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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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code: E11
成人：

CAD$1730

單人房附加費：

CAD$710

ۯ
⧋ 小童（2-11歲不佔床）： CAD$1450
⧋ۯѵԗ㙊

Р ܰႀ៌ݲպᆋ
抵達法蘭克福，專人機場接機送往酒店。自由活動
(正常接機時段為7: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30加
元/每人/每程)

Ι ៌ݲպᆋʖݰʖऋʖߡۓ੫ϝġĩĶııϴ٨Ī
早餐後起程前往德國前首都波恩，抵步後遊覽波恩景點：貝多
芬故居、波恩大學；遊罷轉赴科隆，遊覽科隆大教堂、購物大
街； 午後驅車直駛荷蘭，當晚住宿於阿姆斯特丹或鄰近城市。

Π ߡۓ੫ϝʖॳٙ؆ʖߡۓ੫ϝġĩĶıϴ٨Ī
早餐後遊覽阿姆斯特丹市內名勝：水壩廣場、皇宮、英雄紀念
碑，再乘玻璃觀光船穿梭在運河上，阿姆斯特丹有鑽石之都美
譽，其打磨技術精巧細緻舉世聞名，參觀鑽石廠當然是不容錯
過的節目；午後前往近郊遊覽最具特色的風車村，參觀象徵荷
蘭的風車、傳統的木屐廠、芝士廠，介紹木屐及芝士的制造過
程；晚膳後入住酒店，住宿於阿姆斯特丹或鄰近城市。阿姆斯
特丹紅燈區繁華熱鬧，可自費前往大開眼界。
(荷蘭花展Keukenhof期間，改遊一年一度荷蘭花展，資料可查
閱：www.keukenhof.com）
έ ߡۓ੫ϝʖҀᏇ༬ᅭʖБᏍġġĩĶııϴ٨Ī
早餐於酒店後，起程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首先遊覽原子
球塔，再轉市內遊覽歌德式市政廳、大廣場，撒尿小童銅像；
午後驅車前往法國，越境後直驅浪漫妍媚的迷人花都巴黎。抵
步晚餐後返到下榻之酒店。住宿於巴黎或鄰近酒店。
Ѳ БᏍʖγᅭᗉʖБᏍġĩķıϴ٨Ī
早餐後展開巴黎市內名勝遊覽節目，宏偉莊嚴而又代表著法國
民族精神之凱旋門，繁華熱鬧的香榭麗舍大道，昔日大革命時
代斷頭台所在地的協和廣場，拿破侖之墓及傷殘軍人之家，外
觀尚有歷兩世紀才建成之聖母院和屹立在塞納河畔的「巴黎巨
人」艾菲爾鐵塔。下午前往參觀著名皇宮「凡爾賽宮」，皇宮
內裝飾金碧輝煌，最著名的鏡廳發生過多次重大歷史事件。遊
罷返回巴黎，晚膳後返回酒店休息。(巴黎夜景燦爛奪目，團友
晚膳後欲欣賞巴黎夜景，領隊定當樂意額外安排)。

Ϥ БᏍ
早餐後前往參觀舉世著名的羅浮宮博物館，觀賞鎮宮三寶，包
括達芬奇的名畫「蒙羅麗沙」、雕像維納斯女神、勝利女神；
午餐後送往巴黎購物心臟地帶，餘下時間團友可自由活動，喜
愛購物的團友可前往免稅店或大型百貨公司選購趨時的手袋時
裝及法國香水；法國香水聞名遐邇，當然不容錯過到免稅店選
購的機會，當晚住宿於巴黎或鄰近酒店。(晚上有興趣前往夜總
會觀賞精彩華麗歌舞表演的團友，領隊樂意為您安排)。

ϲ БᏍʖੳිġġĩķĶıϴ٨Ī
早上從巴黎乘旅遊巴士出發前往瑞士，旅遊車沿高速公路往瑞
士國境進發，下午經法德瑞交通樞紐城市巴素爾進入瑞士，越
境後開往瑞士中部著名城市琉森，晚宿於琉森或鄰近城市。

Р ੳිʖԽ៌ʖࡄѻġġĩĵııϴ٨ȟ
早餐於酒店後，前往風景如畫的琉森市拍照留念；隨後起程
前往時尚之都米蘭，遊覽多奧莫廣場、維多利亞伊曼紐二世
商店街，巨大的拱形建築和玻璃閃閃生輝的天花板，富麗堂
皇，多奧莫大教堂，規模僅次於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極具
觀光價值；下午前往威尼斯，晚宿於威尼斯或鄰近城市。

Ι ࡄѻʖᛳġġĩĶĶıϴ٨Ī
早餐後起程有「水都」美譽之威尼斯。乘「水上的士」前往
聞名的聖馬可廣場，遊覽充滿拜占庭色彩的聖馬可教堂，連
接宮殿和監獄的嘆息橋、昔日最繁忙的大運河及充滿特色的
購物小巷，團友更可自費乘坐特式貢多拉平底船，暢遊於運
河間，前往著名的玻璃工藝廠；下午起程前往「永恆之都」
意大利首府羅馬，晚宿於羅馬或鄰近城市。

Π ᛳʖఛအ۫ʖߡႪશġġĩĳĹıϴ٨Ī
早餐後遊覽梵蒂岡這個全球最小的國家，參觀全球第一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大教堂圓頂結構完美，廣場氣勢宏偉莊嚴令人
嘆為觀止，教堂內有聖彼得的墓，天才藝術大師米高安哲奴唯
一刻上名字的雕刻作品「母愛」仍存放於教堂內。遊覽羅馬名
勝包括：建於公元七十二年的文化精髓鬥獸場、君士坦丁凱旋
門、宏偉壯觀的統一紀念館、有許願泉之稱的德維雷噴泉；餘
下時間我們會到共和廣場，團友可自由參觀天使與殉教者聖母
大殿或在三越百貨公司選購紀念品，下午起程前往被譽為文化
搖籃的佛羅倫薩，是晚住宿於阿雷素或鄰近城市。
έ ߡႪશʖգᛳগᙡʖШᙡʖዥ٥ٳġĩĳĶıϴ٨Ī
早餐後遊覽佛羅倫薩，從山丘上的米高安哲奴廣場，俯覽佛羅
倫薩全貌； 更遊覽市內名勝包括：全球第三大教堂的聖母無原
罪之花教堂及安奴河上中世紀黃金交易處之拱橋、安葬米高安
哲奴、達文西及著名物理學家伽里略的聖十字教堂。聞名世界
的意大利皮革業及製皮技術源出於此。前往比薩遊覽舉世聞名
的比薩斜塔，參觀建於九百年前用白色雲石建造的比薩大教堂
及洗禮堂，遊罷驅車前往港口城市熱那亞，是晚住宿熱那亞或
鄰近城市。

1. 全程3星或以上酒店標準房（2人1間）及酒店早餐
（歐陸式早餐：咖啡或茶、果汁、麵包、果醬）
2. 全程豪華空調旅遊巴士及專職司機。
3. 專業華語導遊講解
4. 專人機場接機服務（單程）
(正常接機時段為7: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
30加元/每人/每程)

⧋ۯƊѵԗ㙊
1. 國際機票及任何稅項
2. 午晚餐費用
3. 小費（每位/每天5歐元）
4. 景點門票、遊船、纜車、自費項目及各個城市的進城稅
及住宿稅
5. 旅遊保險及個人消費
6. 一切不在“團費包含”所列

ᖐ⧋ຍҨ㙊
為使旅程更充實精彩，沿途部份的景點及節目將涉及到一些費用，
方便團友更易掌握消費預算，我們將一些主要的景點、餐飲費及建
議自費節目價格細列如下，以供參考。 （進城遊覽稅、住宿稅必需
徵收，請按價交現金給導遊）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而決定是否
購票、用餐，或參加任何建議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

Ѳ ዥ٥ٳʖᇌӴњᛳʖѻʖஶ࠲ĩჟઽĪ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ʖߡᆰၻġĩĵĶıϴ٨Ī

景點票價：
凡爾賽宮
羅浮宮博物館
塞納河船河
羅馬鬥獸場
貢多拉平底船 (每船以六人計算)
萊茵河船河 (由4月3日至10月31日開放)
阿姆斯特丹運河船河
荷蘭花展 (每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開放)

Ϥ ߡᆰၻʖБᏍġġĩĸııϴ٨Ī
早餐後乘車沿高速公路直指巴黎，預料黃昏時份安抵花都。

額外自費節目：
麗都夜總會豪華歌舞表演
140€
紅磨坊夜總會豪華歌舞表演
140€
巴黎羅浮宮博物館中文講解器+地圖+門券（需要一天前預訂） 25€
巴黎夜遊
35€
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真人表演
50€
沃倫丹荷蘭漁村
10€
午晚餐:
中式午餐或晚餐（標準團餐：五菜一湯）
10 - 15€/￡
（團餐最小要10人参加方作安排，少於10人恕難安排） 瑞士20€
法式晚餐 (海鮮盤、鵝肝醬、焗蝸牛、香橙鴨、甜點、葡萄酒) 65€
意大利地道餐 (墨魚汁麵套餐)
20€
意大利佛羅倫斯地道餐 (比薩餅牛肉餐)
20€

早餐後起程朝法國南部蔚藍海岸進發，中午時份安抵小國摩
納哥(蒙地卡羅)，賭城蒙地卡羅風景優美，是世界富豪響往的
渡假天堂、遊覽摩納哥皇宮，從山丘上俯瞰小國的美景。遊
罷轉赴尼斯，遊覽天使海灣及英人漫步大道；轉赴康城 (嘎納
)，到影展舉辦場地拍照留念，印滿手印的石板大道更見證揚
威國際巨星在康城留下的風采。法國南部是香水盛產地，途
中經過盛產香水的小鎮，順道到香水製造廠參觀；下午驅車
朝普羅旺斯方向，是晚住宿於阿維農或鄰近城市。

ϲ БᏍʖᅕʖᑋිൣġġġĩĵĳıϴ٨Ī
早餐後前往香檳之都漢斯；漢斯是目前香檳區的經濟首府，素
有「王者之城」之稱，因為十一世紀開始，法國國王都必須到
這個「加冕之都」受冕登基，漢斯聖母院成為漢斯最重要觀光
點。驅車往小國盧森堡進發，抵步後遊覽市區亞道夫大橋、峽
谷、憲法廣場等景點；是晚住宿於盧森堡或鄰近城市。
Р ᑋිൣʖ੫٨ᅭʖরҏগʖ៌ݲպᆋġĩĵııϴ٨Ī
早餐後前往特里爾，這是全德國最古老的城市，曾經是西羅馬
帝國的首都； 市內的馬克思故居及黑城門堡是必遊之處。遊罷
前往被稱為“德意志之角”的哥本倫茨，這裏是歐洲兩大河流
萊茵河與摩澤河同時流經交匯點所在地，是著名的風景區； 旅
遊車沿著萊茵河畔前進，兩岸風光盡入眼簾 (夏季可安排萊茵
河船河)，途中經過熱鬧小鎮呂德斯海姆稍作停留；下午抵達德
國最大金融城市法蘭克福，遊覽參觀市中心的羅馬貝格廣場及
象徵自由民主的保爾堂，繁華熱鬧的商業街。
在2016年6月5日至7月15日期間歐洲足球錦標賽，如要巴黎住
宿，当晚需加收額外40欧元/每人（2人1房）的費用，具體請
查閱報團細則
രຝȈ
1. 若當天離開，請預定當晚12點以後起飛的航班，如需送機服
務額外費用：加幣50/每人(2人起)
2. 如需延住酒店需增加費用：加幣80/每人（2人一房）。
3. 如需延住及第二天送機服務：加幣120/每人（2人起），請
預定第二天早上11點後起飛的航班。
(正常送機時段為11:00am-10: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30
加幣/每人/每程)
以上行程文字描述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爭議性，本公司
及導遊乃視乎實際情況有權作出適當的安排及調改

司机及导游小费:
每參加者每天規定最小給司機小費
每參加者每天規定最小給導遊小費
旅客進城遊覽稅

15€
15€
13.5€
12€
30€
15€
15€
16€

2€每天
3€每天

(此項目必需於當地繳付，否則旅客不得乘巴士進城遊覽) (大小同價)

威尼斯進城遊覽稅、乘船進島費及住宿稅
佛羅倫薩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羅馬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比薩進城遊覽稅
摩納哥遊覧稅

15€
10€
10€
5€
5€

以上價目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一切調整以現場價牌或當
時公佈為準。

᪩Ƨⲵ㘸̬ɮӗⅠ㘹㙊
注：團前第一晚酒店一般不在市區,且最終確認資料只能保證在入住前24小時確認
Frankfurt
Park Inn by Radisson Frankfurt Airport Hotel NH Morfelden
Paris
Comfort Hotel Airport CDG
Balladins Hotel Villejuif
Luzern
Hotel Arcade
Holiday Inn Express Affoltern am Albis
Venice
Michelangelo Hotel
Hotel Albatros
Rome
Idea Hotel Roma Z3
Hotel Cristoforo Colombo
Arezzo
Etrusco Arezzo Hotel
Arezzo Park Hotel
Grand Hotel des Anglais
Savona / Genoa Idea Plus Hotel Savona
Hotel Campanile Bollene
Kyriad d’Orange
Avignon
Amsterdam Hampton by Hilton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 Holiday Inn Express Amsterdam Schiphol
Luxembourg Melia Luxembourg
Novotel Luxembourg Kirchbe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