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is  Versailles  Paris

早上10:00抵達巴黎香榭麗舍大道La Brioche Doree餐廳門前
集合后，展開巴黎市內名聲遊覽，宏偉莊嚴的凱旋門、繁
華熱鬧的香榭麗舍大道、協和廣場、拿破崙之墓及傷殘軍
人之家，經歷兩個世紀才建成之聖母院和參觀屹立在塞納
河畔的「巴黎巨人」艾菲爾鐵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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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噪一時的著名皇宮「凡爾賽宮」，這座由法國皇帝路易十
四所建造的皇宮，偉大富麗，其中園圃殿閣窮奢極侈，是
當時法國貴族、學者群集為皇帝點綴豪華，歌舞昇平的所
在地，皇宮內裝飾金碧輝煌，並留下許多珍貴文物，最著
名的鏡廳發生過多次歐洲重大歷史事件。返回巴黎，晚膳
後回酒店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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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巴黎或鄰近城市

 Paris

抵達巴黎，接機送往酒店休息、自由活動。【正常接機時間
7AM-10PM，超時服務額外加收US$25/人/程（2人起）】

 Paris

早上前往參觀舉世著名的羅浮宮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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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往碼頭，自費搭乘觀光船遊覽塞納河, 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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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時間可自由活動，喜愛購物的團友
可前往大型百貨公司選購時尚的手袋時裝及法國香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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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巴黎或鄰近城市

 Frankfurt  Prague

早上從德國法蘭克福起程前往捷克首府布拉格，預料下午
時份過境進入捷克，黃昏安抵伏爾塔瓦河畔的東歐古都布
拉格-有中世紀寶石之美譽。市內古老建築的尖塔圓頂在夕
陽照耀下顯得金碧輝煌，因而又被稱為金色之城，全城散
發著古雅氣息。住宿：布拉格或鄰近城市

 Bratislava  Budapest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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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明珠」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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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千
年紀念碑及馬札爾酋長雕像。參觀國會大廈、伊莉莎伯大
橋、漁夫城堡、歷代匈牙利國王加冕的馬提亞教堂、及從
堡壘山的解放紀念碑俯瞰布達佩斯全景。領隊可安排自費
乘船遊覽多瑙河，欣賞布達及佩斯兩岸風光，不容錯過。
住宿：布達達佩斯或鄰近城市

 Prague  Bratislava

早上起程前往參觀建於山丘上充滿中世紀風格的嘉斯登古
堡 - 昔日的皇宮花園，現今已變為總統官邸及政府大樓。
附近的聖維特斯大教堂建於十世紀初，經歷了許多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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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途經查理士大橋跨過伏爾塔
瓦河，到達舊市中心，市政廳鐘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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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廳前的廣
場是歷史集會、起義的地點，市內狹窄街道縱橫交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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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布拉提斯瓦或鄰近城市

 Paris  Reims 

 Luxembourg

早上前往法國香檳之都漢斯；漢斯是目前香檳區的經濟首
府，也是法國歷史上相當重要的城市，素有「王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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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聖母院也成為漢斯最重要觀光點。
遊罷往小國盧森堡進發，抵步後遊覽市區亞道夫大橋、峽
谷、憲法廣場等景點。住宿︰盧森堡或鄰近城市

 Luxembourg  Trier

 Koblenz Rudesheim 

am Rhein  Frankfurt

早上前往全德最古老的城市特里爾，曾是西羅馬帝國的首
都，君士坦丁大帝在位執政期間，有第二羅馬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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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黑城門堡是必遊之處。遊罷前往被稱為「德意志之角」

歐洲風情

Tour code: E-RB16-UTour code: E-RB16-U

1. 全程3星級酒店標準房（雙人房）及酒店早餐（歐陸式
早餐：咖啡或茶、果汁、麵包、果醬）
2. 全程豪華空調旅遊巴士及專職司機
3. 專業國粵語導遊講解

1. 任何機票及稅項
2. 任何簽證費用及旅遊保險
3. 午、晚餐費用
4. 小費（7歐元/人/天）
5. 景點門票、自費項目及各個城市的進城費及住宿稅
6. 任何個人消費，及一切不在“團費包含”所列

$1469
$1209

$915單房差

成人
團費 貨幣單位：IUSD/每位

小童（2-11歲不佔床）

的哥本倫茨，是歐洲兩大河流萊茵河與摩澤河的交匯點，
是著名風景區；沿萊茵河畔前進，兩岸風光盡入眼簾 (夏季
可安排萊茵河船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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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羅馬貝格廣場及象徵自由民主的聖保羅教堂，繁華熱
鬧的商業街。住宿：法蘭克福或鄰近城市



 Frankfurt  Bonn  

Cologne  Amsterdam

早上起程前往前西德首都波恩，抵步後瀏覽波恩景點：貝
多芬故居、波恩大學；遊罷轉赴科隆，遊覽著名科隆大教
堂、購物大街； 午後驅車離開科隆直駛荷蘭。住宿：阿姆
斯特丹或鄰近城市

 Amsterdam  

ZaanseSchans  Amsterdam

早上前往近郊最具特色的風車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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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英雄紀
念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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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打磨技術精
巧細緻舉世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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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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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sterdam  

Brussels  Paris

早上起程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首先遊覽原子球塔，
再到市內遊覽歌德式市政廳、大廣場，撒尿小童銅像；午
後驅車前往法國，過境後直驅浪漫妍媚的迷人花都巴黎。

 Paris

酒店早餐後，送往機場。 （正常送機時間11AM-10PM,超
時服務額外加收US$25/人/程(2人起)）

以上行程文字描述僅供參考，描述與現實差異不構成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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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apest  Vienna

早上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遊覽著名的遜布倫宮。這座
壯麗的巴洛克式建築又稱為美泉宮，是一代女皇瑪利亞杜
麗莎於黃金時代擴建的宮殿，裝潢華麗金碧，御花園遼闊
廣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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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觀宏偉的建築，如以新歌德式設計的市政廳、希臘神殿式
設計的國會大廈、氣勢雄偉的霍夫堡皇宮、英雄廣場和國
立歌劇院。在市立公園可追憶華爾茲大王小約翰‧斯特勞斯
的傳奇事蹟，瞻仰其雕像；市中心的聖史提芬大教堂及繁
華熱鬧的行人購物區更是遊客必到之處。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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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nna  Mondsee

 Munich

早上前往景色秀麗的阿爾卑斯山，途經漂亮的月亮湖， 一
個在阿爾卑斯山小鎮里的美麗湖泊，小鎮就在月亮湖畔，
風景優美。漫步在這個美麗小鎮裡，市政廳旁之聖邁克爾
教堂Basilika St Michael，著名電影《仙樂飄飄處處聞》男女
主角結婚的拍攝場地。遊罷朝德國慕尼黑方向進發，前往
參觀瑪麗安廣場上的市政廳或往著名啤酒屋品嚐一杯德國
啤酒, 遊畢開往下榻之酒店。住宿：慕尼黑或鄰近城市

 Munich  Mt Titlis

 Lucerne  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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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四十五分鐘纜
車到達大雪山頂，即往參觀冰洞，繼往賞雪台漫步，遊目
四顧 ， 群峰環列，冰川奇景，盡入眼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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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表揚瑞士民族精忠勇敢
和信義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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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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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rich  Rhine Falls

 Titisee  Frankfurt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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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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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瀑布是西歐最大的瀑布，急流洶湧而
下甚為壯觀，氣勢動人心魄。遊罷經瑞士山路進入德國黑

森林地區，因樹木非常茂盛而形成一片墨綠森林，樹幹高
聳入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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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罷返回法蘭克福。住宿：法蘭克福或鄰近城市

景點票價：
多腦河遊船 Budapest Donau River Cruise

美泉宮 Schönbrunn Palace

漁夫堡 Fisherman’s Bastion

馬提亞斯教堂 Matthias Church

布拉格城堡 HradcanyCastle
（套票包括：老皇宮、聖喬治教堂、黃金小徑）

鐵力士雪山纜車票 Mount Titlis Cable Car

凡爾賽宮 Chateau de Versailles

羅浮宮博物館 Le Louver Museum

塞納河船河 River Seine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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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斯特丹運河船河 Amsterdam Canal Cruise

荷蘭花展 Keukenhof
（每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開放，查閱：www.keukenhof.com）

額外自費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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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夜遊 Nightexcursionin Paris

華爾茲音樂會+接送 Viennese Waltz Concerts + Transfer

匈牙利民族舞會 + 地道風味餐 Hungary folklore show + Dinner

旅客進城遊覽稅(必付):
捷克布拉格遊覽稅 Czech Republic City Entrance Tax

奧地利維也納遊覽稅 Vienna City Entrance Tax

巴黎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每人每天 Paris City Entrance Tax

特色餐:
法式晚餐 French Dinner
(海鮮盤、鵝肝醬、焗蝸牛、魚排或牛排、甜點、法國葡萄酒)

德國特色猪肘餐Germany pork knuckle menu with beer
(開胃湯、烤豬肘、冰淇淋甜品、啤酒或飲料)

司机及導遊小费:
旅客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遊及司機小費（每天）
Every customer must be pay tour manager and driver gratuities

20€

14.2€

約3€

約8€

13€

18€

15€

15€

14€

15€

18€

150€

35€

85€/92瑞郎

60€

50€

5€

5€

15€

65€

20€

7€

為使旅程更充實精彩，沿途部分的經典及節目將涉及到一
些費用，方便團友更易掌握消費預算，我們將一些主要的
景點、餐飲費及建議自費節目價格細列如下，以供參考。
（進城遊覽稅、住宿稅為必需征收，請按價交現金給導遊
）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而決定是否購票、用餐，或參
加任何建議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

以上價目僅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一切調整以現場價牌或
當時公佈為準。

您的特約代理�Your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