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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Key Highlights

全年保證出發不受人數影響

自選入團離團城市

各路線自由搭配

可自定天數, 3-4星酒店含早餐

轉線城市

轉線城市

轉線城市

轉線城市

轉線城市

可參團城市

歐陸水鄉古城童話9天
European Classic 9 Days

東歐迷人美景文化9天
Enchanting Eastern Europe 9 Days

大不列顛英倫三島名城9天
Glimpses of Great Britain 9 Days

藍︑黃︑紅︑綠︑紫線可
選英文導遊︔紅︑綠線可
選越南語導遊

西歐文化色彩古蹟9天
Picturesque Western Europe 9 Days

南歐異國風情9天
Mysterious Southern Europe 9 Days

北歐冰川峽灣9天
Scandinavian Glacier & Fjords 9 Days
(4月中-10月中 Apr-Oct )

南法西班牙薰衣草9天
Exotic Spain & Southern France 9 Days
(4月中-10月中 Apr-Oct)

119$ 9 起



格拉那達

華倫西亞

塞維爾

布達佩斯

蘇黎世

法蘭克福

維也納

格拉那達

巴塞隆那

Day 1, 馬德里Madrid  
到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機埸後，接您前往酒店，當天自由活動。
Upon arrival at Madrid Airport, you will be met and transferred to the hotel . The 
rest of the day is at leisure.

Day 2, 馬德里Madrid薩拉戈莎Zaragoza (B)
早上前往遊覽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比利斯噴泉Tbilisi Fountain]、[米約廣場Plaza 
Mayor]、[西班牙廣場Piazza di Spagna]、[哥倫布紀念廣場Columbus Memorial 
Plaza]、[西班牙大皇宮Royal Palace of Madrid] (門票Euro€10，不含官方導遊講解
Without Guide)等景點名勝，皇宮是西班牙王室鼎盛時之建築；而代表著西班牙
中心點的「零公里」是一塊不大不小的正方形磁磚，安放在太陽門的行人道上
。而[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商店林立，是選購西班牙特色皮革產品、服飾及
各種紀念品的好去處；下午告別馬德里前往巴塞隆拿。晚宿於薩拉戈莎。
Day 3, 薩拉戈莎Zaragoza巴塞隆那Barcelona (B)  次日可轉橙線
早上前往西班牙著名海岸城市巴塞隆拿，景點包括： [哥倫布紀念塔塔
Barcelona Columbus Monument]及[藍布拉斯大道道Las Ramblas]，繼往[聖家
教堂Sagrada Família Church ] (門票Euro€15)參觀，此教堂乃有「建築詩人」之
稱的建築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隨後遊往[魯營球場Camp Nou]外觀拍照留念
及購買紀念品。遊畢轉赴蒙朱伊克山丘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場Olympic 
Stadium]參觀。餘下時間到[加泰隆尼廣場Plaza Catalunya]，這裡商店林立，
團友可在此區逛街購物，自由活動。晚宿於巴塞隆拿或鄰近城市(旺季期間聖
家教堂由於管制人流及排隊人群超多，如欲進教堂參觀，建議自行在網上預
訂門票http://visit.sagradafamilia.cat.預訂參觀時間：下午二時至二時半之間)

Day 4, 巴塞隆那Barcelona華倫西亞Valencia亞利坎提Alicante (B)
早上沿海岸線前往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華倫西亞；今日的華倫西亞仍是商貿展覽
會舉辦的重要城市。抵步後遊覽舊市內的[市政廣場Municipal Square]、[古城門
Old City Gate]及[華倫西亞大教堂Valencia Cathedral]，教堂入口的三座大門，透
露了大教堂歷經滄桑，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翼禮拜堂所收藏的瑪瑙杯。遊畢朝
白色海岸海灘渡假城市亞利坎提進發。晚宿於亞利坎提或鄰近城市。
Day 5, 亞利坎提Alicante格拉那達Granada馬拉加Malaga (B)
早上前往安達魯西亞省高原上的名城格拉那達，留下了多種文明和文化的遺跡
，抵步後遊覽摩爾人在「黃金時代」所遺留下之產物「阿爾罕布拉宮Alhambra 
Palace of Granada]」(又稱紅宮Red Palace)(門票Euro€15.4)，精緻細膩的建築、清
新脫俗的格調，驚世之美令人讚賞。遊畢，朝[太陽海岸Sunny Coast Area]進發
。晚宿於馬拉加或鄰近城市(紅宮因管制人流及每日限制門票，如欲進場參觀，
建議自行在網上預訂門票 (預訂參觀時間：下午一時至二時半之間)
http://www.ticketmaster.es/nav/en/mucho_mas/granada/alhambra_y_generalif
e_09oz/alhambra_general/index.html)

Day 6, 馬拉加Malaga塞維爾Seville (B)
早上前往安達魯西亞地區的塞維爾，佛朗明哥舞蹈的發源地，又是作家筆下
小說「卡門」故事的發生地；抵步後遊覽建於16世紀的[大教堂Cathedral]，
安葬著中世紀多個國王的陵寢；在主禮祭壇旁是[哥倫布的陵墓Tomb of 
Christopher Columbus]；遊罷造訪曾經是回教宮殿及西班牙王朝的宮殿之一
的[阿卡薩城堡Alcazar Castle]，隨後漫步[聖十字區Santa Croce]、[黄金塔Gold 
Tower]及[瑪利亞路易莎公園Mary Luis Park]，此處是1992年世界博覽會所在地
，西班牙廣場精雕細琢的瓷畫細說昔日西班牙的歷史及風采。(自費節目：在
情況及時間許可下，導遊將會改動行程，加插自費節目前往太陽海岸白色山
城-米哈斯遊覽)。晚宿於塞維爾或鄰近城市
Day 7, 塞維爾Seville里斯本Lisbon (B)
早上前往葡萄牙首府里斯本，預計下午首先抵達歐洲的天涯海角[大石角Cape 
of the Roca]，此地位處歐洲大陸最西端，團友除了感受大西洋的浩翰氣勢外，
還可購買紀念證書，證明曾經踏足歐洲西端盡頭。遊畢轉赴里斯本遊覽市內名
勝[貝倫古塔Belem Tower]、象徵葡萄牙為昔日開啟航海時代的先驅及對發現新
大陸的熱情的[航海家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Discoveries]、前往[傑若尼莫修道
院Jerónimos Monastery]，一窺16世紀葡萄牙海權極盛時期所遺留下之曼奴爾式
建築外觀，遊罷送往[里馬露茜廣場及龐布廣場Shopping District]一帶自由活動
，團友若有興趣可於百年老餅店品嚐正宗葡式蛋撻。晚宿於里斯本或鄰近城市
Day 8, 里斯本Lisbon杜麗多Toledo馬德里Madrid (B)
早上起程前往馬德里，下午途經杜麗多古城遊覽，在[太加斯河Tagus River]及堅
固的城牆圍繞下，杜麗多記錄了西班牙的歷史與文化，漫步在這古蹟密佈的城
市，俯瞰亞卡沙爾城堡，參觀結構宏偉的[大教堂Cathedral]，完全感受西班牙
昔日的繁華；遊罷朝馬德里方向進發，約於晚上八時許抵達馬德里。
Day 9, 馬德里Madrid
於指定地間在酒店集合，接往機場，結束愉快旅程。
Enjoy the morning at leisure until you are 
transfered to the airport.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瑞士 每週三、日出發 每週一、五出發西班牙、葡萄牙

東歐迷人美景文化9天
Enchanting Eastern Europe 9 Days

南歐異國風情9天
Mysterious Southern Europe 9 Days

Day 1, 法蘭克福Frankfurt  
到達法蘭克福機埸後，接您前往酒店，當天自由活動。
Upon arrival at Frankfurt Airport, you will be met and transferred to the hotel . The 
rest of the day is at leisure.

Day 2, 法蘭克福Frankfurt布拉格Prague (B)
早餐後前往捷克首府布拉格，下午時越境進入捷克，黃昏時抵達位於伏爾泰
河畔有中世紀寶石美譽的東歐古都布拉格。晚宿於布拉格或鄰近城市。
Day 3, 布拉格Prague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 (B)
早餐後參觀建於山丘上的[嘉斯登古堡JiaSidengCastle]，昔日的皇宮花園，現已
變為總統官邸、政府大樓。附近的[聖維特斯大教堂St.VitusCathedral]建於10世
紀初，見證布拉格的興衰。繼而遊覽昔日金匠匯聚專製黃金飾物而聞名的[黃
金小徑GoldenLane]。再途經查理士大橋CharlesBridge跨過伏爾泰河，轉轉到達
舊市中心。[市政廳鐘樓Old Town Square withits Astronomical Clock]上有數百年
歷史的天文古鐘和十二使徒肖像，準確顯示天文子曆，每個角落都洋溢著古典
清雅氣色；下午離開布拉格，前往住宿酒店。當晚住宿於布拉提斯瓦。
Day 4, 布拉提斯瓦Bratislava布達佩斯Budapest (B)
早餐後前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遊覽這個被多瑙河分割為二的城市，河之
西岸稱為布達，東岸稱為佩斯。布達佩斯素有多瑙河上明珠東歐巴黎的美譽
，遊覽名勝包括慶祝建國及紀念馬札爾族人聯盟之[英雄廣場HeroesSquare]
，欣賞[千年紀念碑MillenniumMonument]、[馬札爾酋長雕像MagyarEmirates
Statue]、[國會大廈theParliament]、[伊莉莎伯大橋ElizabethBridge]、參觀[漁
夫城堡Fisherman’sBastion](門票Euro€3)，歷代匈牙利國王加冕的[馬提亞教堂
MatthiasChurch](門票Euro€8)。可從堡壘山的[解放紀念碑LiberationMonu-
ment]俯瞰布達佩斯全景。領隊可安排自費[乘船遊覽多瑙河Budapest Donau 
River Cruise] (船票Euro€20)，欣賞布達及佩斯兩岸風光，不容錯過。晚宿於布
達佩斯或鄰近城市。
Day 5, 布達佩斯Budapest維也納Vienna (B)
早餐後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自費遊覽[遜布倫宮SchonbrunnPalace](門票
Euro$14.2)，這座壯麗的巴洛克式建築又稱為美泉宮，終年繁花似錦，園內的
藝術雕像和噴泉互相配合，充份顯示出奧匈帝國極盛時期的輝煌。遊覽[環城
大道Ringstrasse]，壯觀宏偉的建築，如以新歌德式設計的[市政廳CityHall]、
希臘式設計的[國會大廈theParliament]、氣勢雄偉的[霍夫堡皇宮HofburgPal-
ace]、[英雄廣場Heroes' Square]、[國立歌劇院OperaHouse]。在[市立公園
Stadtpark]可追憶華爾茲大王小約翰‧斯特勞斯傳奇的生平事蹟，瞻仰其雕像
。市中心的[聖使提芬大教堂St.Stephen’sCathedral]及繁華的[行人購物區
GlamorousBoutiques]更是遊客必到之處。晚宿於維也納或鄰近城市。(維也納
素有「音樂之都」的美譽，其中華爾茲舞曲更馳名於世。晚上團友若有興趣
可由領隊安排，自費欣賞華爾茲音樂曲舞表演晚會。)

Day 6, 維也納Vienna薩爾斯堡Salzburg慕尼黑Munich (B)
早餐後前往景色秀麗阿爾卑斯山的北麓古城薩爾斯堡、薩城是音樂神童[莫札
特Mozarts House](門票Euro€10)的誕生地，此城由三座小山環抱著，薩爾沙河
蜿蜒生姿，流經市區。抵步後，遊覽薩城[舊城區Old Town]；遊罷朝德國慕尼
黑方向進發，前往下榻之酒店。晚宿於慕尼黑或鄰近城市。 
Day 7, 慕尼黑Munich鐵力士雪山Mt Titlis琉森Lucerne
               蘇黎世Zurich (B)  次日可轉綠線
早上起程沿山區公路前往有世界花園之稱的瑞士，並往瑞士中部進發，展開
遊覽大雪山的節目。旅遊車穿越崇山峻嶺前往英格堡山區，抵步後，轉乘旋
轉登山纜車，登上海拔三千米高並全年積雪的[鐵力士峰Mt Titlis]，坐四十五
分鐘纜車到達大雪山頂，即往參觀[冰洞Ice Cave]，繼往賞雪台漫步；團友可
於山頂餐廳享用午餐。遊罷雪山轉赴風景如畫的琉森市，觀賞雕刻在峭壁上
的著名[獅子紀念碑Lion Monument]。團友也可到滿佈精品的古雅小街逛遊，
選購地道特產朱古力及紀念品，並往著名的鐘錶店選擇瑞士名錶。晚住宿於
蘇黎世或鄰近城市。(如時間許可, 團隊經過歐洲小國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茲,
會稍作停留拍照 ;停留與否, 以交通情況為準, 客人不得異議)

Day 8, 蘇黎世Zurich萊茵河瀑布Rhein Falls滴的斯湖Titisee
               法蘭克福Frankfurt (B)  次日可轉紅線
早上起程前往瑞士第一大城市金融中心蘇黎世，於蘇黎世湖畔拍照留念；隨
後前往莎夫豪森市觀賞氣勢浩瀚、猶如萬馬奔騰的[萊茵河瀑布Rhine Falls]。
此瀑布是西歐最大的瀑布。遊罷經瑞士山路進入德國 [黑森林地區Black 
Forest]，因樹木非常茂盛而形成一片墨綠森林。稍後抵達黑森林地區著名的
山中湖 – 滴的斯湖。這個位於山區中的湖泊環境優美，是著名的渡假聖地，
更是咕咕鐘的生產地，隨處有售這種有趣的時鐘，團友如有興趣可安排專人
介紹咕咕鐘的製造過程。其後於湖邊餐廳享受一頓豐富的豬手午餐或品嚐一
塊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實在不枉此行。遊罷驅車返回法蘭克福。
Day 9, 法蘭克福Frankfurt
於指定地間在酒店集合，接往機場，結束愉快旅程。
Enjoy the morning at leisure until you are transfered to 
the airport.

週日出發的團可選英文導遊 
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available for tour departure on Sun

週五出發的團可選英文導遊 
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available for tour departure on Fri

週一出團僅限4月中-10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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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日出發每週一、五出發意大利、梵諦岡、摩納哥、法國 荷蘭、比利時、法國、盧森堡、德國

西歐文化色彩古蹟9天 歐陸水鄉古城童話9天
European Classic 9 Days

週日出發的團可選英文或越南語導遊 
English/Vietnamese speaking tour guide available for tour departure on Sun

Day 1, 法蘭克福Frankfurt  
到達法蘭克福機埸後，接您前往酒店，當天自由活動。
Upon arrival at Frankfurt Airport, you will be met and 
transferred to the hotel . The rest of the day is at leisure.

Day 2, 法蘭克福波恩Bonn科隆Cologne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B)
早上前往前西德首都波恩，瀏覽波恩景點：[貝多芬故居Beethoven House]、[波
恩大學University of Bonn]；遊罷轉赴科隆，遊覽[科隆大教堂Cologne Cathedral]
、購物大街； 午後離開科隆直駛荷蘭。晚宿於阿姆斯特丹或鄰近城市。
Day 3,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風車村Zaanse Schans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B)
早上起程前往近郊最具特色的[風車村ZaanseSchans]，參觀象徵荷蘭的風車
、傳統的木屐廠、芝士廠，介紹木屐及芝士的製造過程；午餐後遊覽阿姆斯
特丹市內名勝：[水壩廣場Dam Square]、[皇宮Royal Palace of Amsterdam]、[
英雄紀念碑National Monument]，再乘玻璃觀光船穿梭在運河上，欣賞兩岸
充滿十七世紀的景色，阿姆斯特丹有鑽石之都美譽，參觀鑽石廠當然是不容
錯過的節目；晚膳後入住酒店。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繁華熱鬧，可自費前往大
開眼界。晚宿於阿姆斯特丹或鄰近城市。(荷蘭花展Keukenhof期間，增遊一
年一度荷蘭花展，資料可查閱：www.keukenhof.com)(门票Euro€16)

Day 4,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布魯塞爾Brussels巴黎Paris  (B)
早上起程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首先遊覽[原子球塔Atomium]，再到市
內遊覽歌德式市政廳[Brussels Town Hall]、大廣場[Grand Place]，[撒尿小童銅
像Manneken Pis]；午後驅車前往法國，過境後直驅浪漫妍媚的迷人花都巴黎
。抵步晚膳後返到下榻之酒店。
Day 5, 巴黎Paris凡爾賽Palace of Versailles巴黎Paris  (B)
早餐後遊覽巴黎市內名勝，代表法國民族精神之[凱旋門ArcdeTriomphe]、繁
華熱鬧的[香榭麗舍大道ChampsElysees]、昔日大革命時代斷頭台所地[協和廣
場PlacedelaConcorde]、[拿破侖之墓TombofNapoleon]、[傷殘軍人之家
HoteldesInvalides]，有歷兩世紀才建成之聖母院和屹立在塞納河畔的艾菲爾鐵
塔Ei�elTower]。團友可自費排隊登上鐵塔俯瞰巴黎風光或在附近享用午餐。
下午前往巴黎市郊參觀在17世紀名噪一時的[凡爾賽宮Chateau de Versailles](門
票Euro€18)，這座由法國皇帝路易十四所建造的皇宮留下許多珍貴文物，最
著名的鏡廳發生過多次歐洲重大歷史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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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於巴黎或鄰近城市。
Day 6, 巴黎Paris  (B)  次日可轉紫線or綠線or紅線
早上起程前往參觀舉世著名的[羅浮宮博物館Le Louver Museum] (門票Euro€15)
，觀賞鎮宮三寶，包括：達文西的名畫「蒙羅麗莎」、雕像維納斯女神、勝
利女神；午餐後續往碼頭，自費搭乘觀光船遊覽[塞納河River Seine Cruise] (門
票Euro€13.5), 飽覽左右兩岸美麗風光, 為旅遊巴黎不容錯過的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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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百貨公司。(晚上有興趣前往夜總會觀賞精彩華麗歌舞表演或品嚐法國大餐
的團友，領隊樂意為您安排)。晚宿於巴黎或鄰近城市。
Day 7, 巴黎Paris漢斯Reims盧森堡Luxembourg  (B)
早上起程前往法國香檳之都漢斯；漢斯是目前香檳區的經濟首府，素有[王者
之城The City’s Cathedr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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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聖母院也就成為漢斯最重要觀光點。遊罷驅車往小國
盧森堡進發，抵步後遊覽市區亞[道夫大橋Pont Adolphe]、[峽谷The Canyon]、
[憲法廣場Place de Constitution]等景點。晚宿於盧森堡或鄰近城市。
Day 8, 盧森堡Luxembourg特里爾Trier哥本倫茨Koblenz   
               呂德斯海姆Rudesheim am Rhein法蘭克福 Frankfurt (B)  次日可轉藍線
早上起程前往全德國最古老的城市特里爾，曾經是西羅馬帝國的首都； 特里
爾又是共產主義偉人馬克思的出生地，市內的[馬克思故居Karl Marx Haus 
Museum]及[黑城門堡Porta Nig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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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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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Rhine Cruise](萊茵
河船河由四月三日至十月三十一日開放)(船票Euro€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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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ömerberg]及象徵自由民主的[聖保羅教堂St Paul's Cathedral]
，繁華熱鬧的商業街。晚宿於法蘭克福或鄰近城市。
Day 9, 法蘭克福Frankfurt
於指定地間在酒店集合，接往機場，結束愉快旅程。
Enjoy the morning at leisure until you are 
transfered to the airport.

週五出發的團可選英文或越南語導遊  
English/Vietnamese speaking tour guide  available for tour departure on Fri

Day 1, 巴黎Paris  
到達巴黎機埸後，接您前往酒店，當天自由活動。
Upon arrival at Paris Airport, you will be met and transferred to the hotel. The rest of 
the day is at leisure.

Day 2, 巴黎Paris琉森Lucerne (B)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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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進入瑞
士，越境後驅車前往瑞士中部著名城市琉森。住宿於琉森或鄰近城。
Day 3, 琉森Lucerne米蘭Milan威尼斯Venice (B)  
早上前往時尚之都米蘭，遊覽[多奧莫廣場Duomo Square]、[維多利亞伊曼紐
二世商店街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巨大的拱形建築和玻璃閃閃生輝的佈
置，富麗堂皇，[多奧莫大教堂Duomo di Milano]，規模僅次於羅馬的聖彼得
大教堂，極具觀賞價值；下午驅車前往威尼斯。晚宿於威尼斯或鄰近城市。
Day 4, 威尼斯Venice羅馬Roma (B)
早上前往有[水都]美譽之威尼斯，乘[水上的士]前往[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
，遊覽充滿拜占庭色彩的[聖馬可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連接宮殿和監獄的[嘆
息橋 Bridge of Sighs]、昔日最繁忙的[大運河Canal Grande]及充滿特色的購物小巷，
團友更可自費乘坐地道特式[貢多拉船Gondola](每船以六人計算Based on 6 persons 
per gondola)(船票Euro€30)，前往玻璃工藝廠，參觀威尼斯有數百年歷史製玻璃工
藝的過程；前往[永恆之都」意大利首府羅馬。晚宿於羅馬或鄰近城市。
Day 5, 羅馬Roma梵蒂岡Vatican阿雷素Arezzo (B)
早上遊覽羅馬城中之國梵帝岡這個全球最小的國家，參觀全球第一大教堂[聖
彼德大教堂St.Peter’sBasilica]。大教堂圓頂結構完美，教堂內有聖彼得的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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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遊覽羅馬
名勝包括：建於公元七十二年的文化精髓[鬥獸場Colosseum](門票Euro€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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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時間到[共和
廣場Piazza della Repubblica]，團友可自由參觀天使與殉教者聖母大殿 ，下午起
程朝被譽為文化搖籃的佛羅倫斯方向進發。是晚住宿於阿雷素或鄰近城市。
Day 6, 阿雷素Arezzo佛羅倫薩Florence比薩Pisa熱那亞Genoa (B)
早上起程遊覽佛羅倫斯，從山丘上的[米高安哲奴廣場Piazzale Michelangelo]
，俯覽佛羅倫斯全貌；遊覽市內名勝：全球第三大教堂的[聖母無原罪之花教
堂Florence Cathedral]及安奴河上中世紀黃金交易處之[拱橋The Ponte Vecchio]
、安葬意大利名人米高安哲奴、達文西及著名物理學家伽俐略的[聖十字教堂
Basilica of Santa Croce]。意大利皮革業及製皮技術源出於此，團友可到皮革公
司選購皮革製成品。下午前往比薩，遊覽舉世聞名的 [比薩斜塔Leaning 
Tower]，參觀用白色雲石建造的[比薩大教堂Duomo]及[洗禮堂Baptistery]，斜
塔原是比薩大教堂所屬的鐘樓，不料地基不穩，又幾百年斜立不倒，成為一
個饒有趣的名勝，遊罷前往港口城市熱那亞。晚宿於熱那亞或鄰近城市。
Day 7, 熱那亞Genoa蒙地卡羅Monaco尼斯Nice康城(嘎納)Cannes
               阿維農Avignon (B)  周五出發的團次日可轉橙線
早上前往法國南部蔚藍海岸，中午時份抵達摩納哥首府蒙地卡羅，是世界富
豪嚮往的渡假天堂、遊覽[摩納哥皇宮The Prince's Palace of Monaco]，從山丘
上俯瞰小國的美景。遊罷轉赴休閒渡假勝地尼斯，瀏覽[天使海灣Harbour of 
Nice]及[英人漫步大道The Promenade des Anglais]； 隨後直趨康城(嘎納)，到
影展舉辦場地拍照留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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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可趁機挑選自己最愛的香水；下午離開蔚藍
海岸驅車朝普羅旺斯方向進發。晚宿於阿維農或鄰近城市。
Day 8, 阿維農Avignon巴黎Paris  次日可轉紫線or紅線or藍線
早上起程沿高速公路前往巴黎，預料黃昏時份抵達。
Day 9, 巴黎Paris  於指定地間在酒店集合，接往機場，結束愉快旅程。
Enjoy the morning at leisure until you are transfered to the airport.

Picturesque Western Europe 9 Days

旅客進城遊覽稅(必付)
威尼斯遊覽稅、 乘船進島費及住宿稅、威尼斯地陪 
Venice City Entrance Tax + Boat trip + Overnight City Tax + Venice local guide       €25
佛羅倫斯遊覽稅及住宿稅 Florence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15 
羅馬遊覽稅及住宿稅 Rome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10 
比薩進城遊覽稅 Pisa City Entrance Tax                                    €5 
摩納哥遊覧稅 Monaco City Entrance Tax                                €5  



劍橋

巴黎夜全景

愛丁堡

湖區

英國、蘇格蘭 每週一、五出發

請清楚填妥報名表上的一切資料，並携帶至少有6個月或以上有效期的旅行證件。
報名時繳交全部團費。
本公司保留最終接受報名與否的權利，而無需提出任何理由及解釋。
單人報名者，須付單人房附加費，本公司因安全等因素，不負責安排找人同房。

報名後在任何情況下取消訂位，需按下列章則扣除費用以作賠償︰在出發日期
前20天以外取消，可退回$200。在出發日期前10至20天取消，退回$100。在出
發日期前10天內取消，不退回任何團費。
如參團<20人，本公司有權於出發前3天通知取消並將已繳交之團費退回，團友
不得藉故要求賠償。

此行程屬文字描述性質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扣成爭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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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tinerary detailed is purely for reference. The company and the tour guide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and changes to the tour as they see �t.

費用不含
機票：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簽證：旅遊證件及簽證費用。
旅遊稅及門票：行程表所列明的進城旅遊稅及門票費用。
自費項目：行程表所列明的自費項目。
保險：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以確保您的個人利益。
注意：因私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
因素等所引起的額外費用。

中式午餐或晚餐(團餐) Chinese Group Lunch or Dinner (Euro€10-20)
包括︰5菜1湯(最少10人，以導遊安排為準。Minimum 10 people)

華爾茲音樂會+接送 Viennese Waltz Concerts + Transfer (Euro€57/70/80)
鐵力士雪山纜車票 Mount Titlis Cable Car (Euro€85/Fr92)
匈牙利民族舞會+地道風味餐 Hungary folklore show + Dinner (Euro€50)

佛蘭明高舞蹈+晚餐+接送 Flamenco Dance+Dinner+Transfer (Euro€65)
太陽海岸白色山城+米哈斯 ExcursiontoMijas (Euro€20)
亞利坎提海灘 Excursion to beach of Alicante (Euro€10)
龍達(Ronda) (Euro€25) 
西班牙最著名的懸崖小鎮，鬥牛士之聖地，藝術家文學家靈感之源，海明威
一生鍾愛小鎮

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禮拜堂+聖彼得大教堂(門票+講解+訂位費)
Sistine Chapel with Guide+VaticanMuseums+St. Peter’s Basilica (Euro€45)
免排隊(最少25人成行) (No Queue, Min. 25 Pax)
鬥獸場(門票+講解+訂位費) Coliseum Guided Tour (Euro€35)
免排隊(最少25人成行) (No Queue, Min. 25 Pax)

麗都或紅磨坊夜總會豪華歌舞表演(門票+香檳+接送) 
Lido Show or Moulin Rouge Show + Transfer (Euro€150)
新夏娃劇院歌舞表演連法式晚餐(門票+三道菜+香檳+接送) 
Nouvelle Eve Show withDinner+transfer (Euro€150)
新夏娃劇院歌舞表演(門票+法國紅酒+接送) 
Nouvelle Eve Show + Wine + Transfer (Euro€110)
巴黎夜遊 Nightexcursionin Paris (Euro€35)
沃倫丹荷蘭漁村 Volendam Traditional Dutch Village (Euro€10)

溫德米爾湖遊山玩水(游船+火車) Visit Windermere by Cruise & Train (GBP￡€25)
巴黎夜遊 Nightexcursionin Paris (Euro€35)

大不列顛英倫三島名城9天

額外自費節目 Optional Tours

旅客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遊及司機小費 
Every customer must be pay tour manager and driver gratuities (Euro€7/人P/天D)

維也納炸豬排餐(開胃湯、炸豬排) Wiener Ribs Menu (Euro€20)

威尼斯地道墨魚汁麵套餐(沙拉、墨魚汁麵、炸海鮮、甜點) 
Italian Spaghetti Menu (Euro€20)
佛羅倫斯地道黑椒燉牛肉餐(比蕯餅、自製肉醬意大利粉、黑椒燉牛肉、
甜點、意大利葡萄酒) Florence Stewed Beef Menu (Salad, homemade pasta, 
stewed beef, dessert and wine) (Euro€20)

法式晚餐(海鮮盤、鵝肝醬、焗蝸牛、魚排或牛排、甜點、法國葡萄酒) 
French Dinner (Euro€65) 
德國特色猪肘餐(開胃湯、烤豬肘、冰淇淋甜品、啤酒或飲料) 
Germany pork knuckle menu with beer (Euro€20)

額外自費膳食 Optional Meals

1.
2.
3.
4.

1.

2.

Glimpses of Great Britain 9 Days

Day 1, 巴黎Paris  
到達巴黎機埸後，接您前往酒店，當天自由活動。
Upon arrival at Paris Airport, you will be met and 
transferred to the hotel . The rest of the time is at leisure.

Day 2, 巴黎Paris倫敦London (B)
早上前往法國迦萊港，旅遊車會直接駛上渡海輪船或過隧道火車(碼頭/隧道稅
項及渡海費 Channel Ferry(Tunnel) Fees and Terminal Tax Euro€20)，穿越英吉利海
峽後，便抵達英國多弗港。過境後旅遊車直驅往倫敦。當晚住宿於鄰近城市。
Day 3, 倫敦London (B)
早上前往遊覽倫敦景點：[大笨鐘Big Ben]、[議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西
敏寺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 、唐寧街十號首相府10 Downing Street、[白廳街
Whitehall]、[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Park]、[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泰晤
士河畔River Thames]。午餐於唐人街，餐後前往[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
參觀，繼而遊覽[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倫敦塔橋Tower Bridge]及由
廿二個高塔所組成的[倫敦城堡London Castle]，這城堡曾先後被作為王宮、兵
工廠、監獄，經歷許多王室的血腥爭鬥史。晚宿於倫敦或鄰近城市。
Day 4, 倫敦London劍橋Cambridge約克York (B)
早上前往英國最高學府劍橋大學城；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留給後世對劍
橋無限的想像和憧憬。抵達後遊覽落在劍河畦的學府[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及古老雄偉的大學群，包括：[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王后學
院Queens College]等，和充滿文人浪漫氣息的[歎息橋Bridge of Sighs]等。稍
後赴英格蘭中世紀名城約克市。約克市展現出約克懷舊古樸的一面，也是見
證英格蘭歷史的重要城市，彷如穿越時光隧道來到中世紀。抵達後，即往英
國最大及擁有將近千年歷史的[約克大教堂York Minster]，繼而登上著名的[羅
馬城牆印證the roman fortress with the original walls]千年堡壘遺跡，和遊覽中
世紀氣氛瀰漫的禮品小店市場。晚宿於約克或鄰近城市。
Day 5, 約克York愛丁堡Edinburgh格拉斯哥Glasgow (B)
早上前往蘇格蘭首都愛丁堡。預計午後抵達愛丁堡，愛丁堡是最佳蘇格蘭風
情縮影的代表，香醇的威士忌、穿著蘇格蘭格仔布裙的風笛手，其千萬風情
與獨特民族性，讓您流連忘返。抵達後，先參觀雄踞死火山岩的[愛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門票Pound£16.5)，觀看最古老的[皇室冠冕及珠寶the oldest 
royal crown]。繼而遊覽與荷里路德宮串連起來的[皇家古道Holyrood Palace]、
[市政廳City Hall]及[皇家公園Royal Parks]。團友也可選擇去J.K.Rowling寫作《
哈利波特》一書的[象牙咖啡廳Ivory Cafe]一嚐咖啡。隨後驅車前往蘇格蘭第
一大城市格拉斯哥。晚宿於格拉斯哥或鄰近城市。
Day 6, 格拉斯哥Glasgow湖區Lake District曼徹斯特Manchester (B)
早上起程前往位於英格蘭北部西側的湖區-[湖區國家公園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千百年地質變動的天然美景，湖泊、河谷、山巒、瀑布種種巧奪天工
的自然雕琢。途經遊覽蘇格蘭最古老有名的結婚小鎮格雷特納．格林，這裡
從1754開始已不斷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人在此舉行婚禮. 遊畢前往湖區遊覽，
團友可選擇乘坐古老火車及船遊覽[溫德米爾湖Windermere Lake Cruise](45分
鐘，船票Pound£8)或拜訪[彼得兔的博物館Peter Rabbit Museum]。遊畢前往
充滿活力的城市曼徹斯特，它不單是受萬眾矚目的足球勁旅曼聯的總部，也
是英格蘭工業重鎮。然後前往足球聖地 - [英超曼聯主場奧脫福球場 FC 
Manchester United Old Tra�ord Stadium]；自由活動享用晚餐後送返回酒店。
晚宿於曼徹斯特或鄰近城市。
Day 7, 曼徹斯特Manchester斯特拉斯福特Stratford-Upon-Avon 
      比斯特購物村Bicester Village倫敦London (B)
早上前往莎翁故鄉，位於雅芳河畔的斯特拉斯福特，可看到一代文豪[莎士比亞
出生的故居Shakespeare Birthplace](門票Pound£10)、[讀書的學校Shakespeare's 
School]和長眠的[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等。這裡的街道、旅館、餐廳、劇院和
其他文物設施的名稱，大部份與莎士比亞有關。遊畢後前往倫敦，途經名牌直
銷購物村-比斯特購物村，此村除了名牌服飾，還有運動用品、珠寶首飾、家居
用品、書籍及童裝可供選擇，有130多家知名品牌，包括Gucci、Armani、Prada
、Calvin Klein、Dunhill、Burberry等。村內的貨品售價平均是正貨的四折左右，
如遇上清倉或季節再減價。約於傍晚時份安抵倫敦。晚宿於倫敦或鄰近城市。
Day 8, 倫敦London巴黎Pairs (B)  次日可轉綠線or紅線
早上前往法國，旅遊車經多弗港直接駛上渡海輪船穿越英吉利海峽或過隧道
火車(碼頭/隧道稅項及渡海費 Channel Ferry(Tunnel) Fees and Terminal Tax 
Euro€20 )，輪船約一小時多後抵達法國的迦萊港，過境後旅遊車直驅往巴黎。
Day 9, 巴黎Pairs
於指定地間在酒店集合，接往機場，結束愉快旅程。
Enjoy the morning at leisure until you are transfered to the airport.

費用包含
酒店：3星酒店標準房以2位成人住宿一房為原則，小童2-11歲團費$999，以不佔
床位計算並需與2位成人同房。2歲以下免費，不佔座位及服務。單人房附加費
$680，單拼房附加費$300。
交通：免費接機時間為7am-10pm，送機時間為11am-11pm。額外時間按加收費用
為AUD$35/人/每程。及冷氣豪華巴士服務。
膳食：行程表所列明的早餐(B=歐陸式早餐)。
節目：行程表所列明的觀光遊覽節目。
領隊：華藉(廣東話、普通話)專業領隊。

報名手續

取消及退款手續

可安排接送機的機場有：
巴黎Paris (CDG/ORY)，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AMS)，法蘭克福 Frankfurt (FRA)，
羅馬Rome (FCO/CIA)，維也納Vienna (VIE)，布拉格Prague (PRG)，布達佩斯Budapest
 (BUD)，倫敦London (LHR)，馬德里Madrid (MAD)，巴塞羅那Barcelona (BCN)，
瓦倫西亞Valencia (VLC)，塞維利亞Seville (SVQ)，里斯本Lisbon (LIS)，
哥本哈根Copenhagen (CPH)，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ARN)，奧斯陸Oslo (OSL)

您的特約旅行社

週五出發的團可選英文導遊 
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available for tour departure on Fri



Day 1  星期六Sat  哥本哈根Copenhagen
到達哥本哈根後，接機送往酒店。

Day 2  星期日Sun  哥本哈根Copenhagen > 延雪平Jonkoping  (B)
早上起程前往丹麥首府哥本哈根市區觀光遊覽。海邊的[美人魚雕像The Little 
Mermaid]是以安徒生童話故事《海的女兒》為藍本，是人們心中丹麥的標誌
。[阿美琳堡王室宮殿Amalienborg Palace]前的皇家衛兵，也是安徒生童話的
主角，運氣好的話可以看到換崗時的儀仗表演！市區步行街內的[安徒生雕像
The Statue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市政廳廣場Rådhuspladsen]、[新碼頭
New Harbour]等。午餐後起程朝北方威尼斯-斯德哥爾摩方向進發。住宿︰延
雪平或鄰近城市。

Day 3  星期一Mon  延雪平Jonkoping >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B)
早上起程前往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是位於美娜倫大湖內的瑞典首府，新
舊城區混合一起。舊城遺蹟甚多，新城市區容貌整潔，稱為北歐最美化的城
市。午餐後開始斯德哥爾摩市區遊覽：高貴華麗的市政廳[City Hall] (門票約
Euro€13)，它的「藍廳」是每年諾貝爾獎頒獎禮舉行慶祝之地。而最引人注
目的是氣派非凡、金碧輝煌的金廳，共用了一千九百萬片鍍金馬賽克建造。
隨後遊覽[舊國會大廈Parliament House]、17世紀戰船[華沙號之遺骸Vasa 
Museum](門票約Euro€15)、皇宮[The Royal Palace]、[大教堂Storkyrkan]等。住
宿︰斯德哥爾摩或鄰近城市。

Day 4  星期二Tue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 利勒哈默爾Lillehhammer   (B)
早上起程前往挪威最大湖泊米約薩湖邊的城市利勒哈默爾，人口僅得二萬三
千餘人，但卻是1994年冬季奧運的主辦場地。沿途欣賞自然風光，於傍晚時
份到達當晚住宿城市。住宿︰利勒哈默爾或鄰近城市。

Day 5  星期三Wed  利勒哈默爾Lillehhammer > 
              布利克斯達爾冰川Briksdal Glacier > 松達爾Songndal  (B)
早上起程前往挪威的[布利克斯達爾冰川Briksdal Glacier] ，為歐洲大陸最大的
冰川和受保護的[國家公園Jostedal Glacier National Park]。這個冰川巨人佔地
486平方米，最深處有400米深，最高處是海拔1950米 。抵步後轉乘電動遊覽
車 (車票約Euro€25) 代步，沿途欣賞青蔥翠綠的山谷、野花、小溪、河流和傾
瀉而下的瀑布，大約半小時車程便到電動遊覽車終點站。下車稍步行約10分
鐘，即可近距離觀賞高達346米的布利克斯達爾冰川。下午啓程往南走，朝
居德旺恩進發。住宿︰松達爾或鄰近城市。

Day 6  星期四Thu  松達爾Songndal > 松恩峽灣船河  > 
              弗洛姆Flam  (B)
早上起程前往居德旺恩碼頭，乘坐觀光船進入[松恩峽灣 ，感受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松恩峽灣是世界最長、最深的峽灣，擁有舉世無雙的奇景
。在醉人的景色下瞬間在船上(船票約Euro€35起)渡過了兩小時，觀光船已抵
達弗洛姆。午餐後領隊安排客人搭乘世界上最美麗的鐵路線之一，探索[弗洛
姆鐵路Flam Railway]。美麗的峽灣、瀑布、山谷盡入眼簾。遊畢返回酒店晚
餐。住宿︰弗洛姆或鄰近城市。

Day 7  星期五Fri  弗洛姆Flam > 奧斯陸Oslo  (B)
早上起程前往挪威的首都奧斯陸，參觀為紀念建城九百週年而建的[市政大樓
Oslo City Hall]。每年12月10日諾貝爾逝世紀念日，諾貝爾和平獎便是在這市
政大樓頒獎，與其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頒發的四個獎項不同，由挪威諾貝爾
委員會主席頒獎、挪威國王監禮；隨後繼續參觀名聞遐邇的[霍拿雕刻公園
Vigeland Sculpture Park]，欣賞雕刻家偉蘭的驚世傑作︰其作品多以描繪人生
百態。遊畢後送返酒店。住宿：奧斯陸或鄰近城市。

Day 8  星期六Sat  奧斯陸Oslo > 哥特堡Göteborg > 哥本哈根Copenhagen  (B)
早上起程向南前往瑞典較大的港口哥特堡。哥特堡港口終年不凍，是瑞典和
西歐通商的主要港口，與丹麥北端相望。哥特堡內著名景點：[海神波賽東雕
像Poseidon statue]、[哥特堡漁市Feskekôrka]、[大教堂Gothenburg Cathedral]
等名勝之地區，每年都吸引數十萬位國內外觀光旅客。傍晚朝哥本哈根方向
進發。住宿︰哥本哈根或鄰近城市。

Day 9  星期日Sun  哥本哈根Copenhagen  (B) 早餐於酒店後，送往機場。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並且本公
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
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
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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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為使旅程更充實精彩，團友可選手參加一些活動，主要景點、
建議自費節目及餐飲費目價格細列如下，以供參考。(景點票價
更改頻密，以下費用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dmission
景點票價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tour of City Hall Stockholm         11歐元
華沙沉船博物館Vasa Museum entrance ticket         14歐元
布利克斯達爾冰川電動遊覽車 Briksdal Glacier Cable Car   22歐元
松恩峽彎遊船Gudvangen to Flam Cruise                               35歐元

Optional
Activities

自費節目

斯德哥爾摩市政廳(中文導遊專業講解，免排隊最少10人)
Private tour of City Hall Stockholm (Chinese, min. 10 pax)   21歐元
華沙沉船博物館套票(中文導遊專業講解，免排隊最少10人)
Vasa Museum (Chinese, min. 10 pax)          33歐元
斯德哥爾摩遊船(50分鐘) Stromma Royal Canal (50 mins)  20歐元
峽灣火車之旅 Flam-Myrdal-Flam          58歐元

Meal Deal
膳食

中式午餐或晚餐，標準團餐：五菜一湯，最少10人
Chinese Lunch or Dinner (min. 10 pax)                                 10-15歐元

費用包含
酒店：3星酒店標準房以2位成人住宿一房為原則，小童2-11歲團費$1099，以不佔床位
           計算並需與2位成人同房。2歲以下免費，不佔座位及服務。單人房附加費$940。
           歐洲團不設三人間，單拼房附加費$350。
交通：免費接機時間為7am-10pm，送機時間為11am-11pm。額外時間按加收費用為
              AUD$35/人/每程。及冷氣豪華巴士服務。
膳食：行程表所列明的早餐(B=歐陸式早餐)。
節目：行程表所列明的觀光遊覽節目。
領隊：華藉(廣東話、普通話)專業領隊。

費用不含
機票：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簽證：旅遊證件及簽證費用。
旅遊稅及門票：行程表所列明的進城旅遊稅及門票費用。
                            丹麥/瑞典Oresundstunnelen過橋費，11歐元/程，必需付！
自費項目：行程表所列明的自費項目。
保險：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以確保您的個人利益。
注意：因私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等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
小費：當地導遊、司機及華藉領隊(7歐元/人/天)之小費。

Tour Fee
From

團費
Departs Sat
每週六出發

起$1,399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北歐冰川峽灣9天
Scandinavian Glacier & Fjords 9 Days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利勒哈默爾
Lillehhammer

布利克斯達爾冰川
Briksdal Glacier松達爾

Songndal
松恩峽灣

卑爾根
Bergen 奧斯陸

Oslo
哥特堡

Goteborg

弗洛姆
Flam

瑞典
SWEDEN

挪威
NORWAY

(4月15 -10月21  15 Apr- 21 Oct )



巴黎
Paris

香堡
Chambord

波爾多
Bordeaux

露德
Lourdes

安道爾
Andorra

巴塞隆拿
Barcelona

亞耳
Aire

阿維農
Avignon

葛德
Gede

法國
FRANCE

西班牙
SPAIN

Day 1  星期六Sat  巴黎Paris
到達巴黎後，接機送往酒店。

Day 2  星期日Sun  巴黎Paris > 阿維農Avignon  (B)
早上出發，傍晚時份進入普羅旺斯的心臟地區阿維農；普羅旺斯極富變化，
擁有魅力萬種的風情；而最令人神怡是它的空氣中總是充滿了薰衣草、百里
香、松樹等香氣。住宿︰阿維農或鄰近城市。

Day 3  星期一Mon  阿維農Avignon > 葛德Gordes > 
              塞南克修道院Abbaye de Senanque > 阿維農Avignon  (B)
早上起程前往遊覽阿維農市內，不可錯過的就是[教皇宮Papal Palace]和[斷橋
Pont Saint-Bénézet](聖貝內澤橋)，是歐洲最大及最重要的中世紀哥德式建築
；沿城牆走即可看到聖貝內澤斷橋，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橋樑。午後前
往梅爾《山居歲月》中令人嚮往的葛德城，此城又名石頭城。葛德意思為「
高懸的村子」，因像懸掛在天空又得名「天空之城」，是法國最美的村鎮之
一。遊畢前往[塞南克修道院Sénanque Abbey]，修道院前的薰衣草花田雖不
是普羅旺斯地區最大的，但也是《山居歲月》一書的故事背景，更是普羅旺
斯地標性的景點。住宿︰阿維農或鄰近城市。
(特別說明：普羅旺斯每年薰衣草季節是在六月中旬至八月上旬，受氣候及地勢影響，薰衣草
的生長及收割期各區有所不同，為令團友欣賞到最美景色，不排除會略為調整行程配合觀景。
薰衣草花海是季節性自然景觀，非薰衣草季節，是無法欣賞到紫海花田的景色，行程將改往參
觀薰衣草博物館，敬請理解及注意。)

Day 4  星期二Tue  阿維農Avignon > 亞耳Aire > 巴塞隆拿Barcelona  (B)
早上起程前往因梵高而聞名的小城亞耳。雖然梵高在此地的療養院[Espace 
Van Gogh]只居住了短短一年(1888~1889)，但那一年是他創作的高峰期，創
作了約二百多幅油畫，最有名的當屬「朗盧橋和洗衣婦」及「星空下的咖啡
館」。趕緊追著梵高的足跡，到[朗盧橋The Langlois Bridge at Arles]及咖啡館
感受梵高畫中的亞耳吧！遊罷旅遊車沿地中海穿過西南法，進入法國西班牙
交界，朝著名海岸城市巴塞隆拿方向進發。住宿︰巴塞隆拿或鄰近城市。 

Day 5  星期三Wed  巴塞隆拿Barcelona  (B)  次日可轉黃線
早上起程遊覽熱情迷人的巴塞隆拿，景點包括 [哥倫布紀念塔Columbus 
Monument]及[藍布拉斯大道La Rambla]，繼往巴塞隆拿最有代表性的[聖家教
堂Sagrada Família Church] (門票Euro€15)參觀，此教堂乃有「建築詩人」之稱
的建築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隨後往[魯營球場Camp Nou]外觀拍照留念及購
買紀念品。遊畢轉赴蒙朱伊克山丘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場Olympic Stadium]
參觀。餘下時間到繁華熱鬧的[加泰隆尼廣場Plaza Catalunya]，這裡商店林立
，團友可在此區逛街購物，自由活動。住宿︰巴塞隆拿或鄰近城市。
(旺季期間聖家教堂由於管制人流及排隊人群超多，如欲進教堂參觀，建議自行在網上預訂門
票，http://visit.sagradafamilia.cat. 預訂參觀時間：下午二時至二時半之間 )。

Day 6  星期四Thu  巴塞隆拿Barcelona > 安道爾Andorra > 露德Lourdes  (B)
早上起程前往安道爾大公國。此袖珍小國位於法國和西班牙交界處，首都安
道爾城有歐洲海拔最高首都的稱號。這個小國風景秀麗，是歐洲人的滑雪渡
假勝地，而站在[人民廣場Plaça del Poble]可以欣賞周邊壯麗的山谷和山峰。
因免稅成為遊客最愛血拼的天堂。午後沿[庇里牛斯山脈Mt. Pyrenees range]進
入法國，朝著名的聖母朝聖地露德小鎮方向進發。住宿︰露德或鄰近城市。

Day 7  星期五Fri  露德Lourde > 波爾多Bordeaux  (B)
早上起程前往著名的聖母朝聖地露德小鎮，據說150年前聖母瑪利亞在此顯
現，此後發生的醫療神蹟不可勝數，每年都有超過500萬人次的朝聖者造訪
露德。啟程前往世界葡萄酒中心波爾多。遊覽波爾多世界文化遺產[聖昂德雷
大主教教堂The Cathedral of Angers]及[梅花廣場The Quinconces Square]。梅花
廣場是歐洲第二大廣場，因廣場兩側樹木種值呈梅花形狀而得名，中心高聳
的紀念碑[Monument Aux Girondins]則是追憶在恐怖統治時期受害的吉倫特派
成員。前往著名酒莊參觀，一望無際的葡萄園，展示出波爾多在國際上釀酒
的地位。團友可親身接觸釀酒的過程，增廣見聞，對葡萄酒有濃厚興趣的團
友更可以在酒莊品嚐及選購。住宿︰波爾多或鄰近城市。
(特別說明：波爾多大部份酒莊每年八月份或遇上節日期間是暫停對遊客開放，期間行程將取
消參觀酒莊，敬請理解及注意。團友可以在波爾多市區的酒坊購買或品嚐葡萄酒。)

Day 8  星期六Sat  波爾多Bordeaux > 香堡Chambord > 
              巴黎Paris  (B)  次日可轉紅線
早上前往世界知名的旅遊景區[盧瓦爾河谷Loire Valley]。盧瓦爾河被稱為法國
的母親河，是法國最長的河流。河谷兩岸有聞名世界的盧瓦爾城堡群，隨處
可見壯麗華美的城堡，約午後抵達有「堡王」稱譽的[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 (門票Euro€11.5)，此堡是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為炫耀皇權及國
勢在一五一九年下令興建的狩獵行宮，他從意大利請來了藝術大師達芬奇等
人，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輝煌藝術和建築風格移植到法國，為法蘭西的
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香波堡被法國人視為國寶，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遊畢朝巴黎方向進發，約於晚上七時許抵達花都巴黎。

Day 9  星期日Sun  巴黎Paris  (B)  早餐於酒店後，送往機場。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並且本公
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
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
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2017年4月21日起適用

為使旅程更充實精彩，團友可選手參加一些活動，主要景點、
建議自費節目及餐飲費目價格細列如下，以供參考。(景點票價
更改頻密，以下費用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dmission
景點票價

聖家教堂Sagrada Família Church (10am-10:30am)                15歐元
旺季期間排隊人群超多，如欲進教堂參觀，建議自行在網上預訂：
During peak season, you may book the ticket online: http://visit.sagradafamilia.cat
香波堡Chateau de Chambord                                                    11.5歐元

Optional
Activities

自費節目

佛蘭明高舞蹈Flamenco Dance Show                              55歐元
夜遊巴塞羅那Barcelona Night Tour (min. 25 pax)                  20歐元
蒙特塞拉特修道院Monestir de Montserrat                              20歐元
世界文化遺產古羅馬嘉德水道橋 Pont du Gard         15歐元

Meal Deal
膳食

中式午餐或晚餐，標準團餐：五菜一湯，最少10人
Chinese Lunch or Dinner (min. 10 pax)                                 10-15歐元

費用包含
酒店：3星酒店標準房以2位成人住宿一房為原則，小童2-11歲團費$898，以不佔床位計
           算並需與2位成人同房。2歲以下免費，不佔座位及服務。單人房附加費$680。
           歐洲團不設三人間，單拼房附加費$300。
交通：免費接機時間為7am-10pm，送機時間為11am-11pm。額外時間按加收費用為
              AUD$35/人/每程。及冷氣豪華巴士服務。
膳食：行程表所列明的早餐(B=歐陸式早餐)。
節目：行程表所列明的觀光遊覽節目。
領隊：華藉(廣東話、普通話)專業領隊。

費用不含
機票：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簽證：旅遊證件及簽證費用。
旅遊稅及門票：行程表所列明的進城旅遊稅及門票費用。
自費項目：行程表所列明的自費項目。
保險：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以確保您的個人利益。
注意：因私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等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
小費：當地導遊、司機及華藉領隊(7歐元/人/天)之小費。

阿維農Avignon

南法西班牙薰衣草9天
Exotic Spain & Southern France 9 Days

Tour Fee
From

團費
Departs Sat
每週六出發

起$1,199
(4月中-10月中 Mid Apr- Mid Oc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