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出發日期 Departure
4 月 (Apr) 03, 17
5 月 (May) 01, 08, ⋆15, ⋆22
6 月 (Jun) ⋆05, ⋆12, ⋆19, ⋆26
7 月 (Jul) ⋆03, ⋆10, ⋆17, ⋆31
8 月 (Aug) ⋆07, ⋆14, ⋆21
9 月 (Sep) 04, 12, 18, 25
10 月 (Oct) 02, 09, 16, 23

團號
Code

雙人
Twin

連機票 Land + Air
小童
單人附加費
Child
Single Supp.

+燃油費+稅金 = 總額
+FUEL +TAX = TOTAL

ESL12

3299

2809

839

約 +480 Approx.

3779

ESL14

3599

3059

989

約 +450 Approx.

4049

ESL15

3899

3319

1129

約 +580 Approx.

4479

出發地 :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LAX / SFO / SEA / PDX / HOU / DFW Departure 其他出發城市歡迎聯絡查詢
Other departure cities please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旺季附加費

小費
Tips

⋆300

€120

High Season
Supplement

⋆300
⋆300

€140
€150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計算，「稅金及燃油附加費」正確數目須於出票日方能作準。小童費用適用於 2 至 11 歲小
孩不佔床。Child fare applies to children from 2 to 11 years old, no extra bed. The above tour fares are based on US Dollar; “Tax and
Fuel Surcharge” is only an estimate and will confirm upon ticket issuance.

暢遊：意大利、梵帝崗、奧地利、德國、瑞士、摩納哥、法國、比利時、荷蘭、英國 (10 國 18 城市)
Visiting: Italy, Vatican, Austria, Germany, Switzerland, Monaco, France, Belgium, The Netherlands, England (10 Countries, 18 Cities)

獨家安排 UNIQUE FEATURES

意大利 ～ 威尼斯享用意式晚餐配紅酒

Italy ～ Venice : Italian dinner with red wine

奧地利 ～ 柏特斯加登鹽礦洞之旅(包專業導遊)

Austria ～Berchtesgaden : Salt mine tour (Guide)

華頓參觀施華樂世奇水晶世界
德

國 ～ 富順入內參觀新天鵝堡(包專業導遊)
享用德式烤豬手晚餐

美元(每位)
40
42

Watten : Swarovski Crystal World

20

Germany ～Fussen : Neuchwanstein Castle tour

62

German Knuckle dinner

35
120

瑞

士 ～ 琉森乘360度旋轉吊車登上鐵力士雪山

Switzerland ～ Lucerne : Mt Titlis by revolving lift

法

國 ～ 巴黎夜遊（乘船河及蒙巴納斯大樓）

France ～Paris : Night tour ( La Seine boat ride and Montparnasse Tower ) 82

尼斯享用法式晚餐配蝸牛
比利時 ～ 布魯日半日遊 & 滑鐵盧古戰場

Nice : French dinner with escargot

33

Belgium ～Brugge : Half-day tour & Waterloo battle field

52

荷

蘭 ～ 阿姆斯特丹參觀新士堅斯風車村

Netherlands ～ Amsterdam : Zaanse Schans village

14

英

國 ～ 大英博物館 (包專業導遊)

England ～ London : British Museum (Guided)

38

倫敦享用中式晚餐配燒鴨全隻

Chinese dinner with roasted duck in whole

航

機 ～ 由阿姆斯特丹至倫敦

Flight ～ Amsterdam to London

火

車 ～ 乘TGV由尼斯至巴黎

Train ～ By TGV train from Nice to Paris

團費已包 Tour fares already include

原居地  羅馬
Home City  Rome

★取道德國著名 Alpenstrasse 山間小徑，
如音符般景色印心頭。
★Scenic Alpenstrasse route in Germany.
★特別安排下，盡享意大利威尼斯獨有
黃昏浪漫風情。
★Ample time to enjoy and experience a
romantic evening in Venice.
★漫步法國尼斯海灘上，欣賞地中海的
景色。
★A leisure walk along the beach front in Nice

30
240
180
總值 USD 988 (PP)

譽為世界奇觀之一的「比薩斜塔」，斜塔是意大利
著名的古代文化遺產，白色雲石建造的比薩大教堂及洗
禮堂亦為遊客必到之處。午餐自備。遊畢驅車前往「文
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抵達後送往米高安哲奴廣場，
觀賞著名之大衛像，更可俯覽市區景色如安奴河、黃金
羅馬(市內觀光) - 梵帝崗
橋、優雅高貴的聖母之花教堂，聖十字教堂等等。下午
Rome (City Tour) - Vatican City
參觀聖母之花大教堂的外貌，其橘瓦圓頂是佛羅倫斯最
是日抵達羅馬。下午開始遊覽歐洲現存獨立小國之一梵 著名的標誌，洗禮堂東邊之青銅門更是藝術家吉伯提於
蒂崗，亦是全球天主教的中心點。廣場內之聖彼得大教 1424 年花了 27 年始能完成之心血結晶。米高安哲奴將之
堂除了外觀宏偉壯觀外，內部裝飾均是當代著名藝術家 命名為「天堂之門」。而有露天雕塑博物館之稱的聖日
心血結晶，二十多種不同顏色的雲石大柱、雕塑及地面， 內亞廣場，更能顯現這藝術之都的景色。晚餐於當地餐
大型的馬塞克鑲嵌畫，一代大師米高安哲奴的名作「聖 廳品嚐肉醬意粉，主菜及甜品。
(早/晚餐)
母抱子像」及青銅做成的主祭壇等，堪稱得上是鬼斧神 住宿：Novotel Nord Hotel 或同級
工。繼後途經古羅馬廢墟，賽馬車場，統一紀念碑，前 Coach to Pisa for photo taking of the famed Leaning Tower. Then
往著名的古羅馬鬥獸場拍攝外貌，精緻的君士坦丁凱旋 head for Florence, the cradle of Renaissance. Stop at Piazzale
Michelangelo for a panoramic view. The multi-colored marble
門及著名之許願泉。晚餐於中國餐館 (8 餸 1 湯)。 (晚餐)
cathedral, Signoria Square, etc. are all included in our tour. (B/D)
住宿：Ergife Palace Hotel 或同級
Arrive in Rome, a city with unique blend of history, architecture and
world famous monuments. The afternoon tour includes the Roma
佛羅倫斯 ~ 威尼斯(市內觀光)
Forum, St. Peter's Basilica,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Colosseum,
Florence ~ Venice (City Tour)
the Trevi Fountain, etc.
(D)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水鄉」威尼斯。到達後由碼
頭乘汽船前往威尼斯市內的聖馬可廣場，沿途水道縱橫，
羅馬- 比薩 -佛羅倫斯(市內觀光)
大小船隻穿梭往來。午餐自備。及後前往聖馬可廣場上
Rome ~ Pisa~ Florence (City Tour)
深受拜占庭文化影響的聖馬可大教堂，曾是威尼斯共和
自助式早餐後，啟程前往比薩外觀此座建於十二世紀被
國首長們宮邸的道奇皇宮，犯人們受刑前向世界訣別必
是日乘豪華客機飛往意大利首都∼羅馬。
Depart from home city to Rome, the capital of Italy, today.

完美配搭
PERFECT COMPLEMENT

經的嘆息橋，精緻古雅的鐘樓等。續往參觀威尼斯獨有
的製造玻璃工藝。晚餐於聖馬可廣場內之地道餐廳，感
受威尼斯晚上的浪漫情調，並特別安排四道意式晚膳及
紅酒，餐前更可由領隊代安排自費乘坐威尼斯獨有的平
底船，由經驗豐富的船家掌舵穿梭於水道之間，別具特
色。
(早/晚餐)
住宿：Double Tree Hotel 或同級
Coach to Venice. On board a water taxi to the St Mark's Square, all
will have a spectacular view of the Bridge of Signs, the Basilica, etc
and will enjoy a demonstration in a glass blowing factory. A 4-course
dinner with red wine in Venice will be served in order to provide
ample time for a romantic evening.
(B/D)

威尼斯 ~ 薩爾斯堡(市內觀光)
Venice ~ Salzburg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區著名山城薩爾斯
堡。午餐自備於途中餐廳。抵步後，首先參觀著名之米
拉貝宮花園，此為當年拍攝著名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
其中之一場地，從花園可遠眺 11 世紀時建造之古城堡，
遊畢後往舊城區參觀市內名勝如莫札特出生地、大主教
廣場、莫札特廣場及薩爾斯堡大教堂，莫札特當年亦在
此洗禮。團友亦可在古舊街道上選購紀念品。晚餐於中
國餐館 (8 餸 1 湯)。
住宿：Trend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Leave Italy for Austria and visit Salzburg where Mozart was born
and the famous movie “Sound of Music” was filmed.
(B/D)

薩爾斯堡 - 柏特斯加登(鹽礦洞) - 茵斯布
魯克 - 華頓(施華樂世奇水晶世界) -富順
Salzburg ~ Berchtesgaden (Salt mine) ~
Innsbruck ~ Watten (Swarovski Crystal
World) ~ Fussen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鹽礦小鎮柏特斯加登，是一古樸幽
雅的小鎮，特別安排「鹽礦洞」之旅，礦洞於 1989 年關
閉，現改為博物館，團友穿上特備衣服乘搭小火車直達
礦洞，除可感受當年礦工採鹽過程外，還包括資料影片
及實地介紹，並乘坐有趣木滑梯及鹽湖船。遊畢，驅車
往茵斯布魯克，午餐自備。餐後遊覽市中心著名之黃金
屋，其屋頂是用 2 千多塊金塊砌成，而城內典雅之小街
更是不容錯過的景點。其後前往位於華頓鎮施華樂世奇
水晶世界展覽館，館內奇幻漂亮，令人大開眼界，並可
於館內購買多款水晶手飾及紀念品，必令你滿載而歸。
遊畢，驅車前往德國浪漫之路著名小鎮富順，晚餐於當
地餐廳品嚐著名之德國烤猪手餐。
(早/晚餐)
住宿：富順或阿爾卑斯山區 Luitpold Hotel 或同級
In Berchtesgaden, all will board a train to tour a salt mine, narrated
by a local guide. Later on, after a brief stop at the Golden Roof in
Innsbruck for photo-taking, proceed to Swarovski and finally to
Fussen where a German knuckle dinner will be served.
(B/D)

富順 -新天鵝堡(入內參觀) - 阿爾卑斯景觀
路段 - 琉森
Fussen ~ Neuschwanstein (inside visit) ~
Scenic Alpenstrasse ~ Lucerne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新天鵝堡，此堡建造得優美古雅，迪
士尼樂園的仙境古堡亦以它為設計藍本。抵達後，特別
安排轉乘坐當地專線巴士登上古堡山後的瑪利茵橋，一
睹古堡全景外，更安排參觀古堡，堡外平台用作夜觀星
象，仿如華格納所編歌劇，充滿詩情畫意(註：如遇古堡
假期休息，行程將會取消，不作任何補償)。午餐自備於
城堡山下當地餐廳。餐後，驅車前往瑞士，取道景色彷
如世外桃源般的鄉間小路，穿梭於阿爾卑斯山脈下的原
野上，偶見殘留著中世紀風韻的村落，廣闊的原野上湖
泊如藍寶石，山坡上長滿青草黃花，牧歌似的怡人景色
教人忘卻繁囂。直趨湖畔名城~琉森。抵達後參觀琉森市
的標誌「垂死的獅子」石雕，這個為紀念英勇的瑞士軍
人而刻的石雕，栩栩如生，充份表達臨危護主的捨己精
神，繼而團友可自由選購著名之瑞士名錶、巧克力及糖
果等。亦可選擇自費乘船暢遊琉森湖，享受瑞士的湖光
山色。晚餐於當地餐廳。
(早/晚餐)
住宿：Astoria Hotel 或同級
A guided visit inside the Neuschwanstein castle will be arranged
(subject to Castle's schedule). In the afternoon, all will proceed
along the Alpine route with an amazing scenery to Lucerne.
Upon arrival, a visit will be paid to the Lion Monument and shops
before hotel check-in.
(B/D)

琉森 - 鐵力士大雪山 - 米蘭(自由購物)
Lucerne ~ Mt. Titlis ~ Milan (Shopping)
自助式早餐後，沿湖邊公路，穿過崇山峻嶺，飽覽琉森
湖全境而抵達渡假勝地，轉乘新型 360 度旋轉吊車登上
海拔一萬呎高的鐵力士大雪山。從碧綠的山峰到白雪皚
皚終年積雪的山峰，為當地最著名之滑雪勝地。路上山
頂平台舉目四盼，阿爾卑斯山脈群山環列，氣勢萬千。
團友更可遊覽山上之獨特冰洞。午餐自備於山頂餐廳。
稍後於指定時間集合，驅車前往意大利時裝中心~米蘭。
抵達後途經著名的米蘭大教堂及艾曼奴拱廊後團友可自
由購物至晚上七時許。米蘭時裝及各式時尚物品，深受
旅客歡迎。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NH Fiera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A revolving lift will take all to Mt Titlis for a magnificent view of the
morning mountain. Shopping in Milan after visiting the Cathedral will
be the highlight in the afternoon. Dinner will be served after 7 pm.
(B/D)

米蘭 - 摩納哥(市內觀光) - 蒙地卡羅 - 尼斯
Milan ~ Monaco (City Tour) ~ Monte Carlo ~
Nice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由意大利沿海岸前往賭國~摩納哥。
沿途欣賞迷人之景色。抵達後，參觀摩納哥王宮廣場，
廣場四周陳列著路易十四年代所鑄的炮台，而廣場上可
遠眺整個蒙地卡羅海灣，美不勝收。稍後往蒙地卡羅賭
場，各團友可藉此機會一試運氣或自由購物。午餐自備。
下午前往法國南部著名渡假勝地~尼斯。於尼斯藍色海灘
上，欣賞地中海之景色，並享受海風送爽，悠閒寫意之
感覺。晚餐於極富情調的當地餐廳，品嚐地道法式晚膳
配正宗法國蝸牛。
(早/晚餐)
住宿：NH Hotel 或同級
Coach to Monaco where the Royal Square and the world-renowned
casino in Monto Carlo will record the footsteps of all. Continne to
Nice in the afternoon. A leisurely walk along the beach will be
followed by a typical French dinner with escargot in a local
restaurant.
(B/D)

尼斯 -(TGV 火車)- 巴黎(百貨公司區購物 /
夜遊蒙巴納斯大樓及船河)
Nice ~ (TGV Train) ~ Paris (Shopping/Night
Tour/Montparnasse Tower & Cruise)

自助式早餐後，乘坐現今歐洲最快速之 TGV 火車前往巴
黎，午餐自備於火車餐卡內。抵達後前往購物區，選購
心愛物品，專享退稅優惠。或可由領隊代安排自費參觀
羅浮宮博物館。晚餐於中國餐館。餐後觀賞巴黎之夜景，
包括乘船漫遊優美的塞納河及安排團友登上蒙巴納斯大
樓欣賞這璀璨耀目之夜巴黎。燈下宏偉之凱旋門、協和
廣場都是觀賞之列。
(早/晚餐)
住宿：Novotel La Defence Hotel 或同級
On board the TGV train, all will proceed directly to Paris. Shopping
upon arrival until dinner. During the night tour, all will enjoy a boat
ride on the River La Seine, and from the 56 floor observation desk at
Montparnasse Tower, all can view the sparkling Paris at night. (B/D)

凡爾賽宮殿花園 - 巴黎(市內觀光)
Versailles Gardens ~ Paris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餐後前往凡爾塞宮，參觀著名之御花園。
面積廣闊，佔地共 540 公頃，園林均精心設計，噴泉處
處，雕像栩栩如生，散步其中，令人心曠神怡。及後返
回巴黎。午餐於中國餐館。餐後開始巴黎觀光，途經聖
母院，欣賞以色彩斑爛玫瑰花窗，歌德式飛楔設計之雄
偉外形。稍後抵達協和廣場，此乃昔日法國大革命，無
數皇室及貴族斷頭之地，現今廣場上的大噴泉及三仟多
年歷史的埃及方尖碑，宏大具氣派。繼往巴黎巨人艾菲
爾鐵塔拍攝外貌，壯觀浩瀚之凱旋門及充滿現代氣色之
香榭麗舍大道等。然後往著名之購物區，繼續選購精美
禮品。是日晚餐由領隊提供特色之法國地道菜，團友可
自費品嚐。晚上更可自費參觀視聽之娛的夜總會節目。
住宿：Novotel La Defence Hotel 或同級
(早/午餐)
A visit will be paid to the Versailles Gardens in the morning.
Afternoon tour will pass Notre Dame Cathedral, Champs Elysses,
Arc de Triumphe, Eiffel Tower, etc. In the evening, an optional choice
to enjoy the glamour of a Parisian Cabaret and an authentic French
dinner is available.
(B/L)

12 天閃亮之旅

( ESL12 )

參加 12 天閃亮之旅之團友，於第 12 天享用自助式早餐後，
於指定時間，專車送往機場，乘航機飛返原居地。
(早餐)
For 12-day tour member, we will arrange departure transfer on Day 12
for you at designated time and wish you a pleasant homeward flight.(B)

巴黎 - 布魯日(市內觀光) - 滑鐵盧 - 布魯
塞爾(市內觀光)
Paris ~ Brugge (City Tour) ~ Waterloo ~
Brussels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告別巴黎，乘車前往比利時的古都，素有
「小威尼斯」之稱的布魯日，它是今日歐洲遊覽勝地，
也是近來浪漫的觀光客趨之若騖之地，並巳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抵達後遊覽市標的 Belfort 鐘樓、廣場、市政府
及聖血禮拜堂。午餐自備。下午前往拿破崙慘遭失敗命
運的～滑鐵盧古戰場，此地是 1815 年 6 月英、法兩軍對
峙時，英國威靈頓將軍率領的軍隊之据點。然後抵達比
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參觀市中心的哥德式大廣場，連
法國大文豪雨果也稱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更不能錯
過全世界人民竉愛的撒尿小童。晚餐於中國餐館 (8 餸 1
湯)。
(早/晚餐)
住宿：Courtyard Hotel 或同級

Coach to Brugge, Belgium. Basilica of the Holy Blood and Bell
Tower are all included in the itinerary. After a brief stop for phototaking at Waterloo, the battlefield where Napolean was defeated,
proceed to Brussels for the city tour including the Grand Place,
Manneken Pis, etc.
(B/D)

布魯塞爾 - 新士堅斯風車村 - 阿姆斯
特丹(市內觀光) - 玻璃船河
Brussels ~ Zaanse Schans ~ Amsterdam
(City Tour) ~ Canal Cruise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午餐自
備。餐後前往新士堅斯風車村，傳統的風車於河畔一字
排開，彷如走進 18 世紀荷蘭的鄉村，更可順道參觀木屐
及芝士工作坊。繼而乘坐特備玻璃船遊覽阿姆斯特丹運
河。稍後前往參觀鑽石切割工場，其鑽石打磨及切割方
法。技術精巧細緻，團友必定大開眼界。晚餐於中國餐
館 (8 餸 1 湯)。
(早/晚餐)
住宿：Novotel Hotel 或同級
Coach to Zaanse Schans to visit cheese/wooden shoes making
factories and view windmills. Later on, proceed to Amsterdam for a
canal cruise in a boat with glass roof, followed by a visit to a diamond
cutting factory.
(B/D)

14 天閃亮之旅

( ESL14 )

參加 14 天閃亮之旅之團友，於第 14 天享用自助式早餐後，
於指定時間專車送往機場，乘航機飛返原居地。 (早餐)
For 14-day tour member, we will arrange departure transfer on Day
14 at designated time and wish you a pleasant homeward flight. (B)

阿姆斯特丹  倫敦(市內觀光) - 大英
博物館
Amsterdam  London (City Tour) ~
British Museum
早餐後，獨家安排乘航機飛往英國首都～倫敦，行程倍
感舒適及增加觀光時間。抵達後送往唐人街。午餐自備。
餐後遊覽市中心的查法加廣場，納爾遜將軍銅像屹立於
其中，繼往莊嚴宏偉的國會大廈及舉世知名的大笨鐘，
途經遊人如鯽的碧加德里廣場，歷代英皇加冕所在地西
敏寺，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報館林立的艦隊街等名勝。
再往泰晤士河畔的倫敦城堡，歷史悠久的塔橋及著名的
白金漢宮，而聖保羅大教堂更為 1981 年查理斯王子舉行
大婚的地方。遊畢前往收藏品豐富的大英博物館參觀，
由專業導遊講解館內收藏，從古埃及的木乃伊、希臘黃
金時期的雕塑至中國古代的印章飾物等，琳瑯滿目，定
能讓各團有大開眼界，特別安排中式歡送晚宴配燒鴨全
隻。
(早/晚餐)
住宿：The Tower Hotel 或同級
Arrive in London by flight in the morning and proceed immediately
to town. The afternoon city tour will includ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Big Ben, Trafalgar Square, China Town, Buckingham
Palace, British Museum, etc.
(B/D)

倫敦購物  原居地
London (Shopping)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後，團友可悠閒購物或參加溫莎古堡觀光節
目。或於指定時間乘車有酒送往機場飛返原居地 (早餐)
Enjoy shopping in London or join an optional tour to Windsor Castle
in the morning. At the time specified, we will arrange transfer from
the hotel to the airport.
(B)
註一: 如選擇參加自費溫莎古堡節目，務必安排離開倫
敦航班時間於下午兩點後。
Note 1: For those joining the optional tour to Windsor Castle,
please arrange the flight departure after 2 pm.
註二: 如早上航班離開，本公司將安排專車接往機場。
Note 2: For those departing in the morning, we will provide
transfers by private car/van from the hotel to the airport.

特約旅行社
Travel Ag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