝国王位的继承人
弗朗茨费迪南埃斯特。这之后，这个庄园被改
造成一个建筑风格古老的住所。它迷幻般的外
观使其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举办婚礼场所。

梅尔尼克庄园 
这座庄园最初是斯拉夫的木制堡垒，在中世
纪早期重建为一个石头城堡，再后来又改建
成为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自从18世纪
洛布科维奇家族掌管这座庄园之后，他们一
直掌管这个庄园直到现在。您可以参观它的
内部，它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地窖的金库
中一个品酒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库特纳霍拉镇 
这座城市始建于13世纪，它至今保留着中世
纪小镇的特色。它是捷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古迹之一。参观人数
最多，最值得看是哥特式教堂圣芭芭拉大教
堂和前皇家铸币厂，布拉格古银币就是在这
里制成的。圣芭芭拉大教堂的不远处有一个
叫Vlašský Dvůr的地方 - 捷克国王以前住在这
里，他的骨灰盒也放在这里。

普里布拉姆圣山
这个修道院的圣母教堂是捷克最有名的朝圣
地，是捷克早期巴洛克风格建筑中最高的建
筑之一。

有趣的景点和地方

位于 Nižbor 的玻璃制品厂 
在Nižbor有一个靠近布拉格的小镇，那里有波
西米亚最有名的玻璃工厂之一。在参观玻璃厂
的期间，你可以随时观看玻璃产品（台套，礼
品，体育奖杯，副本）和专业的装饰和切割工
作的实际生产过程。这里参观的最后一站是一
个有很多种玻璃产品的本地商店。这里为每一
个客人都提供了一个小礼物。

位于 Koněprusy的溶洞 
这个著名的溶洞于1950年被发现，于1959年对
公众开放。这个洞穴可以追溯到400亿年前的
德文郡方解石岩石。里面包括三个深70米，长
超过2公里的洞，可到达的最深的部分有620米
长。顶层有一个15世纪的秘密造金币的车间。
这个洞穴最独特的是有蛋白石的装饰，以及很
多古生物方面的发现。

斯柯达 - 在波利斯拉夫的汽车制造商
纵观全球，只有少数汽车制造商百年来一直生
产汽车，而斯柯达汽车就是其中之一。斯柯达
博物馆讲述了公司的历史 - 介绍了斯柯达汽车
从最初建厂，到最新的车型，包括最早的古董
车。发动机展览馆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60年
来引擎设计的发展在这里应有尽有。游览的另
一部分是斯柯达波利斯拉夫工厂，在那里你可
以欣赏到一部分斯柯达汽车的现代化生产过程
。参观工厂的标准时间为1.5小时。

捷克—啤酒之邦

科泽尔啤酒厂
科泽尔啤酒厂是比尔森啤酒公司的三大啤酒厂
之一。科泽尔啤酒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
，在那个时候他们高品质的啤酒已经获得了很
高的评价。科泽尔啤酒厂的参观当然会包括科
泽尔啤酒的品尝。

比尔森啤酒厂 
由于比尔森啤酒厂的存在，比尔森市被称为世
界啤酒之都。传说中比尔森市于1842年在比
尔森啤酒厂生产啤酒，从那时开始，它的名声
已经传遍了世界。比尔森生产啤酒的方式给了
超过三分之二当今世界啤酒厂灵感，并在啤酒
的名字上标注了“皮儿森”，“比尔森”，“
比尔森啤酒”来做为对它所做贡献的肯定。

名胜古迹
泰瑞辛 
这个小堡垒建于18世纪末，是拉贝河和埃格尔
河的汇合处的要塞群的一部分。它的名字是为
了纪念女皇玛丽亚特里萨 - 特蕾西亚城（泰瑞
辛）。纳粹德国在1940年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
维亚之后，在布拉格的纳粹警察在小堡垒设立
了一个巨大的犹太集中营。

利迪策
利迪策小镇于1942年被烧毁，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重建。它是反法西斯和纪念居民斗争的一
个强有力的象征。

www.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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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特别的艺术之旅

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主要以艺术为主题的
旅行，油画学习之旅。
数世纪以来直到现在，布拉格仍然在为全
世界的艺术家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这
是由于布拉格1100年的历史几乎经历了所
有重要的建筑风格。它在罗马期间建立，
在哥德式和文艺复兴时期不断兴盛，在此
期间也是两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宅邸。
1992年，作为悠久历史文化中心的布拉格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名单。事实证明，布拉格是世界上美丽的
城市之一，对很多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的流
行风景。
世界著名作曲家不论是安东宁德沃夏克, 波
希米亚的史麦塔纳（Bedřich Smetana） 还
是沃尔夫冈 阿玛多伊斯 莫扎特在醉心于捷
克首都的庄严雄伟文化气氛谱写了他们的
绝世名曲，直到现在情况还是这样。如今
布拉格是一个不同艺术工作者设计的摇篮
，年轻有为的画家雕刻家，时尚创新的建
筑师和任何重要的音乐节都不能错过的捷
克爱乐交响乐团。
快来参观迷人的“千塔之城”吧！感受历
史的芬芳，让艺术的美妙在您的血液里奔
流！

布拉格的为期一星期的油
画学习之旅

8天/7晚
第一天－抵达布拉格
抵达布拉格之后，您将会被送到下榻的宾
馆，在那里办理入住手续。一小段自由活
动之后，您将会在此享受晚餐。当然，具
体安排取决于您具体的抵达时间。
第二天－观光游览布拉格
早餐后，您将会通过两个半天的步行游览
来熟悉布拉格的历史。在早晨，您将会参
观布拉格城堡的主要景点，包括旧皇家宫
殿，圣乔治大教堂，黄金巷，世界文明的
的圣维特教堂。
下午您将继续游览，从雕塑装饰的查尔斯
桥到有市政厅的古镇，这个古镇里的景点
还有古镇广场和带有犹太教堂和犹太公墓
的犹太人居住地，最后在颇具声望的购物
街道－巴黎大街结束一天的旅行。
观光结束后，您将在一些极具捷克特色的
餐馆吃晚餐夜宿布拉格。

第三天－绘画课程＆国家美术馆
早餐后，早晨的安排是半天工作室的绘画
课程，午餐休息后，下午在布拉格的街道
上画画并参观国家美术馆，在布拉格享用
晚餐并住宿。
第四天－绘画课程＆沿河游览
早餐后，上午是半天工作室的绘画课程，
午餐休息后，下午在布拉格的街道上画画
并沿河游览。晚饭和住宿在布拉格。
第五天－绘画课程&在布拉格的街道上的
画画
早餐后，再次是半天的工作室绘画课程，
午餐休息后，在布拉格的街道上画画。之
后的自由时间您可以选择散步或画画。在
布拉格享用晚餐并住宿。
第六天 绘画课程＆博物馆或者现代艺术
早餐后，上午是半天的工作室绘画课程，
午餐休息后，在布拉格的街道上画画。参
观关于“20-21世纪艺术”的展览会。在布
拉格享用晚餐并住宿。
第七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文化遗
产城市－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
在早餐后，您将游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
定的文化遗产城镇－库特纳霍拉。这个在
采银过程中发现的13世纪的城市，直到现
在仍然一直保留中古城镇的特点，而且可
以称得上是捷克最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文化遗产。最多人游览而且最值得参
观的是哥德式建筑圣芭芭拉大教堂，该教
堂有许多有价值的壁画和前王室造币室。
离圣芭芭拉大教堂不远处是 Valachian庭院
- 捷克国王的前宅邸和众所周知的藏骨堂。
返回布拉格后我们将为您准备一个充满惊
喜的送别晚宴。
第八天－离开布拉格
吃完早餐退房后，您就该对布拉格和捷克说
再见了。我们将送您去机场，具体到达飞机
场的时间取决于您的班机离开的时间。

关于油画课程的信息：
1 号艺术学校:

这是一所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的私人
艺术学校，老师是来自捷克国内和国外的
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和学院老师
在油画学习期间，学生将会对一些艺术技术和
主题做了解。他们将会学习基本的关于绘画结
构、布局和如何使用颜色的知识。同时，老师
将会讲一些关于艺术的历史，油画从过去起到
现在的发展过程。
重要的内容包括：
・ 构图－构图的基本原理
・ 表面和结构－图画中的各种不同材料的
表达

・ 主题和主题的选择－选择正确的对象
・ 光影－如何在画中表达
・ 空间－在油画中如何使用颜色表达空间
的技巧

・ 课程的内容可能依照学生的进步程度而
改变。

注意：所有必需材料 （绘图颜料，帆布，
画刷，松脂）都是由艺术学校提供的。

2 号艺术学校

这是一个提供多种艺术讲座的非营利组织
。课程的内容总是能根据客户需要而修改
－老师们（学院画家、雕刻家、设计者和
建筑师）在他们的艺术领域十分专业而且
能安排任何层次的课程。
在课程的结束后，学生将会得到一份绘画
证书。
注意：所有必需品材料 （绘图颜料，帆布
，画刷，松脂）是由艺术学校提供。

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我们也可以提供不同的绘画技巧。如果您有任何要求，请
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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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古典音乐一周游
8天/7夜

第一天——到达布拉格 
欢迎来到布拉格！到达之后，您将会被送
到预定的酒店入住并享用晚餐。夜宿在布
拉格。
第二天——布拉格观光游览
早餐后，您将会通过两个半天的步行游览熟悉
布拉格的历史。上午参观布拉格城堡的主要景
点，老城区宫圣乔治教堂，黄金巷，圣维特，
圣温塞斯拉斯和圣阿德尔伯特大教堂。
下午您将穿过著名的查理大桥，桥上装饰有
精美的圣徒雕像，然后到达老城区。游览老
市政厅、老城区场和犹太区的犹太教会堂和
犹太人墓地，最后到达著名的购物街—巴黎
大街。
观光游览结束后，您可以在一些捷克特色的
餐馆里用晚餐。夜宿在布拉格。
第三天——课程介绍、参观布拉格剧院
早餐后有两节课（2 x 60 分钟）——介绍捷克
音乐和捷克艺术作品。午餐后休息一会，下
午您将参观4个布拉格著名的歌剧院和音乐
厅——国家大剧院，地产剧场，市政厅和鲁
道夫音乐厅。 晚餐及夜宿在布拉格。
第四天——音乐课程
早餐后，今天的日程安排如下：上午两节是
对每位学员的一对一课程（2 x 60分钟），
同时学员们可以在其他房间自行练习。午
休。下午是关于著名捷克作曲家的两节互
动课程（2 x 60分钟）。晚上自由活动，你
可以选择去观光游览或购物。
晚餐及夜宿在布拉格。
本日结束时，教师们将会根据学员们演奏
的乐器类型和他们学习的快慢程度将学员
细分为更小的组（一组6-8人）。

第五天——音乐课程 & 与布拉格塔利赫爱
乐乐团的交流会
早餐后，上午将以小组形式进行两节课程
（2 x 90分钟）——练习明天将在音乐会上
演奏的曲子。午休。下午一节以小组形式
的课程(1 x 90分钟)，接着是与布拉格塔利
赫爱乐乐团的成员进行2个小时的交流会。
晚上参加布拉格塔利赫爱乐乐团（或者是
其他顶尖捷克爱乐乐团）音乐会。
晚餐和夜宿在布拉格。
第六天——音乐课程、学员音乐会
今天是你收获努力成果的日子。
早餐后，上午一节小组形式课程(1 x 90 分
钟)，一节全体学员参与的集体课程(1 x 120
分钟)。午休。下午一节全体学员的集体课
(1 x 120 分钟) —为集体演奏练习。晚上将
在一间音乐厅举办学员音乐会。晚餐和夜
宿在布拉格。
第七天——卡尔斯坦城堡
早餐后，您将有半天的休闲时间去参观卡尔
斯坦城堡。这座哥特式风格的城堡建于1348年
，在众多捷克城堡中占据十分特殊的地位。
它由捷克国王和罗马国王查理四世创建，用
于保管皇家财宝，尤其是珍藏的神圣圣物和
加冕王冠。旅游路线包括参观皇宫历史悠久
的内部装饰和玛丽塔（Marie-tower）下部楼
层里的珍贵设施，这些设施可以追溯到14至19
世纪，如朝臣大厅（Courtier Hall），骑士圣
尼古拉斯教堂大厅（Knights' Hall with the St.
Nicholas Chapel），教区（The deanery），皇
室寝殿（Royalbedrooms），观影厅（theAu-
dience Hall) ，先帝礼堂（the Hall of Ancestors）,
餐厅（The dining room）, 库房（The treasury）,
早期的城堡监狱（TheformerCastlePrison）。
参观结束后，您可以在城堡周边的餐馆里
用午餐。之后返回布拉格，您可以自行安
排时间，在街巷间走一走或者去购物。晚
上乘游船沿河观光，并在船上举行送别晚
宴。夜宿在布拉格。
第八天——从布拉格返程
早餐后会根据您的航班时间将您送至机场，
告别布拉格。

注： 课程计划可能会根据音乐教授们的时
间安排进行变动，但总课时不变。

关于音乐课程的信息
学员将参加的音乐课程包括：

・ 2 x 60分钟的单人一对一课程；
・ 4 x 90 分钟的小组课程（一组6-8人）；
・ 2 x 120分钟的集体课程；
・ 4 x 60 分钟的互动课程，以捷克音乐及著
名捷克音乐作品和作曲家为主题；

・ 在音乐厅举办一次公众音乐会；
・ 1x 120 分钟的与布拉格塔利赫爱乐乐团
成员的交流会；

・ 参加一次布拉格塔利赫爱乐乐团音乐会
（若塔利赫爱乐乐团没有在我们日程内
的音乐会，将会安排参加其他顶级捷克
爱乐乐团的音乐会）

・ 我们还为学员的个人练习提供教室。
课程最初，每位学员都会领到一本介绍课
程安排的小册子，一份标注好教室位置的
布拉格中心市区地图和需要排演的音乐乐
谱。课程结束时，将会为每位学员颁发印
有布拉格塔利赫爱乐乐团标志和教授签名
的结业证书。
音乐学院简介
音乐学院位于布拉格城市的正中心，有很多
的音乐室可供使用。它是一所现代化的音乐
学院，提供高质量的音乐教学。所有的教学
课程都是按照英国和爱尔兰的音乐学校的标
准设置的。无论您年龄大小，无论您来自哪
个国家，无论您水平高低，这里的课程都会
根据您的个人情况为您量身定制。该音乐学
院在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高水平的教师，如小
提琴，钢琴，长笛，竖笛，小号，萨克斯，大
提琴，指挥，声乐以及音乐史。大部分的教
师都是布拉格塔利赫爱乐乐团的成员，他们
是活泼的音乐家，用流利的英文传达生动的
音乐感悟。
布拉格塔利赫爱乐乐团 
布拉格塔利赫爱乐乐团成立于1992年，由小
提琴演奏家简塔利赫以室内管弦乐队的形式
创立，他同时也是捷克传奇指挥家瓦茨拉夫
塔利赫的侄孙。这支年轻而充满雄心的管弦
乐队大部分是由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毕业的
学生组成的，他们是许多国内和国际比赛中
的优胜者，用他们的热情和对音乐的投入在
国内以及国际上获得声望。布拉格塔利赫爱
乐乐团是中国投资论坛的唯一一支管弦乐队
成员，其中的部分成员早已来过中国，对中
国的音乐、文化和教学方式进行了解并获得
经验。

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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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
化遗产之旅

8天/7晚
捷克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数百座城
堡和教堂矗立在这里。超过12个地方已经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剩下的大多数也已经提交了申请文化遗产
的请求。
第一天－捷克布杰约维采(ČESKÉ BUDĚJOVICE)
你将会到达波西米亚的首都（从德国或者
奥地利），并在当地吃晚餐和住宿。
第二天－英吉夫赫拉德茨（JINDŘICHŮV
HRADEC) & 泰尔奇 (TELČ) & SLAVONICE
今天我们将乘坐巴士带您参观位于波西米
亚南部的的历史小镇，在那里您将看到。
英吉夫赫拉德茨– 整个城镇最重要的景点
是捷克第三大城堡。圣母教堂的塔楼是小
镇的标志性建筑。早期的耶稣墓地被称作
Krýza´s crèche 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
景点。主要的景点还有圣约翰教堂，里面

有无价的壁画和早期的修道院。
Slavonice
这座小镇建于13世纪，由于恶劣的天气，
这个地区曾被称作捷克的加拿大。Slavonice
因为当地居民的房子而出名，这些房子墙
壁充满着文艺复兴的气息，用五彩陶瓷修
饰，还拥有拱形的大门。哥特式的圣母教
堂和大门是这个小镇房子特色的缩影。
Telč
这里在十三世纪是许多商贸运输线路的交
汇处。除了城堡和公园，这里的地标还有
它的广场－汇集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两种
风格的广场。
晚餐和住宿安排在布杰约维采酒店。
第三天－捷克洛夫（ČESKÝ KRUMLOV）
& 布罗德（VYŠŠÍ BROD） &  ROŽMBERK
早餐之后我们将启程去捷克洛夫。
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坐落在伏尔塔瓦河深
处。它最出名的时代是罗森博格大帝统治
时期，在1302–1602年间，他把这里做为他
的住所。意大利文艺复兴深深的影响了这

座小镇和城堡的外观风格。十七世纪末，
在埃根柏格王朝的统治下，巴洛克式剧院
建成，城堡花园被改造。你一定不能错过
的城堡的参观，参观后，将在当地的一家
餐馆进行午餐。
你的旅程下一站将是布罗德修道院. 
在13世纪，捷克罗森堡的大亨皮特修建了
西多会修道院。据传说修建这个修道院是
为了感谢上帝，因为他在不久之前德洪水
中幸存下来。从13世纪以前，圣母修道院
就一直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它最古老的
部分是方形牧师礼堂，这里还有波希米亚
第三大的图书馆，里面有7万本书。 这些
独特的地方我们都会带您参观。
然后您将去Rožmberk城堡。
这里由两个Rožmberk城堡构成，上面的城
堡建于13世纪，下面的城堡建于14世纪。
上面的城堡中只有一个塔被保留下来，但
是这座塔是无法进去参观的。而下面的城
堡历史内涵丰富（包括一个骑士大厅，一
个画廊，军械库等等），还有古老的收藏
品展示给参观者。最新开放的景点是刽子
手的房子和当代艺术画廊等等。 
住宿及晚餐会再次安排在布杰约维采。
第四天－霍拉索维（HOLAŠOVICE）
& TÁBOR & 布拉格
早餐后退房，你将开始你的布拉格之旅，
中间将会游览霍拉索维小镇。这个波希米
亚南部的小镇建于13世纪，被认为是巴洛
克风格建筑的典范。小镇中的22个农户家
合理的围绕着中心的池塘，房子的前面和
后花园都有绘有巴洛克风格的墙。这个村
庄是捷克质朴传统的活的丰碑，就像我们
从捷克最出名的话剧《出卖的新娘》中所
了解的一样。
下一站是古老的历史名城Tábor.
在14世纪后期，Lužnice 河边建了一座城堡。
胡斯派于1420年攻占了这座城堡并在周围
建立了城市。周围其他有价值的中世纪的
景点有：有独特大厅的哥特式的市政厅和
可以通到地下城市的走廊，欧洲最古老的
人工湖乔丹湖  –湖上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水
塔，电气化铁路。

Leipzig  

慕尼黑 维也纳
布拉迪斯拉发

布拉格

Český Krumlov

Rožmberk
Vyšší Brod

Holašovice
Telč

Slavonice Brno

Olomouc

Kroměříž

Kutná Hora

Zelená Hora

TřebíčJindřichův
Hradec

Tábor

České
Budějovice

德国

捷克

斯洛伐克

波兰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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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František Křižík建于20世纪初，是奥匈帝
国建立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抵达布拉格后，你会去步行游览老城区，
包括犹太区，然后在布拉格住宿和晚餐。
第五天－布拉格城堡 & 库特纳霍拉
（KUTNÁ HORA）
早餐后，您将开始游览布拉格的最美丽的
地方-布拉格城堡。
下午，您将乘坐公交车到灿烂的历史名镇库
特纳霍拉。
在中世纪，库特纳霍拉的银矿带来的利润使
它在捷克名噪一时，库特纳霍拉成为捷克最
富有和最强大的小镇。在14和15世纪之交，
库特纳霍拉成为国王瓦茨拉夫四世生活的地
方。这里最重要的古迹是哥特式的圣雅各教
堂（1330），圣芭芭拉大教堂（1388），
建立于13世纪的法院和许多贵族的房子，在
一个名为塞德莱茨的郊区还有早期的拉丁学
校和教堂。小镇中一座名为Hrádek（城堡）
的建筑，是小镇防御工事的一部分，里面有
采矿博物馆。 
回到布拉格，您将在有特色的啤酒餐厅享
用晚餐。夜宿布拉格。
第六天－ZELENÁ HORA & 特热比奇
（TŘEBÍČ）& 布尔诺
早餐并退房后，您将继续去往东南部，你
将会去Zelená Hora参观很有特色的圣约翰
朝圣教堂。该寺院的住持建立这个朝圣教
堂为了纪念捷克烈士和圣人约翰。它是由
布拉格天才建筑师乔瓦尼・布拉休斯桑蒂
尼设计，他巧妙的用五角星作为这个教堂
结构的主要标志。教堂的主祭坛描绘了圣
人被天使带到天堂的场景。屋顶由一个古
大的舌头，象征着圣人约翰。这座教堂展
现了波西米亚，哥特式，巴洛克式建筑的
宏伟。
您旅程的下一站是特热比奇小镇，那里有
教堂和犹太人小镇。特热比奇是罕见的有
宗教景点的小镇， 其中最有名的是罗马式
哥特式大教堂。教堂中最稀奇的部分是有一
个由七百多年天花板木材构成的地下室，内
室由拱形的十字架石支撑，由一块块石头构
成的教堂东面的玫瑰花窗和北面的大门。在

摩拉维亚，特热比奇曾经是犹太人文化的
中心。犹太区有密集的房屋，狭窄的岛屿，
黑暗的拐角，拱形的通道和浪漫的小广场，
其中还包括超过120户民居。除了这些早期
犹太建筑，例如市政厅，学校，拉比和救
济院被保存。后期的犹太教堂被完全重建。
它的内饰是早期的18世纪独特的壁画，描
绘了早期贫民窟的历史。小镇中还有3000
个左右的墓碑，最古老的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1625年，他们全都坐落在一个有高大的树
木和神秘的气息的公园。墓地里面有一座
建立于1903年的礼仪大厅，里面的壁画都
被完好的保存了。根据古老的犹太传统，
葬礼都在这里举行。这块墓地是捷克保存
最完好的犹太人墓地。
我们将在南莫拉维亚首都布尔诺进行晚餐
并住宿。
第七天－奥洛穆茨（OLOMOUC）& 克罗
梅日什 (KROMĚŘÍŽ)
早餐之后，我们将从布尔诺去往小镇奥洛
穆茨。
奥洛穆茨小镇曾经是摩拉维亚的首都，
1063年以前主教就把此做为所在地，它是
仅次于布拉格的第二大古迹保留相对完整

的城市。在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宗教建筑是
1109年的圣温塞斯拉斯大教堂，在1883－
1890年间以新哥特式风格改造。在1306年，
瓦茨拉夫三世，在这里被谋杀。另外重要
的建筑有赫拉迪斯科皇宫，这座皇宫是全
欧洲最大的雷蒙特雷修会的修道院，还有
圣莫里斯教堂，这座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15至16世纪。在圣温塞斯拉斯广场有一
个建于1483年的圣母象小礼拜堂，它是捷
克共和国最有价值的哥特式雕塑之一。在
1716年和1754年之间修建了巴洛克式的柱
子。我们会在当地的摩拉维亚酒吧进行午
餐，在那之后将会去往克罗梅日什.
灿烂的小镇克罗梅日什，其城堡和美丽的
花园被认为是保存最完好的巴洛克宫殿和
花园的设计实例。他们在中欧巴洛克花园
和宫殿建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晚餐和住宿仍然在布尔诺.
第八天－布尔诺。
在短暂的游览布尔诺之后你可以继续你的
欧洲之行，也可以选择回家。布拉格和维
也纳的机场离这里都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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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豪华都市之旅
9天/8晚

第一天——布拉格
根据您到布拉格的时间，我们为您安排今
天的旅程。如果您到的比较早，可以在布拉
格享用午餐，接下来的半天游览布拉格。如
果您到的比较晚，那么直接在酒店享用晚
饭并住在布拉格。
第二天——布拉格
享用完早餐，今天你会通过一整天的步行
观光而认识布拉格。今天游览的第一站是
布拉格城堡。城堡之旅结束后，在捷克当
地的特色餐厅吃午餐。午餐后会穿过克莱
尔桥到达布拉格的老城区。在老城区，可
以参观它的市政厅和著名的老城广场然后
继续去旺斯拉广场（Venceslas Square）。
吃完晚饭我们将会带你去布拉格的黑色电
影院。晚上住在布拉格。
第三天——卡尔施泰因城堡
（CASTLE KARLŠTEJN）& 布拉格
早餐后，坐半天的汽车到卡尔施泰因城堡，
这里绝对会是你的旅行中的一个顶级经历。
游览完城堡，在城堡周围的餐馆吃完午饭，
你会启程回到布拉格的市中心。下午是自由
活动时间，你可以选择游览或者购物，布拉
格有三个主要的有名的购物地点—巴黎大街
（the Pařížská street），布拉格香街（Na
Příkopě street）和Palladium购物中心。
晚饭会根据你的需要而准备（捷克口味，意大
利风味，中国风味，典型的啤酒屋等等）。
夜宿布拉格。
第四天——布拉格 & 温泉城卡罗维发利
（KARLOVY VARY）
早餐之后退房，然后前往捷克最古老最著
名的城市卡罗维发利。温泉城卡罗维发利
坐落在波西米亚的西部，距离布拉格130公
里。波西米亚和罗马帝国的国王查理四世
在1370年建造了这个城市并命名。温泉城
以其历史悠久的温泉而文明（12个主要的
泉眼，大约300多个小泉眼，还有温泉河，
特普拉河）。在19世纪，它在全球的旅游
爱好者的眼中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目的地。
该市还以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捷克利
口酒卡罗维发利而著称。玻璃厂商莫瑟玻
璃，也位于卡罗维发利。该城市还被用来
当做大量电影的取景地点，比如詹姆斯邦
德的《007大破皇家赌场》。到达卡罗维发
利并参观完市中心之后你会有足够的自由
时间散步或购物，或者你也可以在温泉中好
好休息一下，喝点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
晚饭和住宿都在卡罗维发利。

第五天——卡罗维发利 & 克鲁姆洛夫
（KRUMLOV）
早餐后退房，然后离开卡罗维发利前往独特
的小镇，克鲁姆洛夫。克鲁姆洛夫是一个位
于捷克南边的一个小城市，它的老城区被世界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UNESCO）。
古城镇和城堡的建筑风格大多来源于14到17
世纪——城镇的建筑风格大部分是哥特式、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古城镇的中心是
克鲁姆洛夫城堡（Krumlov Castle），相对
于克鲁姆洛夫城的大小而言，城堡是非常大
的。在捷克的城堡中，酒面积而言，克鲁姆
洛夫城堡是仅次于布拉格城堡的第二大的城
堡。在克鲁姆洛夫城堡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洛
可可式花园，一座很宽敞的桥连接着建在岩
石上的城堡。城堡里的许多不同部分都建造
于不同时期。带您参观完城堡之后你会有自
由活动时间，散步或者购物。晚饭之后我们
会提供特别的夜景观光，感受小城镇的中世
纪气氛。晚上在克鲁姆洛夫过夜。
第六天——赫卢博卡城堡（HLUBOKÁ
CHATEAU）& 英吉夫赫拉德茨
（JINDŘICHŮV HRADEC）
早餐后退房，然后继续参观两个城堡，这
两个城堡相邻且都位于同一区域。
赫卢博卡城堡坐落在赫卢博卡城里，它被
认为是捷克共和国的最美的城堡之一。在13
世纪下半叶这座哥特式的城堡在这个地方拔
地而起。历史上，它被重建了好几次，第一
次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其次是在巴洛克时
期。在19世纪，它建成了它现在的规模，
约翰阿道夫冯施瓦曾伯格二世要求按照温
莎城堡的浪漫风格重建城堡。相信我们，
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城堡和花园，然后在
邻近的参观吃点点心，你会感到无比的快
乐，我们选择的餐馆是按照这座城堡而建
的仿制品。
您旅程的下一站是英吉夫赫拉德茨。入住
在那里的酒店之后你会逐渐了解到这个城
市的美。在历史上，它第一次被提到是在
1220年。在十二世纪末，更多的人到这里
定居。在13世纪初这里建立了一座哥特式
的城堡，在16世纪被逐渐重建成文艺复兴
风格的城堡。在三十年战争时期，这里是
波西米亚王国的第二大城市。这个城市的
城堡和宫殿是国家内仅次于布拉格城堡和
克鲁姆洛夫城堡的第三大城堡。占地30000
平方米，有320个房间。在里面发现了超过
10000件艺术作品和书籍。晚饭和住宿都在
英吉夫赫拉德茨。
第七天——泰尔奇（TELČ）& 莱德尼采城
堡（LEDNICE CHATEAU）
早餐后退房，你会继续前往捷克的东部。行
程的第一站是传说中的魔法城镇泰尔奇。在
13世纪，做为一个皇家水堡，这里是波西米
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之间的商人路线的交
叉点。除了十七世纪的带英式花园的文艺复
兴风格的城堡，最有意义的景色是城镇的广场
，一个独一无二的复杂的长长的城市广场，很
好的保留了文艺复兴风格和巴洛克风格的高
高的山形墙和拱形游廊。位于广场中心的圣
母玛利亚的雕像和喷泉可以追溯到18世纪。
这哥特式的城堡建筑于14世纪下半叶。在16

世纪中叶这个老式的城堡被重建成文艺复兴
风格的城堡。一楼被重新做成圆形的，外部
和内部都用装饰物重新粉刷了一遍。1992年
这些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UNESCO）。
继续旅程，你的将参观一个小城镇和莱德
尼采城堡。莱德尼采城堡坐落于捷克的摩
拉维亚以南。1996年被提名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UNESCO）。它包
括一个宫殿和国内最大的200平方千米的公
园。在13世纪中叶莱德尼采宫殿被改造成
文艺复兴风格的别墅，在17世纪它成为列
支敦斯登王子夏天的住所。在1846年到
1858年之间，它被大规模重建成新哥特式
风格的宫殿。周围的公园按照英式花园的
风格排列，包括人造的中世纪城堡的废墟
和一个六米的隐居尖塔，据说这是当时除
了穆斯林世界的建筑外最高的建筑（1797-
1804）。然后会去参观南马拉维亚，你也
会参观葡萄园区。理所当然的，晚饭会在
特色酒窖里面品尝酒和冰爽的食物。
在莱德尼采附近住宿。
第八天——布尔诺（BRNO）& 布拉格
早餐后退房，然后前往布尔诺，大约一个小时
的路程。布尔诺是摩拉维亚最大的城市，从古
至今都是摩拉维亚的省会。这里同样也是捷克
的司法权威所在地，因为它是立宪法院和最高
法院的所在地。布尔诺同样因为在马萨里科跑
道举办大型摩托车和其他赛事而闻名。马萨里
科跑道是1930年为了世界公路大奖赛而建立
的，是最有名望的跑道之一。布尔诺同样因为
布尔诺世界博览会而闻名。布尔诺最重要的景
点包括布尔诺城堡和要塞，圣保罗大教堂，两
座都市风景风格的中世纪建筑，并常被描述成
这个城市传统的标志。另一个被大规模保存完
好的是Veveří城堡，它临近布尔诺湖大坝。布尔
诺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名迹是实用主义者图根德
哈特的别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UNESCO）。
短暂的观光和午休，我们会带你回到布拉
格（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晚上在布
拉格举办告别晚宴。在布拉格过夜。
第九天——布拉格
早餐后会根据您的航班时间将您送至机场，
告别布拉格。
当然，如果您的航班比较晚，我们会再安
排一些项目，让您再多感受一下布拉格带
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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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豪华都市之旅－波希米亚
和摩拉维亚

9天/8晚
第一天—— 马伦巴温泉（MARIÁNSKÉ LÁZNĚ）
/马伦巴(MARIENBAD)
下午抵达靠近德国边境的，波希米亚西部
的温泉镇马伦巴。晚餐和住宿在马伦巴。
第二天——泰普拉修道院
（TEPLÁ MONASTERY）
早餐后，当地导游会在酒店跟你会面，并
会告诉你马伦巴的所有主要景点。当天下
午，你将乘坐巴士去泰普拉镇并参观泰普
拉修道院。在回到酒店并吃过晚饭后，你
将有机会看到“会唱歌的喷泉”表演。在
马伦巴过夜。
第三天——布拉格 & 布尔诺 (BRNO)
早餐后退房，去布拉格，在那里你将参观
雄伟的布拉格城堡和主要的景点，然后在
市中心有自由安排的时间，您可以在街巷
间走一走或者去购物。
在下午晚些时候你将从布拉格到摩拉维亚
首都 - 布尔诺（2.5个小时车程）。晚餐和
住宿都在布尔诺。
第四天——奥洛穆茨 & 克罗梅日什
早餐后，你将乘巴士到摩拉维亚最美丽的城
市之一奥洛穆茨 - 一个古老的大学城，也是
摩拉维亚大主教的所在地。在参观了这个镇
的风景之后，你将去克罗梅日什镇。它的城
堡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下午，你将返回到布尔诺观光，参观这个城
市最美丽的地方，例如：布尔诺旧的和新的
市政厅等等。这一天会以一顿有特色的摩拉
维亚晚餐结束。在布尔诺过夜。
第五天——雷德尼斯城堡 (CHATEAUS
LEDNICE）和瓦尔季采 (VALTICE）
雷德尼斯城堡和瓦尔季采被称为南摩拉维
亚建筑中的珍珠，今天将去这两个地方游
览。他们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
化遗产，这里才是真正值得参观的地方。
在回布尔诺的路上， 我们会遵循传统，带
您去当地人气最高的酒窖中的一个，在这
里你会享受美酒和冷盘。在布尔诺过夜。
第六天——泰尔齐 (TELČ）& 英吉夫赫拉
德茨 (JINDŘICHŮV HRADEC）
早餐退房后，你将启程去位于南摩拉维亚
西部的历史城市泰尔齐，下一站是不远处
的很有特点的城市英吉夫・赫拉德茨和那
里的城堡。晚餐和住宿在布杰约维采。

第七天——布杰约维采（ČESKÉ
BUDĚJOVICE）& 赫卢博卡（HLUBOKÁ）
布杰约维采这个城市是世界知名的，因为世
界上享有声誉的百威啤酒就是产自这里。早
晨，你将有机会参观著名的百威啤酒厂，
并品尝其产品。下午等待着你参观的是位
于布杰约维采附近的赫卢博卡城堡。参观
城堡，你会觉得你是南波希米亚童话的一
部分。晚餐和住宿在布杰约维采。
第八天——克鲁姆洛夫 & 比尔森（PLZEŇ）
早餐退房后，你将访问捷克共和国的珍珠之一
，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城市捷克克鲁姆洛夫与它
的城堡（它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该
城的建筑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参观完
这个镇之后，你将继续游览比尔森。这个城
市被称为“啤酒之家”，这就是为什么比尔
森啤酒厂和啤酒品尝在你的游览计划中。晚
上将住宿在温泉小镇卡罗维发利，在这里你
会参加欢送晚宴。
第九天——卡罗维发利 (KARLOVY VARY)
最后一天的计划将根据你离开捷克的时间
来定。当然，我们会带您参观这个镇以及
世界知名的冰爵利酒厂。

波西米亚之旅 – 萨克森
瑞士
4天/3晚

第一天——卡罗维发利 (KARLOVY VARY)
到达卡罗维发利的时间因人而异，取决于
你的欧洲计划和行程。在卡罗维发利用晚
餐和过夜。
第二天——卡罗维发利 (KARLOVY VARY)
和乌斯季洲的拉贝河畔 (ÚSTÍ NAD LABEM)
早餐退房后，你将跟随你的导游参观卡罗
维发利这座温泉城市的中心。午餐后，你
将继续游览位于北波西米亚的乌斯季洲的
拉贝河畔, 导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告诉你主
要景点 - 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和圣母玛利亚的
教堂。你会在当地的酒店用晚餐并过夜。
第三天——易北河的砂岩山
(THE ELB-SANDSTONE  MOUNTAINS) 
早餐后，你将去参观埃德蒙的峡谷。在卡梅
尼卡河上你将拥有一个浪漫的游船之旅。随
后前往沿着劳济茨山的看周围的岩石和玄
武岩。最后在乌斯季洲的拉贝河畔用晚餐
以及过夜。
第四天——萨克森瑞士
(SAXONY SWITZERLAND)
早餐后，你将离开捷克然后过境到属于萨
克森州的Königstein，然后乘船从易北河到
皮尔纳。然后你将继续前往棱堡，在那里
你将穿行于古老的岩石城堡－费尔森堡之中。
晚餐以及住宿依然在之前的酒店，或者根据你
的计划可以继续到德国德累斯顿，柏林等地
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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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捷克温泉是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由于有高品质治疗效果的天然泉水，捷
克温泉已经获得了卓越的声誉，赢得了欧洲
人民的信任。采用最先进的治疗和康复的方
法与传统的天然温泉和矿泉水相结合，治疗
泥，新鲜的空气和适宜的气候使得捷克成为
欧洲国家之间在温泉领域的权威。

治疗步骤 
浴疗法有很多不同的步骤，具体步骤由医生
为您推荐，这取决于您当前的健康状况。

浴疗法中的治疗因素来源
矿泉水在水疗或浴疗中，可以达到许多目的。
根据矿泉水不同的的组成成分，可用于饮用
疗法，吸入剂，沐浴或水下按摩。
治疗泥用于包裹，按摩和洗浴，它对肌肉骨
骼系统和皮肤十分有益。 
气体可用于皮下组织来缓解疼痛，还可以治
疗功能障碍。
水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宜人的气候 - 美丽
的大自然，清新的空气和适宜的纬度会对治
疗有额外的效果。

捷克温泉水疗的步骤示例
饮用有药用效果的矿泉水 

丰富的矿物质水可以调节肠胃，肾脏和肝脏
的功能。矿泉水治疗通常包括：饭前空腹饮
用规定量的矿泉水，空腹饮用提高了人体吸
收矿物质的能力和效率。
每一个不同的温泉度假村的每一个特定的喷
泉都有其独特的效果。

富含天然二氧化碳的矿泉浴
这是一个特殊的理疗方法，只有少数温泉度
假村提供这种理疗，当地的天然矿泉水必须
与从地面渗出的天然二氧化碳融合。矿泉水
被加热到32-34摄氏度之间，然后二氧化碳就
能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它会减慢心脏活动并
降低血压。许多治疗方法都会改善血液循环，
心脏和肾脏的活动，也会减少压力和焦虑感。

天然的干燥碳气浴
这种气体来源于火山，它含有高量的二氧化
碳。它慢慢膨胀，并通过衣服和皮肤进入体
内。它会减慢心脏活动，降低血压。该气体
也会改善血液循环和肾脏活性，还具有消炎
的效果。众所周知，这种气体也可以刺激产
生性激素，睾酮和雌二醇，这就是为什么它
能成功的用于改善性功能，缓解女性的更年
期症状。

注射天然二氧化碳气体
这些注射剂所使用的二氧化碳气体是天然地
从地面以小气泡形式冒出的气体。这种气体
可以应用在皮下关节和脊柱区域，它对于这
些部位有着显著的作用，包括缓解疼痛，  改
善血液循环，使该部位愈合加速。

泡泡浴 
泡泡浴是把正常的水加热到的32-34摄氏度，
然后空气中的小气泡注入浴盆中。 因为有气
泡可以使你享受到愉快舒缓的感觉，这种理
疗方式可以使人真正的全身心放松。这之后
紧接着是一次15分钟的全身干燥理疗泥。

人工淋巴引流法 
这是一个由专业物理治疗师负责的按摩过程，
其目的是改善淋巴系统，特别是那些曾有过淋
巴问题的人群。这个动作可刺激淋巴结活性，
协助淋巴流体的流动以消除体内毒素，碎片，
细胞废物和死的颗粒。

水康复
水康复是在33摄氏度的水温下进行的。大多
数温泉中使用的都是天然温泉水，并由专业
的物理治疗师带领做练习。水康复要么是和
那些具有相似的诊断模式的人一起做团体练
习要么就是一对一进行。

Lavatherm 
Lavatherm 是指，一个当地特有的加热装置
使用在身体的某个部位进行热处理。加热包
被放置到身体的某个部分，有助于减轻该部
位的疼痛和刺激其愈合。

吸入剂
与摄入温泉盐和摄入温泉水相似，吸入用药
是相同的道理，但它有更强的效果。对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感冒和呼吸道感染的
后遗症的治疗十分有效。

氧气疗法 
你舒舒服服的躺在躺椅上，而此时新鲜的氧气
通过鼻管进入鼻腔。增加氧气供应可以增强免
疫系统的功能，改善心脏活动和肺的活性，可
以放松心灵，对于身体健康十分有利。

激光疗法
激光疗法是使用相干的，单色光中可见光的
一部分的来治疗的疗法。它具有特殊的生物
刺激效应，主要是由于它可以刺激胶原蛋白，
加速血管和淋巴管的再生，并提高愈合过程
中对氧气利用的效率。

古典按摩 
使用精油或乳液进行按摩。它可以是部分按摩
（颈部+背部），也可以是全身按摩（包括手
臂和腿）。它刺激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按摩
可以逐渐减轻甚至消除运动器官的疼痛。

身体保健
其他附加治疗 
除了在捷克温泉的常规治疗，还有可供选择
范围广泛的现代化医疗保健项目。因为几乎
所有的温泉都配备了高品质的专业诊所。这
些服务可以在您在医疗温泉度假村的时候提
供，也可以在您的欧洲或捷克游览结束的时
候提供。
附加治疗举例：
牙医– 最高水平的全面牙科保健。
临床的于美容整形外科 - 顶尖的医疗团队将
提供美容手术（双眼皮手术，面部和颈部美
容，额头和前额拉皮，面部轮廓整形，隆鼻
手术，耳廓成形手术，隆胸 - 乳房增大，乳
房成形手术，乳房缩小成形术 ，乳房发育 -
男性乳房缩小，腹部整形术 - 腹部除皱，吸
脂，超声吸脂术，塑身 – 吸脂，包皮手术-
生殖器手术）
临床生殖医学 - 专业从事不孕不育的诊断和
治疗。

www.czech-spa-wellnes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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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维发利  
(Karlovy Vary)

全球著名的卡罗维发利温泉是捷克最大的
温泉，也是第二古老的温泉，它一共由12
个子温泉组成。它由波希米亚国王和罗马
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始建于1350年，但这个
区域有温泉存在已 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世纪末的建筑风格，特别是未来艺术风
格的建筑对城市的现貌影响最大。卡罗维
发利是一个很传统的城市，但它又是一个
社交中心，自1946年以来最重要的文化活
动之一，就是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了。
玻璃制造商“莫泽”，出名的瓷器和1807
年建厂的冰爵酒使这个小镇更出名了。卡
罗维发利不仅在历史上吸引了许多游客和
名人，到了现在依然如此。

适应症
消化系统疾病：肠道疾病，胆囊，胆管，
胃和十二指肠的问题，肝脏和肠道问题，
胰腺，糖尿病，痛风，脂肪代谢和肥胖。 
运动系统疾病：关节疾病，脊柱损伤。

自然疗法来源 
矿泉水（含有硫酸盐，氯化物，碳酸氢盐
及钠）。温泉水的温度在30至72度之间。

治疗方法 
饮用矿泉水，漩涡浴，炭酸浴，沼泽浴，
石蜡按摩，灌肠，气体注射，吸入剂，针
灸，穴位按摩，理疗，特殊体操，游泳，
健康减肥食品。

综合理疗
8 天/7晚

・ 7天住宿，三餐 
・ 初次体检 
・ 最终体检 
・ 实验室测试 
・ 每周16次水疗程序（星期日除外），需
根据医生建议 

・ 免费矿泉水 
・ 修正步行方式 
・ 体检报告 
・ 游泳池和桑拿浴室免费

项目：珍珠浴，碳酸浴，涡流气泡浴，旋
涡浴，泉水喷射，交变足浴，水下按摩，
古典局部按摩，足疗按摩，泥包，石蜡包，
电疗，磁疗，冷冻疗法，淋巴引流，干碳
酸浴，吸入剂，集体治疗体操，水上体操，
健身，个人治疗体操。

去毒和纤体治疗
15 天/14晚

・ 14天住宿，三餐 - 瘦身减肥4200千焦 
・ 初次体检 
・ 6次集体体操 
・ 4次泉水喷射 
・ 4次经典局部按摩 
・ 4次珍珠浴 
・ 4次淋巴引流 
・ 2次脸部淋巴引流 
・ 最终的体检 
・ 免费矿泉水 
・ 游泳池和桑拿浴室免费

www.czech-spa-wellness.cz

卡罗维发利温泉水疗护理服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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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伦巴温泉
(Mariánské Lázně)

马伦巴温泉共有40个不同的温泉，这使得
它有优秀的治疗效果。这里魔幻的建筑，
浪漫的公园和另人着迷的传统使卡罗维发
利温泉名声在外。这座城市位于海平面以
上630米。这里也有有很多娱乐设施 - 电影
院，剧院（尤其是那些特有的的长廊），
画廊和博物馆，非凡的“音乐喷泉”。这
里温泉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温泉季节
举办的每年一度的肖邦音乐节。

适应症
肾脏和泌尿道疾病：长期肾功能障碍，泌尿
结石，肾脏疾病，前列腺和尿道术后恢复。
呼吸道的非特异性疾病：慢性支气管炎，
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的慢性疾病，哮喘，
呼吸道过敏，呼吸道手术后的恢复。
女性疾病：妇科炎症，慢性腹部疾病，卵巢功
能障碍，便秘，不孕不育，更年期综合症。
代谢功能障碍：肥胖，痛风，糖尿病，便
秘，超脂蛋白血症。 
肿瘤手术后恢复：乳房和女性器官手术后
恢复，其他肿瘤手术后康复。

自然疗法来源
热矿泉水，温泉气体。 
温泉治疗：比如科洛池, 鲁道夫, 卡罗莱纳, 费
迪南和安布罗斯温泉– 这些知名的温泉都有
助于泌尿问题，代谢及消化道疾病的治疗。

治疗方法 
饮用矿泉水，二氧化碳/气浴，泥浆理疗，
皮下气体注射，吸入剂，按摩，针灸，游
泳，理疗体操，电疗法，磁疗法，健康减
肥食品。

卡洛维发力温泉理疗举例 弗朗齐谢克温泉
(Františkovy Lázně)

弗朗齐谢克温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泥炭温
泉中心。它位于捷克西部的一个大型公园
里面，海拔高度位于海平面450米。它是混
合型气候，因为位于丘陵地带，周围环境
十分安静。弗朗齐谢克温泉由于受新古典
建筑风格影响很大，它是波希米亚最美丽
的温泉之一。小镇的中心是受文化古迹保
护的。弗朗齐的黄铜雕塑是这个城市的象
征，它的寓意是祝您在弗朗齐谢克温泉度
过一个轻松开心的假期。

适应症 
心血管疾病: 风湿性心脏病, 缺血性心脏问
题, 高血压, 动脉硬化引起的血管堵塞 
运动器官疾病: 无急性炎症引起的血栓性静
脉炎, 慢性关节炎 骨质疏松症，特别是脊柱
方面
女性疾病: 生殖器慢性炎症 
特别肿瘤项目: 肿瘤疾病的治疗

自然疗法来源 
有色金属和含硫泥炭，干燥二氧化碳泉，
22个热矿泉

治疗方法 
电疗法，磁疗法，动态治疗，超声波，珍
珠浴和漩涡浴，水下按摩，苏格兰淋浴，
泥炭和泥浆敷体，石蜡敷体，古典按摩与
反射按摩，气体注射，氧气治疗，矿泉水
治疗。

www.czech-spa-wellness.cz

综合治理
8 天/7晚

・ 7天的住宿，三餐， 
・ 初次体检， 
・ 最后体检 
・ 最终报告， 
・ 如果需要，还有医生的控制检查 
・ 实验室检测
・ 每周24次温泉（星期日除外），需要根
据医生的建议来调整 

・ 饮用矿泉水
・ 24小时紧急医疗人员随叫随到 
・ 24小时护士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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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齐谢克温泉的水疗护
理举例

卢哈乔维采 (Luhačovice)
卢哈乔维采 (Luhačovice) 温泉位于摩拉维亚
东南部山谷的一个风景保护区喀尔巴阡山，
这里通常被称为“绿色环绕的温泉”。三
百年来，这个有超强治愈能力的矿泉对于
全镇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第一个
水疗房建于18世纪，但在19末，20世纪初，
温泉小镇才真正开始开发起来。当地著名
的泉水Vincentk早已名声在外的，它的泉水
由于有治疗作用而销往捷克全国各地。这个
地方最知名的游客，可能是世界著名的作曲
家莱奥什，他总共来过这里25此，卢哈乔维
采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地。

适应症 
呼吸道疾病：支气管哮喘，呼吸道过敏，慢
性支气管炎，语音、语言障碍，手术后呼吸
系统的恢复。
消化器官疾病：消化不良，胃和十二指肠疾
病，手术后胃病恢复，食道和胆囊溃疡
代谢功能障碍和运动器官功能障碍：糖尿病
和肥胖
运动系统问题： 肌腱，肌肉，关节强直，
风湿，脊椎痛
肿瘤疾病：治疗后的肿瘤疾病恢复

自然疗法的来源
泉水：14个弱酸性碳酸泉和一个硫磺泉。
这些矿泉中含有钠，钙，镁，氯，铁，碳
酸，溴，碘等元素。最著名的泉有：Vin-
centka, Aloiska,Ottovka, Dr. Šťastného.

治疗方法
温泉和现代康复方法结合（ 喝泉水治疗，
吸入剂，矿物床，泥浆敷体，按摩，水疗，
电疗，特殊疗法，运动疗法，医用饮料）。

卢哈乔维采水疗护理服务
示例

综合水疗
15 天/14晚

・ 14天的住宿和三餐 
・ 初步医疗检查与治疗计划 
・ 在第二周进行体检（每周1次） 
・ 不间断的医疗
・ 务
・ 每周最多有18个方法来改善身体状况 -
按照医生的建议 

・ 保证有效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 
・ 降低进入温泉池的费用 
・ 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

呼吸道的温泉水疗
15 天/14晚

・ 14天的住宿和三餐 
・ 初步医疗检查与治疗计划 
・ 根据医生的处方确定42步治疗步骤（14
步大步骤和28步的小步骤，例如天然的
碳酸浴，天然治疗泉水的吸入疗法，药
品或精油疗法，泥炭按摩和胸椎，正确
呼吸方法的单独训练，泉水池或健身房
的集体训练，经典局部按摩，泡泡浴，
苏格兰淋浴等） 

・ 温泉池免费 
・ 饮用矿物质水
・ 5次实验室检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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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拉格婚礼之旅
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和捷克的许多其他城
市是非常流行的举办婚礼或度蜜月的地方。
捷克充满美丽而浪漫的景点，迷人的庄园
酒店，有大花园的城堡等等，在这些地方
你都可以庆祝你的婚礼。在布拉格当地，
你也会发现很多的精彩景点，美丽的花园
和公园，古老的庆典礼堂，适用于华丽婚
礼的城堡后花园或是一个简单浪漫庆祝仪
式。每个人都会在这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举办婚礼的地方。
如果您决定在捷克度过这段甜蜜的时光，
你一定不会后悔。布拉格已经被许多来自
欧洲，以色列，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
的夫妇选为结婚或度蜜月地方了，最近来
自中国的未婚夫妇或新婚夫妻的数量也开
始增多了。
一个壮观而令人难忘的婚礼仪式应当包括
坐在马车里游览，应当包括给婚礼嘉宾的
准备的丰富项目，例如温泉和水疗护理，
还应当有在美丽的殿堂举办的晚宴。您所
有的期望我们都能满足。
如果您希望在婚礼前游览欧洲，我们也很
高兴为您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并为您提供全
程摄影服务。我们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旅行中的纪念图片和视频的意义往
往超过实际的形式，因为旅途的回忆可以
连同那些照片永远保留下来。
我们强烈建议您把布拉格和捷克作为旅行
的目的地，作为承诺永恒爱对方的地方。
下面是一些关于住宿方案，路线和推荐景
点的小建议。

庄园酒店 ****, Zbiroh酒店
这家酒店位于风景如画的Křivoklát树林，从
布拉格开车只需20分钟。它坐落在一个历
史悠久的城堡，捷克历史中提到这座城堡
在12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在过去几个世纪
中，城堡被改造成现在的新文艺复兴风格
城堡。它之前的主人都是国王或者皇帝。
酒店拥有53间客房 - 从最基本的20平方米的
客房到特大号的110平方米的客房应有尽有，
酒店有很多沙龙和礼堂（大型新文艺复兴
风格阿尔丰斯慕夏礼堂），还有一个哥特
式教堂和酒窖。
城堡还有一个小型健身中心和一个可以从
事户外运动的60公顷的英式花园。 
酒店的口号是：“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
能的”，所以快来这里体验别人体验不到
的婚礼庆典吧！

普普酒店 ***** 卡罗维发利
普普酒店是捷克最知名的酒店之一，它的
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到1701年。在18世纪，
普普家族成为这个宏伟的建筑物的拥有人
后，于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
该酒店因为高超的烹饪水平而出名。普普
餐厅，普普咖啡屋，宴会厅，Malá Dvorana
俱乐部，贝歇尔酒吧和坐落在高尔夫球场
的美食厅都可以为您烹饪美味的佳肴。
普普的皇家温泉总面积为1300平方米。建筑
物的下部设有一间桑拿浴室，蒸汽浴室，冰
喷泉，按摩淋浴和一个休闲室。再往上一层
还有一个游泳池，娱乐码头和放松池，当然
还有必不可少的现代化的健身中心。
在每年一度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期间，
几乎所有来参加的好莱坞明星都会住在这
家酒店。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都来这体验
历史氛围浓厚的奢华酒店，并希望在这里
的皇家水疗套房住一晚。这里的皇家水疗
套房配有私人桑拿，按摩浴缸，干按摩浴
缸和按摩床。

庄园酒店&婚礼地点

www.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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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与蜜月地点

玫瑰酒店 ****, 捷克克鲁姆洛夫
捷克克鲁姆洛夫的玫瑰酒店是捷克最有魅
力的精品酒店之一。玫瑰酒店位于公元16
世纪时的耶稣会旧址。此处独具历史特色，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
产。对于追求舒适浪漫气氛和专业服务的
爱侣来说，玫瑰酒店是不二选择。
七十间客房的设计全部兼顾了舒适与精致。
拱门，天花板，别具一格的壁画及其他画
作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酒店有标准客房，
豪华客房及套房供住客选择，餐厅和夏季
露台供应多种捷克当地美味。酒店内设有
包含多个会议室的会议中心，另有康乐中
心，环境独特，提供多种服务，并配有泳
池、桑拿房等设施。

婚礼蜜月摄影之旅
旅行社精心设计了一条路线，覆盖了捷克
最美丽最浪漫的地方，并提供专业的化妆、
摄影及形象设计服务。本次行程中拍摄的
图片将成为与您相伴一生的美好回忆！
第一天– 布拉格
您将在下午至傍晚抵达布拉格并入住酒店。
晚饭过后导游带您领略布拉格美丽的夜景，
或带您欣赏一场古典音乐会，亦可与您同游
不可错过的魔幻剧场 (Laterna Magika) 剧院。
第二天 – 布拉格 –拍摄日 
今天我们将与您徒步抵达一间婚礼造型工
作室，请专业发型师及化妆师为您造型，
之后我们将带您去摄影棚拍摄专业婚纱照。
我们将提供一辆车作为代步工具，六小时
的拍摄时间里摄影师将带您走遍布拉格并
在旧城广场、查尔斯桥、布拉格城堡花园
等美丽的景点为您拍摄照片。
忙碌的拍摄之后，这一天将在一顿双人烛
光晚餐中圆满结束。
第三天 – 游览布拉格
为了防止昨天天气突然变坏，会影响照片
的拍摄，今天我们有可能继续去拍摄照片。
早晨的行程由您来决定。下午您将在导游
的带领下游览3个独家景点，在电视塔露台
上的Oblaca餐厅，在布拉格最高建筑的27
层的光环餐厅，在老城广场王子酒店的特
拉莎餐厅。我们会为您预约您觉得最适合
您的餐厅做为晚餐的地点。
第四天布拉格 - 卡罗维发利 
早餐后我们将带您到卡罗维发利－全球范
围内知名的温泉城市。到达后，我们将带
您游览这个城市最美丽，参观人数最多的

景点 – 有温泉水喷涌的柱廊。在普普大酒
店住下后，你将有空闲时间在当地的精品
店购物或享受城市的浪漫氛围。在下午晚
些时候，您将在酒店的餐厅享用一个浪漫
的晚餐，晚上还有酒店的水疗健康护理服
务。
第五天 - 玛丽亚温泉市 - 比尔森 - ZBIROH
今天，你将游览另一个知名的温泉城市－
玛丽亚，它以其惊人的艺术风格的柱廊和
建筑物而出名。捷克另一个出名的事情是
它的啤酒 - 顶级品牌是比尔森啤酒。下一
站就是啤酒城比尔森市，参观它们著名的
酿酒厂。今天的最后一站是Zbiroh城堡酒
店，在那里你会有一个灿烂的夜晚，享受
健康护理，品酒，并享用城堡酒店为您单
独做的浪漫晚餐。
第六天 - 克鲁姆洛夫 
今天要参观的是历史文化名城捷克克鲁姆
洛夫。在玫瑰酒店住下后，导游将告诉你
这个城市的各个美丽的景点。若您感兴趣，
我们可以为您安排一个伏尔塔瓦河的短程
漂流（在夏季）。晚餐也安排在这个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城市。
第七天 - 赫卢博卡城堡 - 布拉格 
在回到布拉格的路上，你会区参观赫卢博
卡城堡，它是捷克参观人数最多的城堡。
它会美的让你忘记了呼吸，城堡和周围的
公园看起来就像一个童话。下午你会继续
你的旅程，回布拉格，尽情享受这个城市
的美景吧！
第八天 - 布拉格 – 返程
在您离开之前我们会向你赠送告别的礼物 -
充满了你们照片的书还有我们为你做的视
频。

Leipzig  

慕尼黑 维也纳
布拉迪斯拉发

布拉格

Plzeň

Český 
Krumlov

Hluboká

Zbiroh

Karlovy Vary

Mariánské 
Lázně 捷克

德国

波兰

奥地利

斯洛

www.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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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斯顿
德累斯顿在长达数个世纪中都是撒克逊国王的
住址，历代国王们把这座城市变得充满文化气
息，处处有艺术气息，因此，德累斯顿被称为
德国的珠宝箱。二战期间，英美联军的轰炸摧
毁了城市中心，这一举动因此饱受争议。战后，
修复行动大范围展开，恢复了具有历史气息的
内城，包括了天主教堂（Catholic Court-
Church） 、森帕歌剧院（ the Semper
Opera, ）、德累斯顿圣母教堂（Dresdner
Church of Our Lady）。现在，德累斯顿每年
都有很多的访客，人们被它的艺术气息着迷：
华美的建筑和艺术珍品，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
馆，同样，这里还有享誉世界的管弦乐队和和
声团。

柏林
1991年德国统一后，柏林成为了共和国的
首都，拥有三百三十多万的居民，成为了
欧盟第二大城市。回溯最早的记载，早在
13世纪，柏林就已经成为了三代王朝的首
都，它们是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和第
三帝国。在上世纪20年代，柏林成为世界
第三大都市。二战后，柏林被分为东柏林
——东德的首都，以及西柏林——德国共
和国的一个联邦州。并且，西柏林被柏林
墙包围，成了一片孤土。1989年，经历了
几周的动荡，东西柏林的边界被彻底摧毁
了，这一天是十一月九日。 
勃兰登堡门是之前城市的大门，在十八世
纪被重建成为一座具有新古典气息的凯旋
门，现在是德国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之一。
国会大厦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厦，它
于1984年启用，到1933年它在火灾中被严
重摧毁，这之间它一直是帝国的国会大厦。
二战后，大厦停止使用，直到1990年10月3
日德国重新合并。享誉世界的建筑家诺曼
佛斯特开始对国会大厦进行重建。1999年，
完成重建后，国会大厦成为了国会的开会
地点。
柏林墙是东德于1961年8月13号建立的屏障，
这条屏障彻底把西柏林包围在了东德和东
柏林的范围之内。1990年，经历了东德激
烈的政治动荡后，柏林墙被摧毁了。柏林
墙的摧毁为德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查理
关卡（Checkpoint Charlie）是最著名的景
点，也是冷战的标志。被认为是东西方隔
绝分裂的标志。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期间，
苏维埃和美国的坦克曾在这里短暂的相遇。
波茨坦广场是一个著名的公共广场，也是
柏林市中心的交通枢纽。它以西南方25公
里的波茨坦城命名，把从波茨坦到波茨坦
大门的柏林墙之间的的路标识了出来。经
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波茨坦广场成为了
欧洲最繁忙的交通枢纽。
电视塔是德国境内最高的建筑，有368米高。
在晴天，即使于42公里外，人们依然可以
清晰看到它。在塔中部，有一个游客广场
和旋转餐厅。
柏林动物园是柏林两个动物园中的一个。
它占地面积达35公顷，被认为是最具有多
样性的动物园（超过17000只动物，1600个
种类）。水族馆有三层，里面有鱼类、爬
行类、两栖类以及无脊椎动物诸如昆虫。
动物园是柏林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于每
个孩子都是一次难以遗忘的大冒险。

欧洲公园
它是德国最大的主题公园，也是欧洲第二
出名的主题公园，仅次于巴黎的迪士尼乐
园。欧洲公园坐落于德国西南方的鲁斯特，
在法国的边境。公园有十一辆过山车（最
古老的一辆曾是运送钻矿的车。最新的一
辆名为沃丹，是一辆木制的过山车），每
一个欧洲公园的景点都有很高的容客量，
大约每天可容纳最多五万名客人，每年则
可接客百万。

法兰克福
众多标志性的摩天大楼让法兰克福成为了
德国的曼哈顿，也让法兰克福成为了德国
最具有国际性的大都市。作为欧洲中央银
行的家，法兰克福是欧洲大陆最大的金融
中心，也是世界金融中心的领先者。因为
它位于德国中部，法兰克福也成为了航空、
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虽然如此，你仍
然可以在这里找到历史的足迹，因为法兰
克福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是歌德
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城市。一旦你看到美丽
的中世纪罗马式广场，你会忘记你处在一
个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简而言之，法兰
克福是商业、文化、教育和旅游之城。

乐高乐园
乐高乐园共有六个，分布于全世界，是乐
高玩具的主题乐园。每一个公园都有一个
著名的地标性建筑，由乐高积木构造。德
国的乐高乐园于2002年开放，坐落于德国
南部，占地面积43公顷。有趣的乐园由巨
大的过山车和其他乐园组成，这些乐园可
以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儿童，甚至是低龄儿
童。其中，乐高骑士王国、乐高城市、迷
你乐园、冒险乐园、海盗乐园以及其他的
乐园，都是最著名的景点。因此每年有上
百万的家庭会在德国的乐高乐园度过快乐
的一天。

慕尼黑
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最大的城市，自
1605年以来就是该州首府，也是德国第三
大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158年。
1506年巴伐利亚再次联合后，慕尼黑变成
了众多政客和艺术家的故乡，德国革新派
的中心。当皇家啤酒厂于1589年建立后，
这里也成为了有历史的酿酒厂中心。1972
年，慕尼黑成为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现在
有许多人知道这座城市，因为它的著名足
球队——拜仁慕尼黑。
圣母大教堂圣母大教堂是十五世纪建造的
天主教堂，位于慕尼黑大主教管区，有大
主教的御座。它是地标性建筑，被认作是
巴伐利亚首都的标志。这座庞大的哥特式
教堂有109米长，40米宽，用了整整20年去
建造。
新市政厅新市政厅是慕尼黑玛丽亚广场北
部的市政厅，于1867年至1908年建造。它
容纳了城市法院、办公室、市长办公室以
及部分管理机构。这座独一无二的哥特复
兴风格的建筑有400间房间，占地面积达
9159平方米。第一层容纳了面朝玛丽亚大
广场的大包厢，曾用于节日庆祝，诸如足
球夺冠或是圣诞市场期间的音乐会，主塔
有85米高，游客可以进入。
皇家酿酒厂于1589由巴伐利亚公爵建立。
在他400年的历史中，这里曾被莫扎特和肯
尼迪访问过。这里的啤酒是一个浓郁，味
苦，6,3％酒精度的啤酒，非常符合巴伐利
亚美食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巴伐利亚啤
酒是著名的慕尼黑啤酒节—世界上最大的
啤酒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各地每
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客人参加啤酒节。

巴伐利亚电影城它是欧洲最大的电影制作
公司，拥有几乎一百年的悠久历史。他们
坐落于难忘的福尔克龙上（童话电影《永
无止境的故事》的拍摄道具）。有更多的
电影，尤其是成功的德国电视连续剧，现
在仍然在这里拍摄。除了特技的表演，特
效的介绍，4D影院的动感之旅之外，这里
还有更多令人兴奋的娱乐设施。这可不只
是适合孩子，而是适合整个家庭。
安联球场可容纳超过70,000名球迷，是德甲
球队拜仁慕尼黑的主场，当然也是欧洲足
球场最壮观的一个主场。众所周知，其外
观由充气类氟塑料板构成，这使得它成为
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变色的体育场。在2005
年它建立后，安联球场很快变成了德国人
的最喜欢的运动场地，并成为该国十大旅
游景点。
名人堂自2012年以来，名人堂成为了安联
球场的一部分，并成为慕尼黑的主要景点
之一，一个所有足球迷必须去看的地方。
在超过3000平方米面积里，德甲联赛的纪
录保持者拜仁慕尼黑建立了一个博物馆，
以展示足球俱乐部112年的成功历史。游客
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自由参观，欣赏所有的
冠军杯和沙盘，顶级赛事的老门票，传说
中的足球运动运动服和“头号球星”的足
球靴等超过2,600件展品。
宝马世界宝马世界是慕尼黑的一个多功能客
户体验和展览厅，坐落在宝马在奥林匹亚公
园的总部。它的目的是展示宝马之前和现在
的产品，是宝马车的集散地，还有一个活动
论坛和会议中心。游客可以在宝马博物馆内
欣赏125辆最有价值和最有吸引力的汽车和
摩托车，宝马工厂展示了整个组建汽车的过
程，而宝马之旅则向游客呈现迷人的历史和
建筑结构，以及解释宝马物流——如何把汽
车供应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宝马世界
不仅是一个吸引眼球的景点，它也是一个你
可以学习汽车行业信息的地方。

新天鹅堡城堡
新天鹅堡城堡是一个19世纪的罗马式宫殿，
建在坚固的小山上，面对旧天鹅村。这座
宫殿是由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委托建
造的，作为向理查德・瓦格纳致敬的礼物。
路德维希以他的个人财富支付了宫殿的建
造，他大量借贷，这也导致了他的破产。
由于他即使负债但仍坚持建造，他被宣布
为无行为能力而无法监禁，直到他神秘的
死亡。在他1886年去世后，城堡立即向公
众开放。此后超过60万人次参观了新天鹅
堡。宫殿在几部电影中均有出现，迪斯尼
乐园的睡美人城堡也是受这座城堡的启发
而建立的。

楚格峰
楚格峰是喀斯特地貌高原以及三个德国最
大冰川的一部分。凭借其2962米的海拔，
楚格峰成为了德国最高的山峰，它位于德
国和奥地利的边境。三辆缆车可以运行到
最高峰，但因为这里特殊的情况，人们建
造了齿轨铁路，即巴伐利亚楚格峰铁路。
该路线运行于该山的北翼内，结束于楚格
峰--普拉特，从那里，乘客可以乘坐第二个
缆车到达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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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次看到你的孩子露出真正灿烂的笑容
是在什么时候？你上次看到你的孩子很开
心，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烦恼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他或她是否应当体验下真正的快乐
和娱乐？在一整年里，他们都坐在同一间
教室，从早上学到晚上，做作业，上补习
班。他们只是个孩子，但却没有时间获得
真正的身心休息。终于到了假期了，你的孩
子一定希望有和普通假期不一样的经历，他
们想体验新的，特别的，冒险的事情。如果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么您会对我们
能提供的东西非常感兴趣！

快来游览中欧，让您的孩子享受他/她一生
中最好的假期吧！这份旅行计划是我们为
年轻的他们特意设计的，我们将会向他们
展示中欧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并通过游览
那些专门为孩子们设立的景点而让他们沉
溺在无尽的快乐之中。让他们沉浸到幻想
的天堂，让他们拥有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
！每个中欧国家都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独
特的游乐项目 - 主题公园，动物园，互动
科学中心，在那里新鲜的空气和娱乐结合
在一起，孩子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在旅途中
他们还学到了很多知识。欢迎来到孩子们
的天堂，欢迎来中欧！

旅程目的地：维也纳（奥
地利），布拉格（捷克）
，慕尼黑，乐高乐园，卡
尔斯鲁厄，欧洲公园，法
兰克福（德国）

8天/ 7晚
第一天-维也纳（奥地利） 
您抵达维也纳后，我们将会在机场接您，
带您到酒店并在那里晚餐。
第二天－维也纳 - 游山玩水 
早餐后，您将开始参观维也纳的主要景点，
例如史蒂芬圆顶楼和市政厅。午餐休息结
束后，您将继续参观法院城堡（霍夫堡）
的访问和利皮札种西班牙骑术学校。晚餐
后，您将去普拉特区游玩几个滚轴过山车
和著名的大型摩天轮。夜宿维也纳。
第三天 - 维也纳 - 布拉格（捷克） 
早餐后退房，您将从维也纳到捷克的首都
布拉格。到达布拉格后，下午参观布拉格
城堡，游览城堡内部的玩具博物馆，然后
穿过查理大桥到达旧城区及著名的老城广
场。 
晚餐和住宿在布拉格。
第四天 - 布拉格 - 慕尼黑（德国） 
早餐后退房，您将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
您可以选择散步或者在一些顶级购物区购
物，比如巴黎大街，布拉格香街等等。下
午，您将乘车去德国，到达巴伐利亚州的
首府 - 慕尼黑。
晚餐和住宿在慕尼黑。
第五天 - 慕尼黑 - 巴伐利亚电影制片厂 
早餐后，您将会迎来这趟旅游的亮点之一，
参观巴伐利亚电影制片厂。下午，您将回
慕尼黑市中心游览圣母大教堂和主广场的
新市政厅。
晚餐和住宿在慕尼黑。
第六天 - 乐高乐园 - 卡尔斯鲁厄 
早餐后退房，您将继续您的旅程。往西115
公里到达另一个儿童乐园 - 乐高乐园。 你
肯定不需要任何建议来教您如何与您的孩
子在乐高乐园享受快乐。在好玩的乐高乐
园后，我们将去卡尔斯鲁厄小镇。并在那
里吃晚饭和住宿。
第七天 - 欧洲公园 - 法兰克福 
早餐后，今天全天都会在欧洲公园里，这
是在欧洲最著名的娱乐公园之一，在这里
你和你的孩子可以享受所有的景点。 
晚餐和住宿会为您安排在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
第 天 - 法兰克福 - 游山玩水 
早餐后退房，我们将会游览法兰克福，参
观著名的罗马广场和帝国大教堂，最后你
将被送往机场准离港。

旅程目的地：柏林（德国
），利贝雷茨，布拉格（
捷克），卡尔斯鲁厄，欧
洲公园，乐高乐园，慕尼

黑（德国）
10天/9晚

第一天 - 柏林（德国） 
您抵达柏林后，我们将会去机场接您，并
送到酒店，在那里为您安排晚餐。
第二天 - 柏林 - 观光旅游 
早餐后，导游带您游览柏林，并参观勃兰
登堡门和电视塔等著名景点。午休后，您
将参观建筑学的杰作一波茨坦广场，并有
自由活动的时间在著名的菩提树购物街购
物。 
晚餐在一个知名的柏林酒吧，夜宿柏林。
第三天 - 柏林 - 利贝雷茨（捷克）
早餐后退房，离开柏林之前，您将参观柏
林动物园和水族馆。午休后，你会到达离
柏林330公里远利的贝雷茨小镇。
晚餐和住宿在利贝雷茨。
第四天 - 利贝雷茨 - 布拉格 
早餐后退房，你将迎来此行的亮点之一，
智力乐园。午休后，你将前往布拉格（距
离110公里），你将游览布拉格的动物园，
植物园，天文馆或者雪橇赛道，具体行程
取决于您和您的孩子的选择。 
晚餐和住宿将在布拉格。
第五天 - 布拉格 
早餐后，您将由导游带您步行游览布拉格，
参观主要景点：布拉格城堡和他的内部的
玩具博物馆，然后是是著名的查理大桥和
老城广场。午休后，您将有自由活动时间，
您可以选择在市区散步，或在布拉格著名
的购物中心购物。在晚上，您将参观布拉
格的黑色剧院。 
晚餐和住宿在布拉格。
第六天 - 卡尔施泰因 - 卡尔斯鲁厄（德国） 
早餐后退房，您将出发去德国。从布拉格
出发后约50公里，您将参观历史悠久的卡
尔施泰因城堡，然后你将继续前往卡尔斯
鲁厄小镇，距离约500公里。
晚餐和住宿在卡尔斯鲁厄。
第七天 – 欧洲公园 
早餐后，您将游览欧洲公园，这个游乐园有
大量的旅游景点，您和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
这里的。晚上，您将回到卡尔斯鲁厄。
晚餐和住宿在卡尔斯鲁厄。
第八天 - 乐高乐园 
早餐后退房，我们将会去乐高乐园，这是
这趟旅程的另一个亮点。晚上我们将前往
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
晚餐和住宿将在慕尼黑。
第九天 - 慕尼黑 - 巴伐利亚电影城
早餐后，我们将参观巴伐利亚电影城，下
午在慕尼黑的游览包括，玩具博物馆，圣
母大教堂和主广场的新市政厅。
晚餐在慕尼黑的酒吧，做为这趟旅行的终
点。夜宿慕尼黑。
第十天 - 慕尼黑 – 返程
早餐后退房，您将被送到慕尼黑机场。

柏林

华沙

Krakow

布达佩斯

慕尼黑

维也纳
Zurich  

布拉迪斯拉发

Lyon

Brussels  

法兰克福
布拉格

Strasbourg

Europa-Park Legoland

Karlsruhe

德国 波兰

捷克

奥地利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柏林 Poznan  

华沙

Krak

布达佩斯

慕尼黑

维也纳
Zurich  

布拉迪斯拉发

The Hague  

Brussels  

Amsterdam  

布拉格

Strasbourg

Europa-Park
Legoland

Karlsruhe

Liberec

Karlštejn

德国

捷克

波兰

奥地利

斯洛伐克

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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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斯布鲁克
从1429年以来，因斯布鲁克就是阿尔卑斯山
的首府，在这里举办了1964年和1976年的冬
季奥运会。这是一座有很多面的城市，它结
合了历史上著名帝国的特色 - 哥特式，文艺
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和当代设计风格都
在这个城市有体现。由于只有120,000居民
，在巨大的阿尔卑斯山之间，它又保留了浪
漫小镇的气氛。这里的历史地标有，黄金屋
顶，有壮观铜像的法院，皇宫和Ambras城
堡，这些地都让人想起哈布斯堡帝国昔日的
伟大。毫无疑问因斯布鲁克属于欧洲最著名
的冬季运动中心之一，因此在冬季它是一个
气氛年轻活泼的城市。

萨尔茨保
萨尔茨堡是奥地利第四大城市，也是萨尔
茨堡联邦州的首府。其直译的意思是“盐
堡”，指的是在城市的山谷上的和南部山
区上的这些“白色黄金”。城市的中心被
叫做叫老城区，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可以很容易地徒步
游览。萨尔茨堡最有名的，是18世纪作曲
家莫扎特和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音乐剧“
音乐之声”，它使人听了之后心里涌上一
股暖流。 因此，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都
知道这个地方。

维也纳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也是奥地利最大
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奥匈帝国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分裂之前）它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讲德语的城市。维也纳被称作“音乐
之城”，在二十世纪初，做为欧洲音乐中
心，它对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的流行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早期的凯尔特人和罗
马人迁徙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一个巴洛
克式的城市，并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
也纳的中心有丰富的建筑群，其中包括巴
洛克式的城堡和花园，以及19世纪后期的
环城公路两旁的建筑，纪念碑和公园。

圣斯蒂芬大教堂是维也纳的罗马天主教和
维也纳大主教的教堂。现在的这个罗马式
和哥特式大教堂，是由公爵鲁道夫四世建
立的（1339年至1365年），凭借其多种颜
色的瓦屋顶，成为这个城市最知名的
志之一。教堂由大理石建造，长107米，宽
40米，最高点高136米。几个世纪以来，烟
尘积累和其他形式的空气污染已经使它的
主色调为黑色，但建筑原本是白色的。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其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
中叶。它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它在1869
年5月25日开幕，开幕的首演是唐璜，莫扎
特 。几十年来，它一直是维也纳歌剧院舞
会的场地。这是国际知名的演出，每年二
月都有一次。出席者通常包括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还有商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
维也纳市政厅，它建造于1872，并在1883
年开始作为维也纳市长和市议会的办公地
点。市政厅也可以为州长和维也纳州议会
这些团体服务。市政厅和它前面的广场在
圣诞节期间是最美丽的，那里会有一个大
圣诞市场。
美泉宫以前曾是皇宫，有1441间洛可可式
的住宅。是奥地利最重要的文化古迹，自
1960年以来它一直是奥地利的主要旅游景
点之一。宫殿及其周围的花园一直是各种
电影的拍摄场地，比如苏菲雅罗兰的A
Breath of Scandal以及007。作为一个巴洛克
建筑的标志，在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把美泉宫及其花园列为世界遗产录。

西班牙骑术学校是一个传统的利比扎马马术
学校，他们采用独特的训练马匹方法 - 他们
逐个学习和培养马自然的动作。这使得骑手
和马匹之间形成一种难以置信的和谐。骑马
学校于1572年成立于Josefsplatz广场的木制
竞技场。1729年，查理六世把它搬进了法院
城堡（霍夫堡）。他在那里建立了著名的白
色骑马大厅，并一直沿用到今天。如今，这
里的公众表演和允许公众观看的一些培训课
程也是维也纳的主要景点之一。
普拉特是维也纳的一个大型公园，公园里
到处都是自行车小路，野餐草地和喷泉。
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小游乐园，里
面有动感刺激的的过山车，幽灵列车和为
儿童设计的各种景点。这里最著名的是摩
天轮，它可以带越过高耸的树木，你可以
享受美丽的维也纳景观。公园里刺激，传
统和迷人的维也纳景色的完美结合使你感
受到生活的乐趣 - 无论是花费数小时与您
的家人在这里娱乐或与朋友吃饭，你将在
这里享受到无尽的乐趣。

瓦腾斯 
1895年，丹尼尔・施华洛世奇在奥地利的
小镇瓦腾斯建立了施华洛世奇，施华洛世
奇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精确切割
水晶制造商，它仍然是一个家族经营的企
业。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是由艺术家安德
烈・海勒创造的一个建筑学的杰作。他设
计了14间奇妙的房间，全部以水晶为材料，
这些房间的设计灵感也来源于水晶。这给
游客带来了独特体验。在展览结束后，您
可以购买施华洛世奇整个系列的产品。从
著名的和独特的施华洛世奇首饰及配饰，
到备受宠爱的水晶摆设及家居装饰，一切
应有尽有。在terra咖啡馆，你可以享用各
国的时令美味佳肴。周围还有很多美丽的
景色。巨人头周围有一个宽敞的公园，那
里有充满惊喜的景色值得你游览。
晚餐和住宿在因斯布鲁克。

Zagreb  

Salzburg 维也纳
布

布拉格

an  
Ljubljana  

Innsbruck
Wattens

捷克

奥地利 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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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电视上观看拜仁慕尼黑的足球比赛
时，你曾经幻想过多少次现实中的安联球
场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你是否很想看看
拜仁慕尼黑所有奖杯的展览？毫无疑问你
一定听说过著名的巴伐利亚啤酒节，但并
没有很多人用1升的玻璃杯品尝过的这儿的
宫廷啤酒。现在我们为您提供一个可以达
成这一切愿望的机会，达成梦想的同时也
可以探索许多不同的景点，每一个景点都
会使您心跳加速。
看一看宝马的故乡，探索一下在迷人的建筑
物后这个世界顶级汽车品牌的故事。参观历
史悠久的旧酿酒厂并增加您对啤酒酿造的知
识的了解。探索欧洲中部城市的主要景点的
同时，还可以在著名的购物区为您的家人和
朋友买一些纪念品。来中欧游览，唤醒你身
体中隐藏已久的孩子的那一部分！

行程目的地：柏林，慕尼
黑，加米施 - 帕滕基兴（德
国），因斯布鲁克，维也

纳（奥地利）
10天9晚

第一天 - 柏林（德国） 
您的旅程将从德国的首都柏林开始，在这
里您可以探索汽车，啤酒和足球的一切。
我们将从机场接您，并送到柏林的酒店，
并在这里享用晚餐和住宿。
第二天 - 柏林 - 观光旅游 
早餐后，您将在游山玩水的同时熟悉柏林，
柏林的主要景点有，勃兰登堡门和国会大
厦圆顶楼。在当地的特色餐馆享用午餐后，
您将在下午继续您的柏林之旅。游览柏林
墙和查理检查站还有波茨坦广场，在这里
您有自由活动时间去购物。晚餐和住宿在
柏林。
第三天 - 柏林 - 慕尼黑 
早餐后退房，您将参观柏林电视塔，午餐
后，我们将去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
晚餐和住宿在慕尼黑。
第四天 - 慕尼黑 ＆ 啤酒 
早餐后，导游会带您去圣母大教堂和新市政
厅的主广场。午休后，您将有自由时间用于
散步或购物。晚上，您将参观世界上最著名
的酿酒厂 - 慕尼黑的皇家啤酒厂（宫廷啤酒
屋），在并那里享用晚餐。夜宿慕尼黑。
第五天 - 慕尼黑 & 拜仁慕尼黑足球队 
今天是属于拜仁的一天！早餐后，您将被
送到安联球场，并参观球场和拜仁慕尼黑
的名人堂。如果恰好是拜仁慕尼黑的公开
训练日，你还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足球明星
并在训练后得到签名！午休后，下一站是
巴伐利亚电影制片厂，那里也是男人的天
堂！晚餐和住宿在慕尼黑。

第六天 - 慕尼黑 - 宝马世界 & 加米施 - 帕
滕基 
早餐后退房，你可以期待此次旅游的亮点
之一了，那就是参观宝马公司。 
在午休和慕尼黑市中心的短暂自由活动之
后，您将去巴伐利亚州南部的世界知名的
山地运动中心加米施 - 帕滕基兴运动中心。
晚餐和住宿在加米施 - 帕滕基运动中心。
第七天 - 楚格峰 - 因斯布鲁克（奥地利） 
早餐后退房，您将去历史悠久的火车站坐
火车，坐19公里的火车到德国最高峰的顶
端 - 楚格峰，海拔2962米。安排在山顶餐厅
的午餐相信您肯定会喜欢。回到山谷的路
上您将看到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然后就
是我们的下一站了，奥地利著名的冬季奥
运中心 - 因斯布鲁克。晚餐和住宿在因斯布
鲁克。
第八天因斯布鲁克 - 维也纳 
早餐后退房，您将参观历史悠久的冬季运
动中心，参观时一定不要忘记注意它那著
名的金字屋顶，然后在著名的奥运场地滑雪。
午休后，你将去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晚餐和住宿在维也纳。
第九天 - 维也纳 - 观光旅游 
早餐后，今天全天您都在维也纳游览，你
会看到的主要景点有，史蒂芬圆顶教堂和
市政厅。午休后，你将参观法院城堡（霍
夫堡）和普拉特（大型摩天轮）。剩余的
空闲时间你可以选择散步或购物。 
晚上，您将在维也纳的特色餐厅享用象盘
子一样大的维也纳牛排。夜宿维也纳。
第十天 - 维也纳 
早餐后，我们将送您到机场，您可以继续
您的旅程，或者乘机回家。

旅程目的地：柏林，慕尼黑
（德国），布拉格（捷克），
维也纳（奥地利），布拉迪
斯拉发（斯洛伐克），布达

佩斯（匈牙利）
12天/11晚

第一天 - 柏林（德国） 
欢迎您来到欧洲，欢迎您来到柏林！我们
会在机场接您，将您送到酒店，并在酒店
享用晚餐和住宿。
第二天 - 柏林 - 观光旅游 
早餐后，您将在游山玩水的同时熟悉柏林这
座城市，柏林的主要景点有，勃兰登堡门，
国会大厦和著名的菩提树大街。午餐后，您
将游览柏林墙和那里的查理检查站，波茨坦
广场，在广场您有自由时间可以购物。晚餐
和住宿在柏林。
第三天 - 柏林 - 慕尼黑 
早餐后，退房，您将游览柏林电视塔。午
饭后，乘车前往600公里外的巴伐利亚的首
府慕尼黑。 
晚餐和住宿在慕尼黑。
第四天 - 慕尼黑＆啤酒 
早餐后，您将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圣母大教
堂和新市政厅的主广场。午休后，您将有自
由的时间用于散步或购物。 晚上，您将参
观世界上最著名的酿酒厂 –慕尼黑皇家啤

酒厂（宫廷啤酒屋），并在这里享用您的晚
餐和著名的宫廷啤酒。夜宿慕尼黑。

第五天 - 慕尼黑 - 足球 
今天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一天！早餐后，
您将去安联球场，并参观球场和拜仁慕尼
黑名人堂。如果当天恰好是拜仁慕尼黑的
公开训练日，您将有机会去近距离看看这
些足球明星并很有可能在训练后得到一个
签名！午休后，您将参观科技博物馆，这
里的高科技互动展品一定会吸引您的眼球。
晚餐和住宿慕尼黑。

第六天 - 慕尼黑 – 宝马世界 & 比尔森 &
布拉格（捷克） 
早餐后退房，您将参观世界著名的宝马公
司。午休后，您将前往捷克，并在那里参
观世界著名的比尔森啤酒厂，最终会到达
布拉这。晚餐有无限畅饮的啤酒和布拉格
的民俗节目。夜宿布拉格。

第七天 - 布拉格 & 啤酒 & 伏尔塔瓦河 
早餐后，你将游览美丽的布拉格中最美丽
的景点。您将参观布拉格城堡，查理大桥，
老城等等。午餐将在当地特色的啤酒吧享
用。然后你会被带到布拉格的斯达诺拉曼
啤酒厂，并在这里游览并免费品尝啤酒。
下午剩余的时间你可以自由支配，散步或
购物都可以。 

晚餐在伏尔塔瓦河的游船上进行。夜宿布
拉格。

第八天 –摩拉维亚 - 洞穴＆酒 - 维也纳
（奥地利） 
早餐后退房，您将离开布拉格前往捷克东
部地区参观石灰岩溶洞，在那里你将乘坐
地下河的游船来游览。午休后，您将去往
酒厂并参加品酒会来品尝最经典的酒窖产
出的酒。 晚上将驱车赶往奥地利的首都维
也纳。

晚餐和住宿在维也纳。

第九天 - 维也纳 - 观光旅游 
早餐后，今天全天都在在维也纳游览，今
天的主要景点是，史蒂芬圆顶教堂和市政
厅。 午休后，你将参观法院城堡（霍夫堡）
和普拉特（大型摩天轮）。余下的空闲时
间你可以选择散步或购物。晚上，您将会
在维也纳的特色餐厅品尝象盘子一样大的
维也纳牛排。夜宿维也纳。

第十天 - 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 布
达佩斯（匈牙利） 
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和布达佩斯这三个
首都城市是由多瑙河连接的。早餐后退房，
您将沿着维也纳河前往斯洛伐克的首都布
拉迪斯拉发，在这里短暂的游览之后，将
继续前往匈牙利的首都布拉佩斯。 

民俗晚餐和住宿都在布达佩斯。

第十一天 - 布达佩斯 – 温泉之城 
早餐后，您将游览布达佩斯的主要景点，
城堡山，链桥和议会大厦。今天的午餐安
排在有很多特色的匈牙利美食和菜肴的餐
馆市场。午餐后，您将乘坐欧洲第二古老
的地铁去享受温泉。晚上，您将在多瑙河
的游船上享受告别晚宴。

第十二天 - 布达佩斯 
早餐后，我们将送您去机场，您也可以到
欧洲的其他地方游览。

Poznan  

华沙

Krakow  

Zagreb  

布达佩斯

慕尼黑

h  

布拉迪斯拉发

布拉格

Milan  
Ljubljana  

Plzeň

Caves 
Punkevní

柏林

维也纳
Garmisch-Partenkirchen

Innsbruck

德国 波兰

捷克

匈牙利奥地利

斯洛伐克

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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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首都，在1873年11月
17日由多瑙河西岸的城市布达和东岸的城
市佩斯合并而成。布达佩斯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泉水洞穴系统，整个城市有总共80处
地热温泉。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城市被称为
“温泉之城”。布达佩斯被公认为是欧洲
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其丰富的世界遗产包
括多瑙河，布达城堡区，议会大楼还有黄
色一号地铁线，它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地
下铁路。
链桥是一座跨越多瑙河的吊桥，它连接了
布达佩斯的西岸布达和东岸佩斯 。它由英
国工程师威廉・蒂尔尼・克拉克设计并于
1849年建成，它是布达佩斯市第一个横跨
多瑙河的永久性的桥梁，在其建筑之时，
它被看作是现代世界的工程奇迹之一。它
成为捷克进步和觉醒的象征，对捷克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有巨大的意义，就像
布鲁克林大桥对美国纽约的巨大意义。
温泉是布达佩斯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罗马人首先选择布达佩斯地区为殖民
地并建立了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
可以随时享受温泉。布达佩斯至今仍然可
以看到在此期间建成的巨大浴池而留下的
废墟。在土耳其统治期间（1541年至1686
年），这里建造了新的浴场，并可以做洗
澡和药用，其中的一些仍然在沿用到今天。
在20世纪20年代,做为一个旅游景点，温泉
给这个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之后，
布达佩斯获得了温泉之城的称号。
布达城堡建在城堡山南端，城堡的北面就是
著名的城堡区。布达城堡中最出名的是建于
19世纪的中世纪巴洛克风格房屋，教堂和公
共建筑。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群
最早是在1265年由匈牙利国王建设完成的。
由于受匈牙利复杂历史和不同建筑风格的影
响，从土耳其时期到奥匈帝国时期，它经过
了几次重建和现代化改造。
匈牙利国会大厦是欧洲最古老的立法建筑
之一。它是匈牙利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也
是布达佩斯的热门旅游景点。它现在还是
匈牙利国民议会所在地。它是目前匈牙利
最大的和最高的建筑。1880年，在布达佩
斯由三个不同的城市建立成一个新的城市
之后，建造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会大厦这
件事就提上了议程。施工开始于1885年，
于1896年也就是匈牙利成立1000周年建成。
国会大厦于1904年又作了改善。大约有一
千人参与了建设国会大厦，共耗费40
块砖，五十万块石头和40公斤黄金。 

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发 

布拉迪斯拉发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坐落在
斯洛伐克西南部，位于多瑙河两岸。它是
唯一一个接壤三个国家的首都，它与奥地
利和匈牙利接壤。在9世纪，布拉迪斯拉发
成为大摩拉维亚帝国的一个重要城镇，关
于这段历史有最古老可以追溯到907年的文
件证明。在1291年，该镇获得了皇家城镇
的所有特权。1467年，斯洛伐克第一所大
学成立。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老城镇，有大
约3000个独特的老建筑物，现在已成为博
物馆和画廊，面向公众开放。 
布拉迪斯拉发城堡 – 斯洛伐克古代历史的
艺术瑰宝都在这里展出，如旧石器时代用
猛犸獠牙制作的维纳斯，这是在斯洛伐克
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艺术品。
旧市政厅 – 它是斯洛伐克境内最古老的市
政厅，现在也是一个博物馆。其最珍贵的展
品包括哥特式壁画和早期教堂的天花板。这
里也已经变为布拉迪斯拉发市长接待室。
主皇宫 – 是当地最大的宫殿，现在主要用
来展览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绘画。
镜子礼堂 – 它是皇宫里最漂亮的一个房间
。1805年12月26日普雷斯堡和约在这里签
署。
米尔巴赫皇宫 – 这是洛可可式建筑中最美
丽的宫殿，现在是斯洛伐克艺术展厅，主
要展览哥特式绘画和欧洲的绘画和雕塑作
品。
Pálffys皇宫－它是一座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的建筑。在这里游客可以欣赏欧洲中部和
斯洛伐克的画作。
斯洛伐克国家美术馆–它靠近多瑙河，从
12世纪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展览斯洛伐克艺
术珍品。它和与米哈尔塔门都位于米哈尔
街，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
该米哈尔塔–塔中有一个展览区域，主要
描述了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战役。在画
廊也可以欣赏到旧城区的美丽景色。

Krakow  

Zagreb  

布达佩斯

维也纳
布拉迪斯拉发

捷克

利

斯洛伐克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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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女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可以在欧洲
最美丽最浪漫的地方享受几天的假期。这就
是专门为满足女士们的愿望和需要而设计的
特别假期。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直通中欧的旅
程，您不仅可以游览每个国家的值得看的美
丽景色，还可以到欧洲中部顶端的购物街购
物，在那里你可以从最顶尖时装设计师中买
到最新的款式。
此外，您将体验到隐藏在神秘的城堡里面的浪
漫和传奇，走一走那些国王和王后在中世纪曾
经走过花园小路，或象奥匈皇帝一样观看舞马
的表演。欢迎您来游览中欧的美景，忘了时间
和空间吧，忘情的欣赏这里的一切！

旅程目的地：柏林（德国），
布拉格，胡卢波卡，克鲁姆
洛夫（捷克），慕尼黑（德
国），因斯布鲁克，维也纳

（奥地利）
12天/11晚

第一天 - 柏林（德国） 
您的导游会在机场接您，并送您到旅馆，在
那里你可以放松休息一下。
晚餐和住宿在柏林。
第二天 - 柏林 - 历史与文化
早餐后，您将游览柏林的主要景点一勃兰登
堡门，国会大厦，夏洛滕堡宫以其迷人的花
园。午餐选在柏林最美丽的广场 Gendarmen
广场里的一家餐馆。下午，您将参观佩加蒙
博物馆。晚宴将在酒店内享用。晚餐后，您
将参观柏林歌剧院，听一些音乐，或观看一
些剧场演出。夜宿柏林。
第三天 - 柏林 - 布拉格（捷克） 
早餐后退房，今天全天都将用来让您购物，
我们将带你到老佛爷百货，轩帝侯购物街，
卡迪威百货公司等知名的购物地点，午休后，
您将在下午晚些时候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
晚餐和住宿在布拉格。
第四天 - 布拉格 
早餐后，您将游览布拉格的主要景点：布拉
格城堡，小城区，查理大桥，老城。短暂午
休后您将参观新艺术风格的瑰宝市政大楼，
它的房间和装饰画都是由全球闻名的设计师
阿尔丰斯・慕夏设计的。晚餐将在老城区的
佛陀酒吧享用。夜宿布拉格。
第五天 - 布拉格 - 克鲁姆洛夫 
早餐后，您将有自由时间购物，如巴黎购物街
(Pařížská)，布拉格香街 (Na Příkopě) 和Palla-
dium 购物中心。如果您需要，我们将安排您
去捷克著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博物馆参观。
在下午晚些时候会从布拉格去克鲁姆洛夫小镇
（170公里远）。晚餐和住宿在克鲁姆洛夫。
第六天 - 克鲁姆洛夫 - 慕尼黑（德国） 
早餐后，您将在这个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小镇
克鲁姆洛夫步行游览，这里有许多的城堡和

浪漫的地方值得游览。午休后，您将参观埃
贡・席勒展览馆，在这里你可以购买一些纪
念品。在晚上，您将从克鲁姆洛夫到巴伐利
亚的首府慕尼黑。晚餐和住宿慕尼黑。
第七天 - 慕尼黑 - 博物馆 
早餐后前往市中心的露天市场，圣母大教堂
还有新市政厅的主广场。午餐会在拉特思科
乐（Ratskeller）酒店享用，这是一个很有特
色的德国餐厅，然后你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
自由时间，您可以选择购物或到处逛逛例如
参观Alte Pinakothek画廊。晚餐在著名的慕
尼黑餐厅。夜宿慕尼黑。
第八天 - 国王路德维希的城堡和因斯布鲁克
（奥地利） 
早餐后退房，我们将去参观巴伐利亚国王路
德维希二世建立的几个神话般的城堡和庄园。
你将参观它们中最漂亮的两个城堡 - 林德霍
夫城堡和最有名的新天鹅堡。 
晚餐和住宿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
第九天 - 施华洛世奇水晶 
今天，您将参观有施华洛世奇的华登斯小镇，
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女性的柔美。这个小镇
离因斯布鲁克很近。晚餐和住宿在因斯布鲁
克。
第十天 - 维也纳 
早餐后退房，您将离开因斯布鲁克去维也纳，
他们之间距离500公里左右。在下午的晚些时
候您将游览斯蒂芬圆顶楼，市政厅等历史悠
久的景点。
晚餐和住宿在维也纳。
第十一天 - 维也纳 - 西班牙骑术学校 
如果你足够幸运，那么西班牙骑术学校今天
将会有利皮札表演，这将是你旅程的亮点之
一。午休和下午的购物后，你将去世界知名
的萨赫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尽情享受这段快
乐的时光。晚餐后，您将游览世界著名的维
也纳歌剧院。夜宿维也纳。
第十二天 - 维也纳 
早餐后，我们将送您到机场，是时候说再见
了！我们希望，您在这里有美好的回忆，我
们期待着在这里再次见到你或你的朋友！

旅程目的地：柏林，德累斯
顿（德国），布拉格（捷克），
维也纳（奥地利），布达佩斯

（匈牙利）
10天9晚

第一天 - 柏林（德国） 
您的导游会在机场接您并送您到旅馆，在那
里你可以放松一下。晚餐和住宿在酒店。
第二天 - 柏林 – 最好的景色
早餐后，您将游览柏林的主要景点勃兰登堡
门，国会大厦，夏洛滕堡宫和它迷人的花园，
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红色市政厅，菩提
树大街等等。 
午休后，你会有自由时间，你可以去老佛爷
百货，轩帝侯购物街，卡迪威等知名的购物
地点购物。然后您将观看柏林歌剧院的演出。
晚餐和住宿在柏林。
第三天 - 柏林 - 波茨坦 – 迈森瓷器厂 - 德累
斯顿 
早餐后退房，今天先去参观被列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文化遗产的波茨坦。近300年来，
波茨坦由一个军队驻扎的小镇变为欧洲最宏

伟的皇家首都之一。波茨坦最宏伟的是有17
座宫殿，这些宫殿由园林和美丽的水景包围
着，这些美景更加确定了波茨坦做为世界文
化遗产的地位。除了古迹之外，充满活力的
市中心也同样值得探索。这里风格特异的餐
馆，咖啡馆和酒吧是普鲁士的巴洛克风格，
意大利乡村风格和现代建筑风格的混杂。 午
休后，您将参观迈森瓷器厂。
晚餐和住宿在德累斯顿。
第四天 - 德累斯顿 - 布拉格（捷克） 
早餐后，您将游览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美
景。您将看到圣母教堂，茨温格宫和著名的
森帕歌剧院。午休后，您将有自由时间去购
物，然后您将去往捷克首都布拉格。 
晚餐和住宿在布拉格。
第五天 - 布拉格 
早餐后参观布拉格城堡和斯腾伯格宫的国家
美术馆藏品。在可以纵览城市景观的餐厅享
用午餐后，您将继续参观画廊，接下来的活
动是旅程的亮点老城区的观光马车。晚餐在
老城区的餐厅。夜宿布拉格。
第六天 - 布拉格 - 维也纳（奥地利） 
早餐后，您将有自由时间用于散步或者购物，
巴 黎 大 街 (Pařížská)， 布 拉 格 香 街  (Na
Příkopě) 和 Palladium 购物中心都是很好的选
择。 
午休后，我们将去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晚餐和住宿在维也纳。
第七天 - 维也纳 - 观光旅游 
早餐后，您将游览维也纳景点，如斯蒂芬圆
顶楼，市政厅等。午餐后，您将去霍夫堡参
观它的藏品。然后，你将有自由时间可以用
来散步或者购物。当然，我们必须提醒您，
我们必须带您去世界著名的萨赫咖啡馆喝杯
咖啡，尝一块著名的萨赫蛋糕。晚餐在当地
著名的餐厅，您可以尝到和盘子一样大的维
也纳牛排。 
晚上将观看世界著名的维也纳歌剧院的演出。
夜宿维也纳。
第八天 - 维也纳 - 布达佩斯（匈牙利） 
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以在西班牙骑术学校
观看利皮札种表演，这将是旅程的另一个亮
点。午餐后我们将会去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
斯。我们将会为您提供布达佩斯的温泉中心
的水疗服务。晚餐和住宿在布达佩斯。
第九天 - 布达佩斯 
早餐后，您将游览布达佩斯的城堡山和渔人
堡垒，还有美丽的小镇景色。周围有大量的
餐馆，任何一个都值得你去尝试。下午，您
将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和之前一样，你可以
选择购物或散步。晚上将为你在多瑙河的游
船上举办欢送晚宴。夜宿布达佩斯。
第十天 - 布达佩斯 
早餐后退房，我们将根据您的航班信息把您
送到机场。

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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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游
－波兰，捷克，奥地利，斯
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

利，奥地利
14天/13晚

第一天－华沙（波兰）
计划于早晨抵达华沙（波兰）。然后从机
场乘车到下榻的酒店，短暂放松后导游会
带您游览华沙的主要景点：王者之路，安
放有肖邦心脏的圣十字教堂，总统府，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华沙的旧城区，
旧城区有皇家城堡，美人鱼雕像，华沙起
义纪念碑，犹太区英雄纪念碑和居里夫人
出生的家。
晚餐和住宿在华沙。
第二天 - 华沙   - 克拉科夫 
早餐后，您将前往您旅程的下一站－波兰
前首都克拉科夫。其旧镇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第一批文化遗产（1978），被认为是
欧洲最美丽的古老城市之一。您将参观著
名的大广场和城镇的著名景点- 圣玛丽教堂，
国王路，雅盖隆大学（建于1364）和皇家
城堡。
晚餐和住宿在克拉科夫。
第三天 – 奥斯维辛 - 维利奇卡 
今天的计划是游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
遗产名单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古迹。首先
参观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您将参观
世界著名的维利奇卡盐矿 - 一个独特的地下
博物馆，里面有数百个盐造佛像。
晚餐和住宿在克拉科夫。
第四天 - 利托米兹＆库特纳霍拉（捷克） 
早餐后退房，您将离开波兰，去往捷克。
你将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是文艺复兴古镇利
托米兹，然后你将去往小镇库特纳霍拉，
在这里您将参观独特的人骨教堂和哥特式
风格的圣芭芭拉教堂（世界教科文组织的
文化遗产）。
晚餐和住宿在库特纳霍拉。
第五天 - 布拉格城堡 
早餐后退房，去布拉格，这个非凡的城市
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在下午半
天的观光中，您将参观布拉格城堡的旧皇
宫，圣维特，圣温塞斯拉斯和圣阿德尔伯
特三个大教堂，圣乔治礼堂和黄金巷。

晚餐在特色鲜明的布拉格啤酒餐厅。夜宿
布拉格。
第六天 - 布拉格 – 自由时间
早餐后，您将有半天的时间游览旧城区，
市政厅，老城广场和犹太区，您还将参观
世界著名的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和
Venceslas广场，国家博物馆。 
午休后，您将有自由活动时间，您可以在
一些著名的购物场所购物，比如巴黎大街
(Pařížská)，布拉格香街 (Na Příkopě) 和 Palla-
dium 购物中心。 
我们将为您提供伏尔塔瓦河上的游船晚餐
。夜宿布拉格。
第七天 - 布拉格 - 克鲁姆洛夫 
早餐后，退房，您将参观世界著名的捷克
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博物馆，还有市政大楼，
市政大楼是新艺术风格的典范，它的房间
和装饰画都是阿尔丰斯慕夏设计的。在品
味短暂的茶点后，我们去继续去往波希米
亚南部的小镇克鲁姆洛夫。
晚餐和住宿在捷克克鲁姆洛夫。
第八天 - 克鲁姆洛夫 - 哈尔施塔特 - 萨尔
茨堡（奥地利） 
早晨，您将步行穿过克鲁姆洛夫童话般的
中世纪城堡，它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遗产名录。这是个充满浪漫，历史风情
和美丽期待的小镇。午休后，您将离开捷
克，向着奥地利前进。参观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遗产哈尔施塔特镇后您将结束这一天，
这个小镇是莫扎特的诞生地。
晚餐和住宿在萨尔茨堡。

第九天－ 萨尔茨堡 - 卢布尔雅那（斯洛文
尼亚） - 萨格勒布（克罗地亚）
今天一天我们将走过三个国家。早餐后，
退房。您将很快到达萨尔茨堡并参观它的
主要景点 - 萨尔茨堡城堡和萨尔茨堡大教
堂。然后我们将穿过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
尔雅那，最终到达最新的欧盟成员国克罗
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
晚餐和住宿在萨格勒布。
第十天 - 萨格勒布 - 布达佩斯（匈牙利） 
早餐后退房，你将参观萨格勒布的主要景
点 - 萨格勒布大教堂，Ban Jelacic广场，国
会大厦，石门等中世纪古迹。午休后，您
将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晚餐和住宿布达佩斯。
第十一天 - 布达佩斯 
早餐后，全天游览布达佩斯，相信您一定会
爱上这座城市。布达和佩斯是这个城镇的主
要组成部分，它们坐落在多瑙河河岸上（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您将看到著名
的新哥特式议会楼，圣斯蒂芬大教堂，城堡
山的渔人堡和700年历史的的圣马提亚教堂，
还有著名的 Andrasy Utca（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文化遗产）和欧洲第二古老的地铁，里面
的列车十分小巧可爱。参观的最后一站是位
于市中心的英雄广场纪念碑。
晚餐的民俗节目十分精彩。夜宿布达佩斯。
第十二天 – 帕多夫折扣店- 维也纳（奥地利） 
早餐后退房，您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你可
以选择放松或购物。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
的路上，你可以在匈牙利的奥特来斯折扣
店购物。然后在靠近维也纳的地方有个帕
多夫的奥特赖斯折扣店，你有半天的时间
可以在这里购物，这个打折店有数百个世
界著名品牌，折扣达到50-70％。
晚餐和住宿在维也纳。
第十三天 - 维也纳 
早餐后，您将开始游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 参
观美泉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
维也纳老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
圣史蒂芬大教堂，霍夫堡城堡，玛丽特蕾西
娅纪念碑，市政厅，国会大厦等等。游览过
程中，在著名的萨赫咖啡屋喝一杯咖啡享用
一份萨赫蛋糕也是必不可少的。 
晚餐在维也纳的特色餐馆，您可以品尝到和
您盘子一样大的维也纳牛排。夜宿维也纳。
第十四天 – 返程 
早餐后，您将被送到机场，告别美丽的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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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介绍仅为行程安排的样本，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期望，假期时间和人数的不同作出修改。如有任何要求，请发送到  incoming@czech-holiday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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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合作条款

1,合同 
捷克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Czech holi-
days-cestovní kancelář s.r.o.) 为您提供的旅
行报价是不受约束的。价格是基于以
书面形式签约后的选择而制订的。成
功订票后，旅游信息会在约14天内发送
到您那里。

2，费用
确认无误后，我们要求您最少支付250
欧元的押金，并且由团体一起支付（除
非在预约合同中有另外的协议）。如果
是个人游客，则要求至少支付总价的
50％。包括交通工具费用在内的所有费
用都须要在出发前31天付清。 
对于一些需要提前预定的服务，捷克
假日旅行社不退还预付费（文艺表演
的门票，机票，船票等） 
旅游资讯及其他旅行证件只有在您付
过全款后，我们才会寄给您。全部的
协议的数额包括所有的银行手续费都
需要您自己支付。

3，务
对于协商一致的服务项目，旅行社有
义务在预定说明书中写明。合同范围
外的扩展服务应在收到服务商的书面
确认后再追加。 
做为一个认真的公司，我们会负责职
责范围内的事情： 
a.认真准备每一次旅行 
b.精心挑选和控制服务商
c.诚实的介绍我们的服务 
d.在当地和土著习俗的范围内履行协议
中的服务。 
捷克假日旅行社
为其他单位所提供的
务而负责 
（例如运输，公共交通，航空，航运，
乘船，骑带缆车，文化活动等）。

4，预约的服务和价格的变化 
任何由于严重的原因而造成与合同描述
不同的差异，如果不是由捷克假日旅行
社造成的，只要基本上不影响整个游览
，我们认为是可以允许的。如果可能的
话，服务商会提前通知客户有关的的变
化。由于可分离的原因和不可预知的原
因造成的价格上涨（税收变化，费用，
汽油价格），在出发前40天，旅行社都

有权对价格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价格
的涨幅超过5％以上，客户可以在10天
内取消合同而不收取任何费用。 
为了防止这种变化会影响协议中的服务，
客户可以免费撤销合同，除非酒店还没
有预定，或继续洽谈其他服务。

5，由客户主动取消合同的情况
我们允许客户在书面协定日期前的任
何时候取消合同。
以下情况取消合同将收取费用： 
在到达日期的32天之前取消合同 － 收
取预约价格的15％（押金除外），最少
50欧元。
在抵达日期前21天－31天取消合同 －
每人收取总价款的30％
在抵达日期前14天－20天取消合同 －
每人收取总价款的50％
在抵达日期前7天－13天 － 每人收取总
价款的70％ 
在抵达日期前0天－12天 － 每人收取总
价款的100％
开始收取违约金的日期是，当客户把书
面合同寄给捷克假日旅行社的那天。

6，由捷克假日旅行社或顾客取消旅行 
如果组团的人数不够而取消旅行，捷
克节日旅行社将退还定金或着提高价
格。如果接下来的行程安排被破坏或
者继续旅游会加重不可预知情况造成
的后果，例如灾害，事故等，该合同
可以由双方取消。 
当合伙人未能提供承诺的或用的住宿，
捷克假日旅行社可以在任何时候取消
合同。顾客可以把支付的所有的钱拿
回去。但我们不会接收任何其他的要
求。

7，未使用的服务 
捷克假日旅行社不退还谈判费用和未
使用的服务费。除非遇到了不可预知
的情况或没有以商议好的形式提供我
们承诺的服务，我们才会支付一定的
费用。

8，担保，投诉，缓解，客户的义务 
如果捷克假日旅行社没有提供协定好
的服务或者没有以协定的形式提供务，
客户可以要求赔偿。客户有义务立即
通知我们有关的疏忽，以抵御或然损

失，或帮助我们来使损失最小。客户
也应当立即报告给旅行团的领导或我
们的服务商的负责人（尤其是酒店）。
如果您的不满没有立即告诉我们，我
们不会给您任何赔偿。赔偿的权利在
旅行结束后的4周内有效。

9，降价 
客户可以在下列情况下要求降价，旅
行中有协议中不合格的服务或没有提
供约定质量的服务。

10，护照，签证，海关，货币和健康
指导 

对于欧盟的同胞们，不需要特别的条
件 - 双重公民身份也是可以的。 
非欧盟公民都有义务在旅游前了解进
入欧盟，或捷克的要求。如果由于误
解或疏忽所造成的无法进入欧盟的情
况，捷克假日旅行社无责任支付取消
费用。捷克假日旅行社保证在最大程
度上指导您得到欧盟入境签证，并符
合进入欧盟的所有条件。 
捷克假日旅行社将通知非欧盟的同胞
有关旅游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护照，
签证，海关和卫生指导）。客户要支
付所有的破坏费用，尤其是支付不遵
守规则的费用。

11，合同中的无效部分
合同中的部分是无效的，但并不意味
着整个合同无效。无效部分必须由有
效的部分所取代。

12，其他 
我们网站上的所有信息对应的状态在
页面创建时是有效的。捷克假日旅行
社保留更改服务和价格的权利。允许
创建网页之后再提高价格，可以使捷
克假日旅行社作出相应的调整。

13，地址 
捷克假日旅行社的总部在捷克共和国
的布拉格。

日期：2014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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