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Alps & Mediterranean Coast 18 Days

雪峰绵延名城18天
东欧宝瑰捷克：金色之城布拉格、嘉斯登古堡、维也纳...；温泉国度匈牙利：多瑙河明珠布达佩斯；世界花园瑞
士：风光如画琉森市、铁力士大雪山、莱茵河瀑布；意大利六大城市：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比萨、
维罗纳；梵蒂冈：天主教圣地、全球第一大教堂；法国：浪漫花都巴黎、金碧辉煌凡尔赛

费用说明

$2049

成人团费 | $2049;单房差:$1080;单拼房:$200
小孩团费 | 2-11岁减$150(不占床)

巴黎周三、四、六出发

费用包含与不含
费用包含 | 酒店：3星酒店标准房(双人房)
交通：免费接机时间为7am-10pm，送机时间为11am-11pm。及冷气豪华巴士服务
膳食：行程表所列明的早餐(B=欧陆式早餐)
导游：华语或英文专业导游
费用不含 | 机票：国际航班机票及其产生的燃油税和机场税
签证：旅游证件及签证费用
游览税: 行程所涉及的城市游览税、住宿税等(于当地支付)
自费项目：行程可能涉及的自费项目及午和晚餐
保险：建议购买各种旅游保险，以确保您的个人利益
小费：当地导游、司机及华借领队(5欧元/人/天)之小费

行程简介
出发日期 | 巴黎周三、四、六出发
重要事项 | 本产品不设三人间，敬请谅解

第一天

抵达巴黎

行程 | 到达机场后前往酒店，当天自由活动(免费接机时间为7am-10pm)。

第二天

巴黎 > 凡尔赛 >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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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展开巴黎市内名胜游览节目：代表着法国民族精神之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香榭丽舍大道Champs
Élysées、昔日大革命时代断头台所在地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拿破仑之墓Tomb of
Napoleon及伤残军人之家L'Hôtel National des Invalides，尚有历两世纪才建成之圣母院和「巴黎巨人」
艾菲尔铁塔the Eiffel Tower。下午前往巴黎市郊参观在17世纪名噪一时的皇宫「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其中园圃殿阁，穷奢极侈。游罢返回巴黎，晚膳后返回酒店休息。 (团友晚膳后欲欣赏巴黎夜景
，领队定当乐意额外安排)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三天

巴黎

行程 | 酒店早餐后，前往参观罗浮宫博物馆Louvre Museums，观赏镇宫三宝，包括：达芬奇的名画蒙罗丽沙、雕
像维纳斯女神、胜利女神。前往巴黎歌剧院Palais Garnier；午餐后送往巴黎购物心脏地带，余下时间可自由
活动free of leisure。 (有兴趣前往夜总会观赏精彩华丽歌舞表演，领队当乐意为您安排)。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四天

巴黎 > 琉森 > 苏黎世

行程 | 早上前往瑞士，越境后开往瑞士中部著名城市琉森，晚宿于琉森或邻近城市。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五天

苏黎世 > 莱茵河瀑布 > 滴的斯湖 > 法兰克福

行程 | 酒店早餐后前往瑞士第一大城市金融中心苏黎世，前往莎夫豪森市观赏气势浩瀚的莱茵河瀑布Lake
Zurich，是西欧最大的瀑布。游罢经瑞士山路进入德国黑森林地区Black Forest，抵达黑森林地区著名的山
中湖滴的斯湖，是咕咕钟的生产地，如有兴趣可安排专人介绍咕咕钟的制造过程；而于湖边餐厅享受一顿丰
富的猪手午餐或品尝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游罢往法兰克福。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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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法兰克福 > 布拉格

行程 | 前往捷克首府布拉格，下午越境进入捷克，黄昏安抵位于伏尔泰河畔有中世纪宝石美誉的东欧古都布拉格
，被称为金色之城；当晚住宿于布拉格。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七天

布拉格 > 布拉提斯瓦

行程 | 酒店早餐后参观建于山丘上的嘉斯登古堡Jia Sideng Castle、政府大楼、圣维特斯大教堂St. Vitus
Cathedral；游览昔日金匠汇聚专制黄金饰物而闻名的”黄金小径”Golden Lane ，途经查理士大桥Charles
Bridge跨过伏尔泰河到达旧市中心，市政厅钟楼上Old Town Square with its Astronomical Clock有数百
年历史的天文古钟和十二使徒肖像。下午前往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提斯瓦游覧旧城区，圣马丁教堂St
Martin Church；当晚住宿于布拉提斯瓦。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八天

布拉提斯瓦 > 布达佩斯

行程 | 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游览被多瑙河分割为二的城市，河之西岸称为布达，东岸称为佩斯，游览名胜包
括庆祝建国之英雄广场Heroes Square，欣赏千年纪念碑Millennium Monument、马札尔酋长雕像
Magyar Emirates Statue、国会大厦the Parliament、伊莉莎伯大桥Elizabeth Bridge、渔夫城堡
Fisherman's Bastion、历代匈牙利国王加冕的马提亚教堂Matthias Church、从堡垒山的解放纪念碑
Liberation Monument俯瞰布达佩斯全景；您可自费参加多瑙河船游*Danube River Cruise*(at your own
expense)晚住宿于布达佩斯。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九天

布达佩斯 >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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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游览逊布伦宫Schonbrunn Palace。随后游览环城大道，两旁全是壮观宏伟的建筑
，新歌德式设计的市政厅City Hall、希腊神殿式设计的国会大厦the Parliament、霍夫堡皇宫Hofburg
Palace、英雄广场、国立歌剧院Opera House、市立公园Stadtpark可追忆华尔兹大王小约翰斯特劳斯传奇
的生平事迹，瞻仰其雕像；市中心的圣使提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及繁华热闹的行人购物区
Glamorous Boutiques更是游客必到之处。是晚住宿于维也纳或邻近城市。 (若有兴趣可由领队安排自费欣
赏华尔兹音乐曲舞表演晚会。)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天

维也纳 > 萨尔斯堡 > 慕尼黑

行程 | 前往景色秀丽阿尔卑斯山的北麓古城萨尔斯堡，是音乐神童莫札特Mozarts House的诞生地，此城由三座小
山环抱着，著名卖座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其外景就是在这片青山翠峦湖光水色的仙境拍摄，游览萨城旧
城区Old Town。游罢直接驱车前往慕尼黑，不设游览。晚住宿于慕尼黑或邻近城市。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一天

慕尼黑 > 铁力士雪山 > 琉森

行程 | 酒店早餐后直驱有世界花园之称的瑞士，往瑞士中部进发，游览大雪山，穿越崇山峻岭前往英格堡山区，抵
步后转乘旋转登山缆车，登上海拔三千米高并全年积雪的「铁力士峰」Mt Titlis，经过四十五分钟缆车程到
达大雪山顶，即往冰洞Ice Cave参观，继往赏雪台漫步；团友可于山顶餐厅享用午餐。转赴风景如画的琉森
市，游览雕刻在峭壁上的著名狮子纪念碑Lion Monument，也可到古雅小街逛游，并往钟表店选择瑞士名
表Swiss Watches；晚住宿于琉森或邻近城市。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二天

琉森 > 米兰 > 威尼斯

行程 | 酒店早餐后前往时尚之都米兰，游览多奥莫广场the gothic Duomo、维多利亚伊曼纽二世商店街century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巨大的拱形建筑和玻璃闪闪生辉的天花板，富丽堂煌，多奥莫大教堂，规模
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极具观光价值；游罢前往威尼斯，晚宿于威尼斯或邻近城市。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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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三天

威尼斯 > 罗马

行程 | 起程赴有「水都」美誉之威尼斯。乘水上的士前往圣马可广场San Marco Square，游览充满拜占庭色彩的
圣马可教堂，连接宫殿和监狱的叹息桥The Bridge of Sighs、昔日最繁忙的大运河Grand Canal及充满特色
的购物小巷，更可自费乘坐地道特式贡多拉平底船*Condola Cruise*(own expense)，畅游于运河间欣赏水
都风光，稍后前往著名玻璃工艺厂Murano glass-blowing，参观威尼斯数百年历吏制玻璃工艺的过程；下
午前往意大利首府罗马，晚宿于罗马或邻近城市。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四天

罗马 > 梵蒂冈城 > 阿雷素

行程 | 游览罗马名胜包括：斗兽场The Coloseum、凯旋门The Arch of Constantine、宏伟庄观的统一纪念馆及有
许愿泉之称的德维雷喷泉Trevi Fountain；游览罗马城中之国梵帝冈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参观全球第一大
教堂-圣彼德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艺术家结晶历时120载才建造而成，大教堂圆顶结构完美，广场气
势宏伟庄严令人叹为观止；下午前往被誉为文化摇篮的佛罗伦萨。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五天

阿雷素 > 佛罗伦萨 > 比萨 > 热那亚

行程 | 游览佛罗伦萨山丘上的米高安哲奴广场Piazzale Michelangelo，俯览佛伦萨全貌；游览市内名胜包括：建于
13世纪全球第三大教堂的圣母无原罪之花教堂及安奴河上中世纪黄金交易处之拱桥the Ponte Vecchio、安
葬意大利名人米高安哲奴、达文西及著名物理学家咖里略的圣十字教堂Basilica of Santa Croce。可会到皮
革公司选购实用的皮革制成品Leather Factory。下午前往比萨，游览比萨斜塔Leaning Tower，参观建于九
百年前用白色云石建造的比萨大教堂Duomo及洗礼堂Baptisery。游罢前往港口城市热那亚，是晚住宿热那
亚或邻近城市。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六天

热那亚 > 蒙地卡罗 > 尼斯 > 康城(嘎纳) > 阿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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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朝法国南部蔚蓝海岸进发，中午时抵小国摩纳哥(蒙地卡罗)。游览摩纳哥皇宫Grand Palace。转赴尼斯，游
览天使海湾及英人漫步大道；随后转赴以举办影展而闻名于世的康城(嘎纳)，到影展举办场地拍照留念，印
满手印的石板大道更见证扬威国际巨星在康城留下的风采。参观香水制造厂Fragonard Perfume
Factory；下午离开蔚蓝海岸朝普罗旺斯方向，是晚住宿于阿维农或邻近城市。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七天

阿维农 > 巴黎

行程 | 酒店早餐后，旅游车沿高速公路直指巴黎，预料黄昏时份安抵花都。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住宿 | 3星酒店标准房

第十八天

巴黎

行程 | 酒店早餐后，统一送往机场。
用餐 | 欧陆式早餐

预定条款
1.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包括但不僅限於天氣、罷工、停航、政局、戰爭、災難等原因)，本公司有權在啟程前或啟程後取消或更改行
程，也有權縮短或延長行程，並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如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個人原因，而更改行程或滯留，所產生的一切
費用由旅客自行負責，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有見及此，本公司強烈建議旅客儘早購買足夠的旅遊保險以備不時之需。旅客在旅
途中的安全由各交通、酒店、景點、船公司等具體運營商直接負責，與本公司無涉。如在旅途、行程中遇上任何事故，而導致損失
或傷亡，請恕本公司概不負責。
2.本公司保留拼團的權力，凡拼團之中的旅客萬一因航班延遲或其他原因無法於原定時間抵達旅程出發點，則請自行解決交通以與
團體匯合。行程順序將由司乘服務人員根據當天實際情況具體調整，恕不另行通知。旅客請聽從司乘服務人員的安排，由旅客個人
行為所引致損失的一切後果由旅客個人負責。
3.如需本公司代訂自費項目，請於出發前15個工作日清晰指示本公司客服人員預訂並付清全款。
4.如旅客參加的行程涉及酒店或其他住宿預訂，請留意本公司不負責配房，凡因單人報團則需付單人房費；同時請留意每逢旺季、
體育或民間盛會等時段則不同酒店均有不同程度的加價費用，敬請書面確認具體團費。除非額外書面確認，本公司不會為個別旅客
預訂特殊房型，所有房型由酒店或住宿運營商按入住當日具體分配，如旅客不滿意所分配的房型請自行付費解決。
5.澳洲境內所有酒店均設無菸禁令，凡旅客在房間、衛生間、酒店公眾區間吸煙將被酒店收取高額罰款。取消條款：1.出發30 日前
扣團費50% 2.不足30 天取消行程，團費100%概不退還 3.所有代訂機票不能作任何形式更改、不作任何退款處理 4.出發當天遲

European Alps & Mediterranean Coast 18 Days

雪峰绵延名城18天
东欧宝瑰捷克：金色之城布拉格、嘉斯登古堡、维也纳...；温泉国度匈牙利：多瑙河明珠布达佩斯；世界花园瑞
士：风光如画琉森市、铁力士大雪山、莱茵河瀑布；意大利六大城市：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比萨、
维罗纳；梵蒂冈：天主教圣地、全球第一大教堂；法国：浪漫花都巴黎、金碧辉煌凡尔赛

到或未到者，團費100%概不退還
Under an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our prior to or after the date of
departure and the right to adjust/change the schedule of the tour.
Tour operator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all tours on this
brochure. Tour operator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the tour operator has no control.
Travel insurance is NOT included. We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passengers have their own travel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 injury, loss/damage to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not being able to travel on the confirmed departure date. Full
fare is required for booking.
Cancellation fee: 50% of fare if you cancel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No refund if you cancel less than 30 days
depar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