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天歐洲精選遊(意、梵、瑞、法、英)
GAHA/GAHB 暢遊： 意大利 ~  羅馬、威尼斯、米蘭˙梵蒂崗 ~  聖彼得大教堂˙瑞士 ~  琉森、
鐵力士雪山˙法國 ~  巴黎∕英國 ~  倫敦
★ 威尼斯 ~ 水都風情，別具特色
★ 琉森 ~ 湖光山色，渾然天成
★ 巴黎 ~ 乘船暢遊塞納河及登上艾
菲爾鐵塔第二層
★ 倫敦 ~ 專業導遊介紹大英博物館

倫敦
火車
之星
歐洲

行程特點

香港

10天GAHB

巴黎

9天GAHA

香港

比覆
琉森
維羅納
鐵力士雪山

米蘭

威尼斯

柏都

航班特點
香港      羅馬
★ 航機於同日抵達，隨即送往酒
店休息，不需即時觀光及長途
車程，更多住一晚酒店，倍感
舒適

香港

羅馬
羅馬許願泉

地道美食
★ 意大利晚餐：品嚐正宗地道美
食及紅酒
★ 威尼斯：海鮮燴意粉、海鮮美
食
★ 鐵力士雪山：瑞士香腸及雞翼
★ 法國海鮮大餐：海鮮併盤(凍
蟹、生蠔、紅蝦、法國螺)鵝肝
醬沙律、香橙鴨、甜品及地道
紅酒
★ 倫敦：唐人街港式點心
★ 全程：精選中國餐膳六餸一湯
及早餐：美式或自助式
★ 適量安排晚餐於住宿酒店，舒
適寫意

出發日期、價目
★ 出發日期、團費及建議服務
費，請參閱價目表，旺季期間
均有加班團(詳情請與特約旅行
社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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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香港      羅馬
Hong Kong      Rome
是日由「翠明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德國漢
莎航空直航法蘭克福後轉機飛往意大利首都∼羅
馬。航機於同日抵達後，隨即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FOUR POINT SHERATON或同級酒店

Day 2
羅馬(鬥獸場、許願池) ~ 梵蒂崗(聖彼得
大教堂) ~ 柏都 ~ 意式風味晚膳
Rome (Colosseum、Trevi Fountain) ~
Vatican (St. Peter’s Basilica) ~
Prato ~ Italian Dinner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梵蒂崗。梵蒂崗為歐洲
現存獨立小國之一，亦為全球天主教中心點。聖
彼得廣場上之圓柱廊、埃及方尖碑及噴泉，宏偉莊
嚴；而聖彼得大教堂內的大型馬賽克鑲嵌畫及文藝
復興大師「米高安哲奴」名作「聖母抱子像」堪稱
鬼斧神工。繼而途經古羅馬廢墟而前往鬥獸場及君
士坦丁凱旋門並拍照留念。最後前往著名的許願
泉。午餐於中國餐館。餐後驅車北上托斯卡利省份
城市柏都。晚餐於地道意大利餐廳，品嚐正宗意大
利地道美食及紅酒。
住宿：ART MUSEO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Day 3
柏都 ~ 威尼斯(嘆息橋、聖馬可廣場、道
奇皇宮、玻璃廠) ~ 維羅納 ~ 茱麗葉銅像
~ 古羅馬競技場
Prato ~ Venice (Bridge of Sighs、St.
Mark’s Square、Doge’s Palace、Glass
Blowing Factory) ~ Verona ~ Statue Of
Juliet ~ Arena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前往意大利「水鄉」威
尼斯。午餐品嚐海鮮燴意粉、海鮮美食及甜品，
安排水上的士前往聖馬可廣場，「水城」上之嘆息
橋、道奇皇宮、聖馬可教堂及鐘樓等，皆是不容錯
過的拍攝地方。最後參觀玻璃廠，觀賞專人示範玻
璃製作過程。如天氣許可，還可自費乘坐特色的貢
多拉平底船暢遊大小運河，親身體驗水鄉風情。稍
後驅車前往莎士比亞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而名
譽於世的維羅納，抵達後參觀栩栩如生的茱麗葉銅
像及其府邸。繼而前往保存得極完美的古羅馬競技
場。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LEOPARDI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Day 4
維羅納 ~ 米蘭 ~ 米蘭大教堂、名店購物 ~
琉森
Verona ~ Milan ~ Duomo ~
Free for Shopping ~ Lucerne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意大利時裝中心∼米
蘭。米蘭市建於公元前四世紀，古蹟林立，雖於二
次世界大戰受到損毁，戰後重建發展迅速，使米蘭
成為古老名城與現代都會交替，除遊覽米蘭大教堂
及埃馬努爾拱廊外，團友亦可自由前往著名的名店
街Via Monte Napoleone，選購歐洲時裝及時尚飾
物。為方便團友自由購物，是日午餐自備。繼後驅
車前往有「世界花園」之稱之瑞士。巍峨之阿爾卑
斯山及漂亮的湖泊令人仿如置身人間仙境。抵達後
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ASTORIA或同級酒店
(早、晚餐)
瑞士鐵力士雪山

Day 5
琉森 ~ 英高柏 ~ 乘360度旋轉吊車往
鐵力士雪山 ~ 比覆
Lucerne ~ Engelberg ~ Mt. Titlis ~ Belfort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參觀琉森的標誌「獅子紀念
碑」。團友可漫步於琉森湖畔或著名的「教堂橋」
上，亦可自由選購瑞士鐘錶及朱古力等。稍後乘車
前往英高柏，轉乘旋轉360度吊車登上萬呎的鐵力
士雪山。山峰終年積雪，遊人可親身踏足雪地，體
驗玩雪的樂趣。午餐於山頂餐廳，品嚐瑞士雞翼香
腸美食。稍後驅車前往法國城市∼比覆。晚餐於酒
店餐廳。
住宿：NOVOTEL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巴黎艾菲爾鐵塔

巴黎塞納河船河

Day 6
比覆 ~ 巴黎
(塞納船河及艾菲爾鐵塔二層)
Belfort ~ Paris (River Seine Cruise ~
Tour Eiffel Second Level)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直趨「花都」巴黎。巴
黎為法國之重要名城，更是法國歴史的見証地。午
餐自備。稍後前往巴黎市中心，乘船暢遊美麗的塞
納河，欣賞兩岸名勝古蹟，感受浪漫氣氛，融入法
國情懷，繼而登上舉世知名的艾菲爾鐵塔第二層，
俯覽巴黎景色，陶醉於新舊並立的法國建築藝術。
(行程如不能安排登艾菲爾鐵塔，將改往56層蒙巴
納斯大樓，俯瞰巴黎全景)晚餐於中國餐館。
住宿：EVERGREEN或同級酒店
(早、晚餐)
羅浮宮

Day 7
巴黎(市內觀光) ~ 悠閒購物
法國海鮮大餐
Paris  (City Tour) ~ Free for Shopping ~
French Sea Food Dinner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乘車前往巴黎發源地∼希提
島的巴黎聖母院。隨後前往法國歷史的見證地∼
昔日大革命時斷頭台所在的協和廣場和香榭麗舍大
道，並到達拿破崙下令興建的凱旋門。稍後經拿破
崙墓而到達軍事學院，此處為拍攝1889年博覽會
而興建的艾菲爾鐵塔的上佳位置。午餐自備。稍後
前往巴黎市中心百貨公司自由購物。晚餐特別安
排法國海觧大餐，品嚐海鮮冷盤(凍蟹、生蠔、紅
蝦、法國螺)、鵝肝醬沙律、香橙鴨或三文魚，甜
品及地道紅酒。晚上團友可自費觀賞著名的麗都或
紅磨坊夜總會。
住宿：EVERGREEN或同級酒店
(早、晚餐)

參加10天GAHB團友第8天行程如下：

Day 8
巴黎 (歐洲之星) ~ 倫敦白金漢宮、
西敏寺、大笨鐘、大英博物館
Paris (Euro Star) ~ London (Buckingham
Palace、Westminster Abbey、Big Ben、
British Museum)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專車送往火車站，乘坐歐洲
之星子彈火車前往英國首都∼倫敦。抵達後專車送
往倫敦唐人街。午餐於中國餐館，品嚐點心美食。
餐後驅車前往遊覽市內名勝，首先前往泰晤士河
畔，欣賞倫敦的標誌∼塔橋及倫敦古堡。及後前往
英國上下議院開會的國會大廈及舉世知名的大笨
鐘，途經著名之西敏寺、唐寧街十號首相府、特拉
法加廣場等名勝，到達代表英國皇室的白金漢宮，
拍照後再往收藏品甚豐富的大英博物館參觀，館內
收藏由古埃及的木乃伊希臘黃金時期的雕塑至中國
古代的印章飾物等，琳瑯滿目，定能令各團友眼界
大開。(註：如適逢假期休息或關門，此節目將會
取消，本公司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為方便客人
訪友或購物，是日晚餐自備。
住宿：HILTON OLYMPIA或同級酒店		
(早、港式點心午餐)

聖母抱子像

Day 9/10
倫敦      香港
London      Hong Kong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稍作休息，於指定時間安排
專車送往機場，乘航機經歐洲城市轉機飛返香港。
航機於第10天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早餐)

Day 8/9
巴黎      香港
Paris      Hong Kong
早餐於酒店餐廳。稍後乘專車送往機場，由專人協
助辨理退稅及登記手續，自行乘豪華客機經歐洲
城市轉機飛返香港。航機於第9天安抵香港國際機
場。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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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御林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