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2023年  出發日期   

11月 13, 20, 27 

12月  11, ★25  

1月 01, 15 

2月 12 

3月 12, 19, 26  

  
  

團號 
成人團費＋機票 (包燃油費及稅)   

單人房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服務費 
西岸 West Coast 東岸 East Coast 

EES8 3099 2999 699 ★300 €80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成人計算，小童(2至11嵗)不佔床為成人費用 90%；佔床與成人價相同。        團費含來回機票(包燃油費及稅)，正確數目須於出

票日方能作準。      價格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團將以中英雙語講解。 

西岸 出發城市: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出發城市: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其他城市出發費用，歡迎聯絡查詢。) 

 

暢遊：法國、盧森堡、德國、荷蘭、比利時、英國 (6國 7城市) 

獨家安排  

法    國 ~ 巴黎享用法式晚餐 

德 國 ~ 萊茵河區享用德式烤豬手晚餐 

荷 蘭 ~ 阿姆斯特丹參觀新士堅斯風車村 

英 國 ~ 倫敦享用港式點心午餐 

              ~ 中式晚餐配燒鴨全隻(8 餸 1 湯) 

歐洲之星列車 ~ 由布魯塞爾至倫敦 

中式膳食(8 餸 1 湯)  

            ~ 法國 ~ 巴黎;荷蘭 ~ 阿姆斯特丹  

美元(每位) 

75 

35 

14 

22 

36 

120 

 

44 

完美配搭 

★獨具法國風情山崗~蒙瑪特 

★德國萊茵河兩岸怡人景色 

★巴黎及倫敦各住宿兩個晚上 

★四款地道特色餐 

團費已包總值 USD 346 (PP) 
 

 
 

原居地   巴黎 

Home City  Paris 
是日乘搭豪華客機飛往法國首都—巴黎。 

 
巴黎 (羅浮皇宮博物館 - 蒙瑪特山崗) 

Paris (Lourve Museum – Montmartre 
Hill) 

航機於是日抵達巴黎。下午開始遊覽，乘專

車前往法國著名博物館~羅浮皇宮，特別安

排入場參觀，館內珍藏無數，如達文西作品

「蒙羅麗莎的微笑」、希臘出土的「勝利女

神和維納斯女神像」、古埃及的獅身人像等，

必定能令你增廣見聞。繼後前往卡通藝術家

天堂蒙瑪特山崗，許多未成名畫家集於此地

替遊客寫生，而聖心教堂又名白教堂聳立於

山崗上好像照耀整個花都巴黎的浪漫。繼而

領隊可代安排自費乘船暢遊塞納河，兩岸美

景盡入眼簾。晚餐於法國餐館品嚐法國蝸牛、

法式主菜、水果批及法國紅酒。   (晚餐)  

住宿：Mercure Ivry Hotel或同級    
 



巴黎 (市內觀光 ) - 自由活動 

Paris (City Tour) - At Leisure 
自助式早餐後開始巴黎觀光，先往協和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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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 1889年世界博覽會而建

的艾菲爾鐵塔拍攝留念。遊畢，途經拿破崙

墓碑直達壯觀浩瀚的凱旋門及充滿現代和浪

漫氣氛的香榭麗舍大道。午餐於中國餐館(8 

餸 1 湯) 。餐後自由活動，方便購物或參加

自費節目凡爾塞皇宮及其御花園。晚上更可

自費參觀極視聽之娛的夜總會節目。晚餐自

備。   (早/午餐) 

住宿：Mercure Ivry Hotel或同級    

 

 
 

巴黎 - 盧森堡 -萊茵河區 

Paris - Luxembourg - Rhine Region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歐洲小國盧森堡，

抵達後前往憲法廣場欣賞兩岸景色及亞道爾

夫大橋，及後往市中心行人專用區購物，午

膳自備於途中餐廳。遊罷驅車前往德國境內

的萊茵河，兩岸遍植葡萄，風景怡人。拍照

後前往酒店休息。晚餐於地道餐廳，品嚐傳

統德國烤豬手。   (早/晚餐) 

住宿：Intercity Hotel或同級 

 
萊茵河區 - 新士堅斯風車村  -  

阿姆斯特丹(市內觀光) - 玻璃船河 

Rhine Reg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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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道參觀木屐及芝士工作坊。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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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斯特丹 - 布魯塞爾 (市內觀光) 

 乘歐洲之星倫敦 

Amsterdam -  Brussels (City Tour)  

Euro Star Train  London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素有「小巴黎」之

稱的布魯塞爾，前往拍攝當年萬國博覽會之

象徵原子模型塔，再往市中心參觀哥德式的

大廣場，廣場內雄偉的市政廳、國王之家及

中世紀的商業行會，連法國大文豪雨果也稱

讚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再往被稱作「最

古老的市民」的「撒尿小孩」銅像。下午稍

後驅車前往火車站轉乘歐洲之星列車前往英

國首都～倫敦。晚餐特別安排中式晚宴配燒

鴨全隻(8 餸 1 湯)。   (早/晚餐) 

住宿：The Tower Hotel或同級 

 

倫敦 (市內觀光) - 御林軍換兵儀式 

-自由活動 

London (City Tour) - Changing of 
Guards - At Leisure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遊覽市中心的查法加廣

場，納爾遜將軍鋼像屹立於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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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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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堡及歷史悠久的塔橋，而聖保羅大教堂更

為 1981年查理斯王子舉行大婚的地方。及後

往著名的白金漢宮觀看傳統御林軍換兵儀式。

(註：如當天沒有換兵儀式，行程將會取消，

本公司不作任何補償。)午餐於中國餐館享用

港式點心美食，下午可自費參觀大英博物館

及倫敦塔或於著名的麗晶／牛津街或武士橋

區購物。晚餐自備。   (早/午餐) 

住宿：The Tower Hotel或同級    

 

 
 

倫敦 原居地 

London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後，於指定時間乘車往機場飛返

原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洲旅行團章

程。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October 3,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