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風情 英法雙國雙城浪漫十二天
法國，英國（英格蘭&蘇格蘭）

週二/五 約克 York → 愛丁堡 Edinburgh → 
格拉斯哥 Glasgow

早上前往蘇格蘭首都愛丁堡。有香醇的威士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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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六 格拉斯哥 Glasgow → 格雷特納.格林 
Gretna Green → 湖區 Lake District → 
曼徹斯特 Manchester

早上前往英格蘭北部西側的湖區國家公園，湖泊、河谷、山
巒、瀑布種種巧奪天工的自然雕琢。途經有名的結婚小鎮格
雷特納．格林，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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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德米爾湖或拜訪彼得兔的博物館。前往曼徹斯特，曼城充
斥著時尚社交及生活動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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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市內新舊並存的特色
建築物。前往足球聖地-英超曼聯主場奧脫福球場；自由活動
享用晚餐後送返回酒店。住宿：曼徹斯特或鄰近城市。

週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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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前往莎翁故鄉，位於雅芳河畔的斯特拉斯福特，英國人
稱斯特拉斯福特是莎士比亞的世界，在這裡可看到一代文豪
出生的故居、讀書的學校和長眠的教堂等。前往倫敦，途經
大型名牌直銷購物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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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內的商店都具規模，其貨品售價平均
是正貨的四折左右，如遇上清倉或季節再減價，那就真是便
宜極了。約於傍晚時份安抵倫敦。住宿：倫敦或鄰近城市

週五/一 倫敦 London → 巨石陣 Stonehenge → 
巴斯 Bath

早上前往巨石陣，為世界史前時代文化建築遺跡，起因和方
法至今在考古界仍是個不解之謎；巨石陣也叫做圓形石林，
由幾十塊區大的石頭組成，每塊約重50噸，其中一些石塊足
有6米高。續往巴斯，巴斯英文中的意思是「洗浴」，如今的
古浴場遺址是英國古羅馬時代的遺跡。皇家新月樓是巴斯最
有氣勢的大型古建築群，道路與房屋都排列成新月弧形，盡
顯高雅貴族風範。住宿：巴斯或鄰近城市

週六/二 巴斯 Bath → 拜伯里 Bibury → 
溫莎 Windsor → 倫敦 London

早上前往科隆河畔之拜伯里，有「英格蘭最美麗的村莊」的
稱號。可自由漫步這個小村莊。續往溫莎城堡; 城堡內收藏著
英國王室無數的珍寶，包括達芬奇，魯本斯，倫勃朗等大師
的作品及自中世紀的家具和裝飾品等。溫莎城堡也是國王為
皇族，貴族等頒發爵位和封號的他方。(當晚不含酒店住宿)

週日/三 倫敦 London → 原居地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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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六 抵達巴黎 Arrive Paris
抵達巴黎，專人接機送往酒店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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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日 巴黎 Paris → 凡爾賽 Versailles → 巴黎 Paris
早上遊覽巴黎名勝，包括：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協和
廣場、拿破崙之墓及傷殘軍人之家，聖母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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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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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罷返回巴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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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一 巴黎 Paris
早上參觀羅浮宮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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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往碼頭，自費搭乘觀光船遊覽塞納河，飽覽左右兩岸風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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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二 巴黎 Paris → 倫敦 London
早上起程前往法國迦萊港，旅遊車會直接駛上渡海輪船或
過隧道火車，在穿越英吉 利海峽後，便抵達英國多弗港。
過境後旅遊巴士直驅往倫敦。住宿：倫敦或鄰近城市

週日/三 倫敦 London
早上遊覽倫敦景點：大笨鐘、議會大廈、西敏寺大教堂、
唐寧街十號首相府、白廳街、聖詹姆斯公園、白金漢宮、
泰晤士河畔。中午午餐於唐人街，前往大英博物館參觀，
遊覽聖保羅大教堂、倫敦塔橋及倫敦城堡，這城堡曾先後
被作為王宮、兵工廠、監獄。住宿：倫敦或鄰近城市週一/四 倫敦 London → 劍橋 Cambridge → 

約克 York
早上前往英國最高學府劍橋大學城；除了有濃厚的學術氛圍
外，劍橋之美更不勝枚舉。遊覽劍橋大學及大學群，包括：
國王學院、王后學院和充滿文人浪漫氣息的嘆息橋等。赴英
格蘭中世紀名城約克市。融合羅馬、撒克遜、維京統治的多
樣歷史和文物，加上完整保存的中古街道建築，展現出懷舊
古樸的一面，也是見證英格蘭歷史的重要城市。來到約克，
彷如穿越時光隧道來到中世紀。前往英國最大及擁有將近千
年曆史的約克大教堂，登上著名的羅馬城牆印證千年堡壘遺
跡，遊覽禮品小店市場。住宿：約克或鄰近城市

$1149團費 ( U S D )

Tour Code: E-RP12
成人 小童 （2-11不佔床）

$1149 $909 $680

您的特約代理 
Your Travel Agent：

單房差

團費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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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

逢週三、六抵達巴黎

團費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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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指南：

景點票價：
凡爾賽宮 Chateau de Versailles 

羅浮宮博物館 Le Louver Museum  

劍僑撐篙 Cambridge Punting

愛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

湖區遊船45分鐘 Windermere Lake Cruise 45 Minute

莎士比亞故居 Shakespeare Birthplace 

巨石陣門票 Stonehenge 
蕰莎城堡  Windsor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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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德米爾湖遊山玩水(游船+火車)+優先預費 
Visit Windermere by Cruise & Train + Reservation

泰晤士河遊船+接送 Thames River Cruise + Transfer

旅客進城遊覽稅 (必付)：
巴黎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每人每天)
Paris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Per Person Per day)   
英吉利海岸碼頭或隧道 稅項及渡海費（每程）
Channel Ferry(Tunnel) Fees and Terminal Tax

特色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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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6£

8£
17.5£
17.5£
21.2£

18.5£

18€

35€

15€

20€

65€

150€

25£

14£

返。參觀愛丁堡城堡，觀看最古老的皇室冠冕及珠寶。遊覽
與荷里路德宮串連起來的皇家古道、市政廳及皇家公園。團
友也可選擇去J.K.Rowling寫作《哈利波特》的象牙咖啡廳。
住宿：格拉斯哥或鄰近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