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Cultural Day Tour

欧洲文化色彩一日游
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捷克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费用说明

$129

成人团费 | $129

多种不同出发地点与时间

费用包含与不含
费用包含 | • 全程往返交通接送(9座位或以上旅游车)
• 中文导游
费用不含 | • 景点门票及餐费
• 小费(每位€ 4 / 成人及小童同价)
• 各类保险、旅游证件、签证费用(如有需要，本公司可提供相关数据)一切不在[团费包含]所列
• 在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之情况下，如罢工及交通延误，而引发之额外支出

行程简介
出发日期 | 多种不同出发地点与时间
重要事项 | • 请至少提前15分钟抵达集合地点，逾时不候，团费不获发还
• 详细条款细则及责任问题，以本公司资料为准

巴黎出发Departs Paris
行程 | 巴黎歌剧院
地点﹕Place Jacques Rouché, 75009 Paris, France
巴黎歌剧院“正门”前 Main Entrance

★鲁昂、勒阿弗尔一天游Rouen & Le Havre｜每星期一、星期五，早上09:00★

European Cultural Day Tour

欧洲文化色彩一日游
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捷克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行程 | 【巴黎Paris > 鲁昂Rouen > 勒阿弗尔Le Havre > 巴黎Paris(434公里)】
• 鲁昂圣母院：蕴含了丰富饮食文化的诺曼第地区的首府，更为法国史上的一位女圣徒；她带领法国军队对
抗英军的入侵。浏览鲁昂圣母院，歌德建筑的外观，繁复的美丽造型。
• 玛律洛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Malraux)(€5.00) ：它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勒阿弗尔海港傍，是法国
国内仅次于巴黎印象派画作收藏最丰富的美术馆，这裹可以欣赏印象派大师- 莫奈及雷诺阿的杰作。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巴黎」结束行程。

★法国古堡卢瓦尔河谷一天游 Loire Valley Chambord, Chenonceau｜每星期二、星期六，早上
09:00★
行程 | 【巴黎Paris > 香波古堡Chambord > 雪侬梭古堡Chenonceau > 巴黎Paris(475公里)】
• 卢瓦尔河：全长1,012公里，是法国最美丽的第一大河。河谷两岸有闻名世界的卢瓦尔城堡群及葡萄种植园
，有"法国花园"之美称。卢瓦尔河谷城堡，有很多巳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名录。
• 香波堡(€11.00)：有「堡王」称誉的香波堡，是卢瓦尔河谷城堡群中最大的一个古堡，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
世为炫耀皇权及国势在1519年下令兴建的狩猎行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艺术和建筑风格传入法国
，191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雪侬梭古堡(€13.00)：有「堡后」之称的雪侬梭古堡浏覧，横跨卢瓦尔河支流希尔河河面而建的雪侬梭古堡
，享利二世将城堡送给情妇，自始雪侬梭古堡的堡主均为女性，先后有王后、宠妃和贵妇人在这里居住过。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巴黎」结束行程。

★圣米歇尔山一天游Mont Saint Michel｜每星期三、星期日，早上08:00★
行程 | 【巴黎Paris > 圣米歇尔山Mont Saint Michel > 巴黎Paris(700公里)】
• 圣米歇尔山：小岛呈圆锥形，是天主教第三大圣地，经常被大片沙岸包围，仅退潮时才成岛，美如海上的
仙山。
• 圣米歇尔山修道院(€9.00)：山上有座用花岗岩建成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始建于西元708年，经过八个世
纪直到16世纪才完成。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 下午16:30回程，预计晚上20:00左右返抵巴黎结束行程。

★枫丹白露、吉维尼、巴比松艺术村一天游Fontainebleau Giverny & Barbizon Vil｜每星期四 ，早
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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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巴黎Paris > 吉维尼Giverny >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 > 巴比松Barbizon > 巴黎Paris(285公里)】
• 吉维尼：这小镇因拥有印象派画家的先驱者克劳德莫奈(ClaudeMonet)的故居(€ 9.50)及唯美的莫奈花园。
• 枫丹白露：十二世纪法王路易七世开始在此修建城堡、后经歴代君王扩建和装饰，最终枫丹白露(€11.00)成
为一座富丽堂皇的行宫。 1814年，拿破仑被迫在这里签字让位，并对其近卫军团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
• 巴比松艺术村：巴比松画派的诞生地，十九世纪这里迷人的风景和纯朴的民风吸引了画家来这里写生，后
来几乎成为一条画家村，巴比松画派活跃于十九世纪30至40年代，小小的村落有多家餐厅、画廊和旅馆，深
入巷子里，是一大片蓊郁的森林，风景优美。
• 下午17: 00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巴黎」结束行程。

伦敦出发Departs London
行程 | 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 (欧洲之星火车站)
地点﹕Pancras Road, NW1 2QP London, UK
大堂内星巴克咖啡室门前 Starbucks Coffee Shop by station hall

★温莎城堡、牛津大学城一天游Windsor Castle & Oxford｜每星期一、星期五，早上09:00★
行程 | 【伦敦London > 温莎Windsor > 牛津Oxford > 伦敦London(210公里)】
• 温莎城堡(￡19.20)：城堡内收藏着英国王室无数的珍宝，包括达芬奇、鲁本斯、伦勃朗等大师的作品及自
中世纪的家具和装饰品等。温莎城堡也是国王为皇族、贵族等颁发爵位和封号的地方。
• 牛津城(￡2)：因世界一流学府的地位而闻名，及遍布各处的古迹，千多年历史的牛津城是英国皇族和学者
的摇篮。
• 下午17:3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伦敦」结束行程。

★巨石阵、巴斯一天游Stonehenge & Bath｜每星期二、星期六，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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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伦敦London > 巴斯Bath > 巨石阵Stonehenge > 伦敦London(375公里)】
• 巴斯:英文中的意思是「洗浴」。罗马人最早在这兴建了庞大的浴场,如今的古浴场遗址(£14.00)是英国古罗
马时代的遗迹。皇家新月楼是巴斯最有气势的大型古建筑群,道路与房屋都排列成新月弧形,尽显高雅贵族风范
,被誉为英国最高贵的街道。
• 巨石阵(£14.50):世界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建筑遗迹,距离伦敦大约130公里一个叫做埃姆斯伯里的地方建造
,起因和方法至今在考古界仍是个不解之谜﹔巨石阵也叫做圆形石林,由几十块巨大的石头组成,每块约重50 吨
,其中一些石块足有6 米高。
• 下午16:3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伦敦」结束行程。

★威尔特郡、外星人不解之谜一天游Wiltshire UFO Unexplained Mystery｜每星期三、星期日，早
上09:00★
行程 | 【伦敦London > 威尔特郡Wiltshire > 查希尔白马石刻Cherhill White Horse(5公里) > 西尔布利山Silbury
Hill > 伦敦London(329公里)】
• 威尔特郡：是英国麦田圈最喜欢拜访的地区，它具有白垩(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地质特征，这地质被认为具有
「能量线」，这郡有众多史前遗迹，也是报导中UFO目击事件最多的地区。
• 查希尔白马石刻：白马山下的麦田中每年均出现麦田圈，人们猜测这些神秘图形也许和古代遗迹有某种联
系。于绿油油的小山上，出现了一匹白马，它是在1780年由Dr Christopher Alsop雕刻完成的，他将粉笔山
的表层直接剥离，打造了这样一个长67米宽50米的白马造型。
• 西尔布利山：是欧洲最大的人造土山，建于西元前2500年，这座土山高30米，宽160米，据估计大约需要
400万个公时才能建成，需耗费50万吨原料，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伦敦」结束行程。

★丘吉尔庄园、科茨沃尔德一天游Blenheim Palace & Cotswolds｜每星期四 ，早上09:00★
行程 | 【伦敦London > 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 > 科茨沃尔德Cotswolds > 伦敦London(275公里)】
• 布伦海姆宫(￡13.80)：此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亦是一间巨大且有历史意义的乡间邸宅；它建于1705年至
1722年之间，后因英国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出生于此。
• 科茨沃尔德：被誉为英国最美丽的乡村，其特色是典型古色古香，充满诗情画意的英国小镇风情气氛，而
大明湖畔博尔顿(Borton on the Water)更将英式村庄的风光美景展现得淋漓尽致。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伦敦」结束行程。

European Cultural Day Tour

欧洲文化色彩一日游
法国 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捷克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罗马出发Departs Rome
行程 | 罗马市中心Termini火车站内
地点﹕Stazione Termini, Via Marsala, 25, 00185 Roma
麦当劳餐厅门前 (McDonalds)

★白露里治奥古城(天空之城)、博赛纳湖一天游Civita di Bagnoregio & Lake Bolsena｜每星期一、
星期五，早上09:00★
行程 | 【罗马Rome > 白露里治奥古城(天空之城)Civita di Bagnoregio > 博赛纳湖Lake Bolsena > 罗马
Rome(278公里)】
• 白露里治奥古城(€1.50)：它建于2500年前，位于山顶，只靠一条狭窄长桥与外界相连，从远处看像一座空
中的城堡，因此被称为「天空之城」，被列为全世界100处濒危地点之一，进城就只有徒步了，所有车辆只
能够停在进桥前的路口，看到少女雕塑，走到城中的房子，仿如荒园颓宅，故称为死城。
• 博赛纳湖：位于义大利中部的湖，海拔高度305米，博赛纳湖呈椭圆形，是火山口爆发而形成的。湖中有两
个岛屿，并有一条通往外部的河流。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罗马」结束行程。

★南意庞贝古城、拿波里一天游Pompei & Naples｜每星期二、星期六，早上08:30★
行程 | 【罗马Rome > 庞贝古城Pompei > 拿波里Naples > 罗马Rome(509公里)】
• 庞贝古城(€13.00)：是一座背山面海的避暑胜地，始建于西元前6世纪，西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
从1748年起考古发掘持续至今，为了解古罗马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古城遗址内，参观昔日
之市政广场、会堂、神庙、体育场、澡堂、旅馆、竞技场及妓院等建筑。
• 拿波里：它具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及美食的意大利南部名城，浏览名胜包括蛋堡、国家考古博物馆、
但丁广场、 保罗圣芳济教堂及翁贝托长廊等。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30左右返抵「罗马」结束行程。

★蒂沃利、千泉宫埃斯特及阿德利亚纳别墅一天游Tivoli, Villa d’ Este & Villa Adriana｜每星期三
、星期日，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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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罗马Rome > 蒂沃利Tivoli > 千泉宫埃斯特别墅Villa d’Este及阿德利亚纳别墅Villa Adriana > 罗马
Rome(71公里)】
• 埃斯特别墅(€9.30)：千泉宫埃斯特别墅内有多处效仿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雕塑的喷泉，包括龙喷泉、风喷
泉、卵形喷泉及百泉之路等，数量多达约500处，是文艺复兴后期具代表性的庭园。
• 阿德利亚纳别墅(€8.00)：哈德良被誉为罗马帝国的五贤帝之一。不同于别的皇帝，哈德良特别喜好在帝国
四境到处游历、探访、考察。
• 下午17:00 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罗马结束行程。

★奥维渥特、佩鲁贾,阿西西一天游Orvieto & Perugia & Assisi｜每星期四，早上09:00★
行程 | 【罗马Rome > 奥维渥特Orvieto > 佩鲁贾Perugia > 阿西西Assisi > 罗马Rome(409公里)】
• 奥维渥特(€6.00)：参观著名的大教堂(€5.00)，建于1290年，此教堂花了三百多年才建成。据说距今约
3000年前的古代伊鲁亚人曾聚居于此，并遗留了他们所兴建之窟洞。
• 佩鲁贾：温布利亚省的首府，是在西元前6世纪左右由古代伊特鲁亚人兴建。这座被牢固的城墙环绕的城塞
都市保留着中世纪优美的街景。
• 阿西西：浏览圣方济各教堂(€2.00)，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兴建于1228年,为纪念伟大圣人圣方济各的
大教堂。上下两座教堂装饰以中世纪后期罗马画派和托斯卡纳画派众多画家所作的壁画，每年来此朝圣者络
绎不绝。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罗马结束行程。

佛罗伦斯出发Departs Florence
行程 | Santa Maria Novella火车站
地点﹕P.zza Stazione, 1, Int. Stazione S.M.N., 50123 Florence
市中心Santa Maria Novella火车站内,16 号月台的麦当劳餐厅门前

★托斯卡尼、安蒂诺里酒庄、The Mall购物城一天游 Antinori Winery & The Mall Outlet｜每星期
一、星期五，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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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佛罗伦斯Florence > 安蒂诺里世家酒庄Antinori > The Mall名牌购物城 > 佛罗伦斯Florence(138公里)】
• 安蒂诺里世家酒庄(€20.00)：自1385年已开始酿酒，酒庄现由皮耶罗.安蒂诺里侯爵及其三位女儿Albiera、
Allegra及Alessia经营。参观其设计独特的酒庄园，专人介绍酿酒过程及品尝美酒。
• The Mall名牌购物城：超过100个国际顶级品牌如Gucci、Fendi、Giorgio Armani、Salvatore
Ferragamo、Burberry、Prada、Valentino及Bally等等。
• 下午17:3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佛罗伦斯结束行程。

★意大利五渔村一天游Cinque Terre in Italy｜每星期二、星期六，早上09:00★
行程 | 【佛罗伦斯Florence > 拉士碧芝La Spezia > 五渔村Cinque Terre > 佛罗伦斯Florence(160公里)】
• 五渔村(€12.00)：由拉士碧芝镇乘火车畅游五渔村，七彩房屋配上蓝天、白云、碧海编织出如梦似诗之图画
。火车穿梭于五乡镇，而其中Manarola 及Riomaggiore有一条小径更称为「情人路」，是情侣旅客不容错
过之地；而Monterosso al Mare是最大的渔村，海滩绵延最长的，是日光浴及戏水之地。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佛罗伦斯结束行程。

★圣吉米尼亚诺、锡耶纳小镇风情一天游San Gimignano & Siena in Tuscany｜每星期三、星期日
，早上09:00★
行程 | 【佛罗伦斯Florence > 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 > 锡耶纳Siena > 佛罗伦斯Florence(170公里)】
• 圣吉米尼亚诺：它有「优美塔城」之称的世界文化遗产中世纪古城，保留着14座不同高度的塔楼，成为此
小城的标记；浏览古城内之主教座堂广场(Piazza Duomo )、水井广场(Piazza Della Cisterna)，广场中央有
座13世纪的八角形古井，而数度获选为全世界最佳雪糕店，更不容错过！
• 锡耶纳(€12.00)：它尽显中世纪的风采及真正影响了中世纪的艺术、建筑和城市的规划之名城；浏览市内名
胜：田野广场、古城区、华丽的大教堂及曼贾塔等。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佛罗伦斯结束行程。

★圣马力诺共和国一天游The Republic of San Marino｜每星期四，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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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佛罗伦斯Florence > 圣马利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an Marino > 佛罗伦斯Florence(480公里)】
• 圣马利诺共和国：是世界第五小的国家，面积仅有61.2平方公里，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位于
意大利半岛东部，整个国家被意大利包围。圣马利诺市依蒂塔诺山坡而建，古堡、教堂、房屋高低错落；城
中最出名是三座城堡，瓜伊塔城堡Rocca Guaita(€4.00)、切斯塔城堡Rocca Cesta及Torra Montale，其中
瓜伊塔城堡是城内的最高堡垒之一，可俯瞰全市美丽景色。市区浏览市政府大楼及自由女神雕像。
• 下午16:3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佛罗伦斯结束行程。

阿姆斯特丹出发Departs Amsterdam
行程 | Park Plaza Victoria酒店
地点﹕Centraal Station-Damrak 1-5 , 1012 LG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对面Park Plaza Victoria酒店门前

★布鲁塞尔、滑铁卢一天游Brussels & Waterloo｜每星期一、星期五，早上09:00★
行程 |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 布鲁塞尔Brussels > 滑铁卢Waterloo >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459公里)】
• 布鲁塞尔：浏览纪念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而兴建的标志「原子球塔」(€12.00)、歌德式市政厅、周
围屹立着许多中世纪建筑的大广场、市政厅、皇宫、及闻名的撒尿小童铜像等，亦可尝试著名的手工巧克力
，比利时人对巧克力的迷恋可说是世界第一。
• 滑铁卢(€19.00)：古朴而宁静，但它的名字却是世界闻名。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率领法军与英国、普
鲁士联军展开激战，法军惨败，拿破仑便退位结束了政治生涯。
• 下午16: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阿姆斯特丹结束行程。

★风车村、沃伦丹一天游Zaanse Schans Volendam｜每星期二、星期六,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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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 风车村Zaanse Schans >沃伦丹Volendam Markeng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309公里)】
• 风车村及芝士厂:位于阿姆斯特丹城以北15公里的桑斯安斯風车村是一座优美秀丽的古老村庄。村内保留着
数座象征荷兰的风车、传统的木屐厂、芝士厂,介绍木屐及芝士的制造过程。
• 沃伦丹:是荷兰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渔村,居民以打鱼维生,这里还保留着荷兰传统的民族服装,村里除了旅游
纪念品店,鱼店,最多的是属打着民族服装招牌的照相馆了。后来荷兰人为抵挡洪水,在北面建起了大堤坝,海湾
变成现时的艾瑟湖。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阿姆斯特丹结束行程。

★阿夫鲁戴克大堤坝、羊角村一天游 Afsluitdijk & Giethoorn｜每星期三、星期日，早上09:00★
行程 |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 阿夫鲁戴克大大坝Afsluitdijk > 羊角村Giethoorn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266公里)】
• 阿夫鲁戴克大堤坝：抵挡海水入侵的大堤坝，长达32km、宽9m、比海平线高7.25m，是荷兰人的骄傲。
从13世纪至今，荷兰土地面积因海水侵蚀减少了56万公顷 。
• 羊角村游船(€15.00)：有「绿色威尼斯」之称，因为水面映射的都是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这里房子的屋
顶都是由芦苇编成，可用40年以上，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阿姆斯特丹结束行程。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波恩、科隆一天游 Nordrhein-Westfalen, Bonn & Cologne｜每星期四
，早上09:00★
行程 |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 波恩Bonn >科隆Cologne >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586公里)】
•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位于德国西部;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州份，也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 波恩：为北威州十大城市之一，前西德首都，有2000年历史的波恩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音乐家贝多
芬于1770年诞生于波恩，1889年将他的故居列为博物馆(€6.00)。
• 科隆：是欧洲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令人难忘的歌德式科隆大教堂(€8.00)，耸立于此七百年，是中世纪欧洲
歌德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歌德教堂建筑。
• 下午16: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阿姆斯特丹结束行程。

法兰克福出发Departs Frankf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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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法兰克福市中心中央火车站
地点﹕Am Hauptbahnhof, 60329 Frankfurt
法兰克福市中心中央火车站正门 Central station(HBF)Main Entrance

★巴顿巴顿温泉镇一天游Baden Baden Spa Town｜每星期一、星期五，早上09:00★
行程 | 【法兰克福Frankfurt > 巴顿巴顿Baden Baden > 法兰克福Frankfurt(348公里)】
• 巴顿巴顿：是欧洲富豪温泉渡假胜地，环境优雅，以其奢华、高贵和优雅的生活方式。团友自费购票享受
浸温泉浴的乐趣(请自备泳装)。
• 卡拉卡拉浴场(€15.00)：是较现代时尚设计之浴场，提供天堂般的养生及放松环境。 12道天然温泉从大约
6500英尺的深处涌出，面积达3000平方英尺的玻璃场所提供了难忘健康的浸浴体验。
• 弗里德里浴场(€22.00)：是历史悠久的罗马-爱尔兰式之浸浴艺术的殿堂，能令您于神奇源泉的气氛中尽情
享乐！浴场分作17个各式各样的浴池，不断变化的温度以及珍贵的温泉水确保你获得完全放松的感觉；
• 下午16: 00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法兰克福结束行程。

★海德堡、莱茵河谷一天游Heidelberg & Rhine Valley｜每星期二、星期六，早上09:00★
行程 | 【法兰克福Frankfurt > 海德堡Heidelberg > 莱茵河谷Rhine Valley > 法兰克福Frankfurt(362公里)】
• 海德堡(€7.00)：前往文化气息深重的海德堡，长久以来都是能激发诗人和画家的地方和孕育许多具学术成
就的学者和拥有著名科学研究所。
• 莱茵河谷(€9.00)：发源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流经列支敦斯登、奥地利、德国和法国，最终于荷兰流入
北海。是欧洲第三长的河流。
• 下午16: 30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法兰克福结束行程。

★斯图加特、奔驰博物馆一天游Stuttgart, Mercedes-Benz Museum｜每星期三、星期日，早上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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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法兰克福Frankfurt > 史图加特Stuttgart > 法兰克福Frankfurt(408公里)】
• 史图加特：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内卡河谷地靠近黑森林。是该州的州首府，亦是汽车名城-史图
加特，德国汽车工业全球第一，其中两大品牌名车奔驰及保时捷更世界驰名，
• 奔驰博物馆(€8.00)：馆内仿照人体DNA建造结构，呈现品牌的历史和经典。有两条路线可供参观：第一条
路线有七个“传奇区”，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奔驰品牌的历史。第二条路线包括五个收藏陈列室，为您展现从
轿车到重型商用车的应用多样性。 1450多件展品，其中160辆展车中不乏50年代鸥翼跑车和银箭等曾影响整
个时代的传奇车型。
• 下午16:0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法兰克福结束行程。

★达姆施塔特、美因茨、威斯巴登一天游Darmstadt & Mainz & Wiesbaden｜每星期四，早上
09:00★
行程 | 【法兰克福Frankfurt > 达姆施塔特Darmstadt > 美因兹Mainz > 威斯巴登Wiesbaden > 法兰克福
Frankfurt(134公里)】
• 达姆施塔特：位于德国黑森州南部的中型城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境内的城墙大多被炮弹摧毁
，市政府将规划为遗迹公园。
• 美因兹：位于莱茵河左岸，每年八、九月上旬的周末会举办葡萄酒市集，亦是莱茵河沿岸规模最大的葡萄
酒节。另一最吸引的景点是蓝色歌德式教堂—圣史提芬教堂。
• 威斯巴登(€6.50)：是一座奢华之城，德文Wies是草原的意思，而Bad是温泉，Wiesbaden就是牧草地上的
温泉。是欧洲历史最悠久、最典雅讲究的水疗中心，无论是桑拿、餐饮消费，您都将享受到最顶级的服务(请
自备泳装)。
• 下午18: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法兰克福结束行程。

巴塞隆拿出发Departs Barcelona
行程 | 巴塞隆拿市中心「加泰隆尼广场」
地点﹕Plaza de Catalunya 21, 08002 Barcelona
加泰隆尼广场旁的 Hard Rock Cafe门前

★安道尔小王国一天游Andorra｜每星期一、星期四，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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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巴塞隆拿Barcelona > 安道尔Andorra > 巴塞隆拿Barcelona(394公里)】
• 安道尔：袖珍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位于庇里牛斯山脉东南部，与法国和西班牙毗邻；全国平均海拔1100多
米，是欧洲地势最高的国家；它的旅游业相当发达，是免税天堂、温泉及滑雪胜地。加勒底温泉中心(Caldea
Spa)(€30.00)位于安道尔城近旁的塞莱斯卡尔德，座落在购物街旁，是世界上最好的Spa之一，在这里可游
泳、土耳其浴、蒸桑拿、矿泉疗养或水按摩疗程，以缓解山路旅行的疲劳。 (请自备泳装)
• 下午16:3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巴塞隆拿结束行程。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卡多纳城堡一天游Montserrat Monastery & Cardona Castle｜每星期二、
星期六，早上09:00★
行程 | 【巴塞隆拿Barcelona > 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 Monastery > 卡多纳城堡Cardona Castle > 巴塞隆拿
Barcelona(220公里)】
•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修道院以形状奇特的山岩、黑色圣母和欧洲最古老的唱诗班而闻名。自中世纪起便是
欧洲人的朝圣地，现在还有约80个修士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清修生活。及后也可登山游览(€11.00)，欣赏
壮丽的山峰，探访黑色圣母像的圣哥帕洞穴，途中遍布祈祷石碑及高迪雕刻的作品。
• 卡多纳：加泰罗尼亚的中世纪小镇，在历史文化中被评委优秀文化景区；另浏览著名依山而建的中世纪城
堡，该城堡是贵族的居住地，菲利普五世军队最后攻占的城堡，现为著名的国营城堡酒店。
• 下午17:3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巴塞隆拿结束行程。

★赫罗纳、菲格拉斯、达利博物馆一天游Girona & Figueres, Dali Museum｜每星期三、星期日
，早上09:00★
行程 | 【巴塞隆拿Barcelona > 赫罗纳Girona > 菲格拉斯Figueres > 达利戏剧博物馆Dali Museum > 巴塞隆拿
Barcelona(294公里)】
• 赫罗纳：中世纪山城小镇，早期被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统治过，仍保存着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如
旧城区的Sant Feliu大教堂(€7.00)便混合了巴洛克式及歌德式的风格，旁边是阿拉伯式澡堂，别具特色。
• 菲格拉斯：位于西班牙边境，邻近法国，是20世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出生和去世的地方。这
个小镇也因他而闻名于世，可参观由他亲自设计与建成的达利戏剧博物馆 (€14.00)，馆内收藏了他许多经典
的作品。
• 下午17:3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巴塞隆拿结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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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切斯,巴卡第之家,菲斯奈特酒庄园一天游 Sitges,Casa Barcardi,Freixenet Cava｜每星期五，早
上09:00★
行程 | 【巴塞隆拿Barcelona > 锡切斯Sitges > 巴卡第之家Casa Bacardi > 菲斯奈特酒庄园Freixenet Cava Wine
> 巴塞隆拿Barcelona(124公里)】
• 锡切斯：美丽动人的艺术小城，一座玫瑰色的教堂位于伸出的海角上，被周围雪白的房屋抱拥着。这里是
中产阶级的别墅区，聚集着许多爱艺术的富豪，而这些富豪的周围聚集着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因此这里被
称之为「艺术之城」。
• 巴卡第之家(€9.00)：是锡切斯最著名家族，了解巴卡第朗姆酒的历史及参观调制莫西多或古巴鸡尾酒过程
。亦可调制属于您的鸡尾酒。
• 菲斯奈特酒庄园(€7.50)：搭乘小火车穿越菲斯奈特的工厂及酒窖，欣赏酒庄园美丽风景及参观酿酒制造过
程，并品尝酿制酒品。
• 下午17:3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巴塞隆拿结束行程。

马德里出发Departs Madrid
行程 | 马德里市中心西班牙广场(铜像)
地点﹕Plaza de Espana
马德里市中心西班牙广场(铜像)

★阿维拉、萨拉曼卡一天游Avila & Salamanca｜每星期一、星期五，早上09:00★
行程 | 【马德里Madrid > 阿维拉Avila > 萨拉曼卡Salamanca > 马德里Madrid(293公里)】
• 阿维拉(€5.00)：中世纪古老城墙位于海拔1127公尺的高原地带，是西班牙最高的城市。由9座城门、88个
圆形雕堡和2500个城迭成，城墙一个一个连接着雕堡，工程浩大，造形奇特，建筑雄伟，世上罕见，因而闻
名于世。
• 蕯拉曼卡：它是中世纪防御重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参观圣斯德望修道院(€3.00)，是非常早期的道明
会修道院，它在1255年就成立了。道明会是托钵修道会之一，和方济会一样喜欢走入人群也喜欢在城市里设
立修道院。当年哥伦布要航向印度(结果到了美洲)之前，就是寄宿在这边与Universidad de Salamanca的地
理学家们展开激烈论战。
• 下午17: 0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马德里」结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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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多古城、阿兰胡埃斯皇宫一天游Toledo & Royal Palace of Aranjuez｜每星期二、星期六
，早上09:00★
行程 | 【马德里Madrid > 杜丽多古城Toledo > 阿兰胡埃斯皇宫Royal Palace of Aranjuez > 马德里
Madrid(169公里)】
• 杜丽多(€11.00)：建在塔霍河环绕在丘陵上的中世纪古城，城内有一座世界最大天主教堂之一的大教堂，是
歌德艺术顶峰之作，也是最佳的历史见证。大教堂是当时西班牙基督教教会总教区的第一大教堂，是西班牙
排名第二的大教堂。
• 阿兰胡埃斯皇宫(€9.00)：是天主教双王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出逃」之处。 18世纪时，国王菲利佩五世将
宫殿移到此，皇宫两翼的「王子花园」及「农夫之家」是主要的游览景点，设计充满东方风情。 2001年皇
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 下午17:3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马德里结束行程。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烈士之谷一天游El Escorial Monastery & Valley of the Fallen｜每星期三
、星期日，早上09:00★
行程 | 【马德里Madrid >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l Escorial Monastery > 烈士之谷Valley of the Fallen > 马德里
Madrid(109公里)】
•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10.00)：位于马德里市西北约50公里处的瓜达拉马山坡。是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
世下令建造的，是一座集修道院、教堂、皇宫和陵墓于一体的花岗岩建筑物，其宏伟、辉煌建筑令人叹为观
止，引证了西班牙帝国时代强大的象征。
• 烈士之谷：这座庞大的历史遗迹建于1940-1959年间，以纪念西班牙内战中丧生的军人。佛朗哥将军将
150米的花岗岩十字架融合在大自然中，是马德里自然保护区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
• 下午17:3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马德里结束行程。

★佩德拉萨、塞哥维亚一天游Pedraza & Segovia｜每星期四，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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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马德里Madrid > 佩德拉萨Pedraza > 塞哥维亚Segovia > 马德里Madrid(263公里)】
• 佩德拉萨(€6.00)：塞戈维亚省一座以石头建筑的中世纪小镇，西班牙语是石头的意思。建筑保留了大量历
史悠久的石建筑，早在1951年成为西班牙政府保护的历史市镇，小镇的尽头有一座城堡，是巴斯克画家苏洛
阿加所建，如今改建为博物馆，展放着他的作品。
• 塞哥维亚(€3.00)：由罗马人开凿的高架输水道桥成为城市的象征，全长813米分上下两层，由148个拱门组
成，高出地面30.25米，气势非凡；为了把18公里以外的河水引入城内而建的。另浏览城内主教堂，在古城
的最高点，被当地人称为「贵妇」，是16世纪哥德式及文艺复兴早期的混合建筑风格。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马德里结束行程。

布拉格出发Departs Prague
行程 | 布拉格市中心中央火车站
地点﹕Wilsonova 8, Prague 2, Czech Republic
火车站大堂内汉堡皇餐厅 Station terminal hall Burger King Restaurant

★玛丽安斯凯温泉镇、皮尔森一天游 Marianske Lazne & Plzen｜4月-10月，每星期一、星期五
，早上09:00★
行程 | 【布拉格Prague > 玛丽安斯凯温泉小镇Marianske Lazne > 皮尔森Plzen > 布拉格Prague(345公里)】
• 玛丽安斯凯温泉小镇：是捷克第二大温泉乡，泉水含二氧化碳及大量铁元素，可治疗泌尿、呼吸器官、神
经系统和皮肤病等。在市中心的兰辛斯加(Lazenska Colonnade)回廊内，到处提供饮用泉水的水龙头。回廊
外的圆形音乐大喷泉，每小时随音乐喷发，引来游人驻足围观。
• 皮尔森(€3.50)：啤酒发源地－皮尔森参观历史悠久的皮尔森啤酒厂，在此贵宾可一窥享誉全球之啤酒制造
奥秘。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布拉格」结束行程。

★布杰约维采、克鲁姆洛夫一天游Ceske Budejovice & Cesky Krumlov｜4月-10月，每星期二、星
期六，早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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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布拉格Prague > 布杰约维采Ceske Budejovice > 古姆洛夫Cesky Krumlov > 布拉格Prague(342公里)】
• 布杰约维采(€5.00)：德语称为“Budweis”，是美国百威啤酒发源地，是中世纪古城，城内有一个巨大的
古城广场，四周环绕着18世纪的长廊，其中一条堪称欧洲最大。
• 古姆洛夫(€6.00)：捷克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古旧城。199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分为两部分，市政
广场及古堡区。整个城镇仍保留着十三、四世纪的面貌。城内满目尽是红瓦顶的房子，外墙抢眼悦目，仿如
童话故事中的房子。若由山丘上的古城堡向下望，几乎把整个古城尽收眼底。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布拉格结束行程。

★卡罗维发利温泉镇一天游Karlovy Vary Spa｜4月-10月，每星期三、星期日，早上09:00★
行程 | 【布拉格Prague > 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 > 布拉格Prague(254公里)】
• 卡罗维发利(€8.00)：捷克最著名及最大的温泉疗养地; 处处皆是温泉回廊及富丽堂皇巴洛克式建筑。小镇设
有多个温泉回廊，每度泉水都各有不同疗效，水温由30 度到70 度不等，味道亦略有分别。游客可买精致的
温泉杯试饮各种温泉水，更可以购买全国独有的温泉饼。团友可于市内最大之伊莉莎伯温泉中心，尽享温泉
浴(请自备泳装)。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8:30左右返抵「布拉格」结束行程。

★德累斯顿、波西米亚瑞士国家公园一天游Dresden & Bohemian Switzerland National｜4月10月，每星期四，早上09:00★
行程 | 【布拉格Prague > 德雷斯顿Dresden > 波希米亚瑞士国家公园Bohemian Switzerland Nation Park > 布
拉格Prague(254公里)】
• 德雷斯顿(€12.00)：有「德国佛罗伦斯」美誉的德雷斯顿，市内充满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气息。十八世
纪奥古斯特王是其全盛时期，市内布满当时遗留的古旧建筑，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浏览圣十字教堂
、新/旧市集广场、德勒斯登皇宫及圣母教堂等。波西米亚瑞士国家公园：又称「小瑞士国家公园」，可于公
园内观赏奇特的白垩砂岩侵蚀景观，中欧独一无二的奇观及欣赏峡谷等自然景色，是欧洲委员会认定卓越旅
游目的地之一。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布拉格」结束行程。

布达佩斯出发Departs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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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布达佩斯市中心东火车站
地点﹕Kerepesi út 2-4, 1087 Budapest
正门入口 Main Entrance

★格德勒、美人谷、公牛血、葡萄酒庄园品酒一天游 Godollo & Eger & Wine Tasting｜4月-10月
，每星期一、星期五，早上09:00★
行程 | 【布达佩斯Budapest > 格德勒Godollo > 艾格尔Eger > 美人谷The Valley of the Beautiful Woman > 「
公牛血」葡萄酒庄园及品酒Egri Bikaver Vineyard > 布达佩斯Budapest(281公里)】
• 格德勒(€8.00)：19世纪奥匈帝国的约瑟夫国王与王后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的行宫而出名。保存许多茜茜
公主当年的用品及肖像油画。
• 艾格尔：是匈牙利北部古城，有「匈牙利艺术珍宝」及「匈牙利雅典」之称。城市的每个角落，共有175座
保护建建筑及遗迹。建于十三世纪的艾格尔城堡 (€ 7.00)上，可以眺望整个城市。
• 美人谷：是艾格尔附近小山谷及著名酿酒区，花些钱就可以喝到5-6种不同的红酒或白葡萄酒，也有酒庄兼
民宿和特色餐厅。公牛血葡萄酒庄(€10.00)：匈牙利人爱饮艾格尔出产的公牛血酒，是用优质葡萄酿制而成
的红酒，经过长时间的密封保存，其香味浓郁芬芳，色泽犹如鲜牛血。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布达佩斯」结束行程。

★巴拉顿湖、哈维兹一天游Balaton Fured & Heviz｜4月-10月，每星期二、星期六，早上09:00★
行程 | 【布达佩斯Budapest > 巴拉顿湖Balatonfured > 哈维兹Heviz > 布达佩斯Budapest(392公里)】
• 巴拉顿湖：是欧洲中部最大的湖泊，气候怡人湖水清澈，湖岸四周有森林、古城点缀。南岸有湖岸沙滩
，北岸是火山丘地葡萄园，夏天为渡假圣地帆船处处，冬天则为天然溜冰场。
• 哈维兹(€8.00)：哈维兹小镇的温泉湖是世界上唯一的天然温泉湖。这里的硫磺泉露天SPA远在15世纪初就
名扬欧洲。这里的硫磺泉水表面水温在33度至36度之间，冬天时温度仍然可以保持在25度左右，是几乎一整
年都可以使用的天然室外温泉。
• 下午16:3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布达佩斯」结束行程。

★维也纳、美泉宫一天游Vienna & Schloss Schönbrunn｜4月-10月，每星期三、星期日，早上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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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 【布达佩斯Budapest > 维也纳Vienna > 美泉宫Schloss Schonbrunn > 布达佩斯Budapest(486公里)】
• 维也纳：市内古典音乐气氛浓厚，具「世界音乐之都」和「乐都」等美誉，而市中心古城区被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主要浏览美泉宫及纳市内名胜: 英雄广场、荷夫堡及歌剧院等名胜。
• 美泉宫(€12.90)：又称「逊布伦皇宫」，皇宫内装潢华美；其花园据说是以凡尔赛宫为设计蓝本的。它曾是
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如今是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美
泉宫及其花园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 下午16:00回程，预计晚上19:00左右返抵「布达佩斯」结束行程。

★布达佩斯、多瑙河三小镇一天游Szentendre & Visegrad & Esztergom｜4月-10月，每星期四
，早上09:00★
行程 | 【布达佩斯Budapest > 圣安德列镇Szetendre > 维谢格拉德镇Visegrad > 埃斯泰尔戈姆镇Esztergom >
布达佩斯Budapest(119公里)】
• 圣安德烈镇：走进圣安德烈，宛如进入一个童话世界。众多古老的民居，错综复杂的小道，漫步充满浪漫
气息的中世纪小城。
• 维谢格拉德镇(€5.50)：在历史上是军事重镇，城堡是为了抵御鞑靼人的入侵。维谢格拉德城堡凭着秀丽的
风景及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多位皇帝最喜欢的行宫。古堡始建于十二世纪。埃斯泰尔戈姆镇(€5.00)：13世纪
前曾是匈牙利的首都，第一代国王加冕之地，是匈牙利基督教的总部。主要古迹是埃斯泰尔戈姆大教堂，拥
有一个高100米、直径53.5米的圆形屋顶。
• 下午17:00回程，预计晚上18:00左右返抵「布达佩斯」结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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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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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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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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