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行程屬文字描述性質僅作參考，描述與現實的差異不構成爭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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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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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任何機票及其稅項                                           2、個人境外旅遊保險、簽證費
3、因交通延誤、罷工、天氣、飛機、機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等不可抗力因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4、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小費。
5、以上“團費包含”仲不包含的其他項目。
6、自費景點門票，客人可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是否參加。景點門票上團後導遊統一收取。
7、午餐晚餐：客人可選擇跟團餐或者自己選擇當地美食
8、每位客人每天規定最少給司機、導遊小費各2歐元（瑞士段3歐元）

1、 全程旅遊巴士
2、 四星標準酒店住宿， 標準雙人間（兩人一房）
3、全程歐陸式早餐
4、專業華語導遊
5、專人接送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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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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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葡熱情九天之旅西葡熱情九天之旅
西班牙、 葡萄牙西班牙、 葡萄牙

團號:
KY-L6
團號:
KY-L6

第一天 巴塞羅那 Arrive Barcelona 
抵達巴塞羅那， 專人機場接機送往酒店休息、自由活動。 【正常接機時段為
7:30 AM – 9: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US$40/人/程（2人起）】

第二天 巴塞羅那 – 瓦倫西亞 Barcelona – Valencia
巴塞羅那出發，遊覽【聖家堂】（自費專案）、【米拉之家】，前往瓦倫西亞，
到達後遊覽【瓦倫西亞大教堂】，【聖母廣場】，【藝術科學城】。 
（請注意：聖家堂由於實行人數管制及排隊人數較多，如欲進教堂內參觀，建議
提前一周自行在網上預訂門票https://tickets.sagradafamilia.org/site/SagradaFamil-
ia/product/10/type/1 預約：上午09.30的票。 若您選擇的團期，聖家堂參觀為周
日，請預訂上午10:30的票）
住宿:入住瓦倫西亞或其周邊酒店

第三天 瓦倫西亞 – 格拉納達 Valencia – Granada 
早餐後前往格拉納達。遊覽【阿爾罕布拉宮】（自費專案），又叫「紅堡」，是阿
拉伯式宮殿庭院的代表。（請注意︰阿爾罕布拉宮由於實施人數管制及每日限制
門票，建議提前一個月自行在網上預訂門票https://tickets.alhambra-patronato.es-
/en/ 預約：下午五點）旺季門票需要提早預訂， 以免沒票。
住宿： 格拉納達或其周邊酒店

第四天 格拉納達 – 馬拉加 – 塞維利亞 Granada – Malaga – Sevilla
早餐後前往馬拉加，遊覽【馬拉加城堡】（自費專案）。前往西班牙南部的明珠
塞維利亞，是一座歷史名城。參觀【西班牙廣場】、【塞維利亞大教堂】（自費
專案）、【塞維利亞王宮】（自費專案）。 
住宿：塞維利亞或其周邊酒店

第五天 塞維利亞 – 里斯本 Sevilla - Lisbon 
前往歐洲大陸西部城市里斯本，以自身美麗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遊覽【熱
羅尼姆修道院】、【貝倫塔】、【航海紀念碑】、【4月25日大橋】等景點。
住宿： 里斯本或其周邊城市

第六天 里斯本 – 托萊多 Lisbon – Toledo 
早餐後前往歐洲大陸辛特拉山地西端【羅卡角】遊覽，前往具有二千多年悠久歷
史的西班牙古鎮托萊多遊覽【托萊多大教堂】、【托萊多古城】。
住宿： 托萊多或其周邊酒店

第七天 托萊多 – 馬德里 Toledo - Madrid
前往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遊覽【馬德里王宮】（自費專案）、【馬約爾廣場】、【太
陽門廣場】、【西班牙廣場】、【格蘭大道】、【皇家馬德里球場】。
住宿：馬德里或其周邊酒店

第八天 馬德里 - 薩拉戈薩 – 巴塞羅那
 Madrid – Zaragoza - Barcelona

酒店早餐後，前往薩拉戈薩遊覽【比拉爾聖母大教堂】、【阿爾哈菲莉亞宮】等景
點。之後返回巴塞羅那。
住宿：巴塞羅那或其附近酒店

第九天 巴塞羅那 - 原居地 Barcelona - Home
早餐後，送往機場返回原居地。（請預定第二天早上11:30以後起飛的航班，以免錯
過航班。正常送機時間為11:30 - 晚上9:00，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US$40/人/程（2
人起））

2020年全年逢週二抵達巴塞羅那
2020年3月23日 – 9月28日， 逢週二、六抵達巴塞羅那
2020年7月13日 – 8月17日,  逢週二、四、六抵達巴塞羅那

2020年全年逢週二抵達巴塞羅那
2020年3月23日 – 9月28日， 逢週二、六抵達巴塞羅那
2020年7月13日 – 8月17日,  逢週二、四、六抵達巴塞羅那

景點門票價格 (歐元)
托萊多進城費和城市稅（必付）
6周歲以下免費，6-12周歲半價，12周歲以上全價

聖家族大教堂
（從2019年1月起，不含講解器的單獨門票僅在
下午2點之後可以訪問）

€10

阿爾罕布拉宮

團費

四星標準酒店

團號:
KY-L4
團號:
KY-L4

意大利南法浪漫九天之旅意大利南法浪漫九天之旅

2020年全年逢週五抵達巴黎
2020年3月30日 – 10月1日， 逢週二、五抵達巴黎
2020年7月1日 – 8月31日, 逢週日、二、五抵達巴黎

2020年全年逢週五抵達巴黎
2020年3月30日 – 10月1日， 逢週二、五抵達巴黎
2020年7月1日 – 8月31日, 逢週日、二、五抵達巴黎

第一天 巴黎 Arrive Paris 
抵達巴黎， 專人機場接機送往酒店休息、自由活動。 【正常接機時段為
7:30 AM – 9: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US$40/人/程（2人起）】

第二天 巴黎 – 第戎 – 盧塞恩 Paris – Dijon – Lucerne 

早餐後，前往第戎—勃艮第的省府。遊覽【勃艮第公爵和政府宮殿】、【自
由廣場】、【第戎聖母院】。前往盧塞恩。
住宿:卢塞恩或其周邊酒店

第三天 盧塞恩 – 米蘭 – 威尼斯 Lucerne – Milan – Venice
早上遊覽盧塞恩，是深得瑞士人喜愛的度假地，同時也是歷史文化名城，遊
覽【卡貝爾橋】、【盧塞恩湖】、【獅子紀念碑】。前往米蘭。後參觀遊覽
【斯福爾紮城堡】、【埃馬努埃萊二世拱廊橋】、【米蘭大教堂】。 
住宿:威尼斯或其周邊酒店。

第四天 威尼斯 – 羅馬  Venice  - Rome

早餐後前往水城威尼斯，乘坐【威尼斯遊船】（自費專案）上島，在島上可
乘坐【貢朵拉】（自費專案），遊覽【聖馬可廣場】，【歎息橋】，乘坐運
河上的【黃金水道】（自費專案），感受水城之美。 之後前往羅馬。
住宿:羅馬或其周邊酒店

第五天 羅馬 – 佛羅倫薩 Rome – Florence 

早餐後參觀遊覽羅馬。 羅馬這座城市，兩千多年的歷史積澱了太多回憶，
東西交匯，就像一座龐大的博物館，我們將遊覽【羅馬鬥獸場】、【君士坦
丁凱旋門】、【威尼斯廣場】、【西班牙廣場】、【許願池】。
住宿:佛羅倫薩或其周邊酒店

第六天 佛羅倫薩 – 比薩 – 聖雷莫 Florence – Pisa – Sanremo

早餐後遊覽徐志摩筆下的翡冷翠，參觀【聖母百花大教堂】、【領主廣場】。 
前往比薩遊覽【比薩斜塔】還有中世紀地中海海運都市繁盛時代的建築物，
而這些紀念性建築群集的大教堂廣場則被稱為「奇跡廣場」。
住宿:聖雷莫或其周邊酒店

第七天 聖雷莫–摩納哥–EZE–戛納–里昂 Sanremo – Monaco – EZE – Cannes – Lyon

早餐後前往【摩納哥王宮】。 前往EZE參觀【花宮娜香水工廠】。前往戛納
遊覽【影節宮】。 接著前往里昂。 
住宿: 里昂或其周邊酒店

第八天 里昂 – 巴黎 Lyon – Paris

早餐後返回巴黎。前往參觀遊覽【凱旋門】、【埃菲爾鐵塔】、【巴黎聖母
院】（外觀），乘坐【塞納河遊船】（自費專案），行程結束。 
（請注意：當天會視情況安排遊覽巴黎聖母院和乘坐塞納河遊船）
住宿： 巴黎或其周邊酒店

第九天 巴黎 – 原居地 Paris – Home

早餐後，送往機場返回原居地。（請預定當天早上11:30以後起飛的航班，
以免錯過航班。正常送機時間為11:30-晚上9:00，超時服務需額外加收
US$40/人/程（2人起））

瑞士、意大利、摩納哥、法國瑞士、意大利、摩納哥、法國

成人價格：
小童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成人價格：
小童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成人價格：
小童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成人價格：
小童 （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價：

景點門票價格 (歐元)

威尼斯貢多拉
進城費同城市稅 (必選項目)
(5周歲及以下團友免收進城費同城市稅;
6至12周歲之間嘅團友按照半價收取)

€40/人（6人起）

羅馬市內交通費 €6/人

威尼斯上島遊船費 (必選項目) €8/人

巴黎夜遊 €40/人

塞納河遊船 12歲以上 €14；4-12歲 €6

€45/人

午晚餐费
中式午餐（標準團餐）€10-€12/人
中式晚餐（標準團餐）€10-€12/人
威尼斯特色套餐 €25-€35/人

團費

四星標準酒店

歐洲風情

（標準團餐：五菜一湯）(歐元)

午晚餐费
西葡海鮮自助午餐 €15-€20/人
西葡海鮮自助晚餐 €15-€20/人
團餐六菜一湯 €12/人

 (歐元)

司機及導遊小費（每人每天） (歐元)
司機小費 €2/人
導遊小費 €2/人

司機及導遊小費（每人每天）(歐元)
司機服務費 €2/人
導遊服務費 €2/人
威尼斯地陪 €2/人

門票€17，含講解器€25

一般參觀€14，花園票€7

弗拉明戈
（塞维利亚或其他城市，以导游安排为准。）

€60

馬德里王宮 €10
馬拉加城堡 €3.5，65周歲以上€1.5

塞維利亞王宮 €11.5（網上購買加收1€手續費）

塞維利亞主教堂
（週六15:30停止售票）

€9，65周歲以上€5

您的特約代理 
Your Trave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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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898US$898
US$658US$658

US$550US$550 89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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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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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550US$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