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IL-13

13天
天意大利˙
意大利˙德國˙
德國˙瑞士˙
瑞士˙
奧地利˙
奧地利˙荷蘭˙
荷蘭˙法國˙
法國˙
比利時˙
比利時˙精采團

遍遊 : 慕尼黑
慕尼黑、
、茵斯布魯克、
茵斯布魯克、薩爾斯堡、
薩爾斯堡、羅馬、
羅馬、梵蒂岡、
梵蒂岡、威尼斯、
威尼斯、維羅納、
維羅納、米蘭、
米蘭、
琉森、
琉森、巴黎、
巴黎、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
特別安排內陸航班由慕尼黑至羅馬
凡出發14天前報名繳訂
出發14天內報名須自付單人房全數費用
凡出發 天前報名繳訂,
天前報名繳訂 於出發前仍不能安排同房,
於出發前仍不能安排同房 則付半價
則付半價單人房附加費優惠
半價單人房附加費優惠。
單人房附加費優惠。(出發
出發 天內報名須自付單人房全數費用)
天內報名須自付單人房全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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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慕尼黑
HONG KONG
MUNICH

是日晚上由領隊陪同下，乘航機飛赴德國城市—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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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慕尼黑～新天鵝堡～
新天鵝堡～
德國豬手餐～
德國豬手餐～茵斯布魯克
(黃金屋頂
黃金屋頂、
黃金屋頂、水晶專門店)
水晶專門店
MUNICH～
～NEUSCHWANSTEIN
(INCULDING ENTRY)～
～GERMAN PORK
KNUCKLE～
～INNSBRUCK
(GOLDEN ROOF～
～CRYSTAL SHOP)

是日抵達德國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隨即驅車前
往立於浪漫之路，由巴伐利亞路易二世所建之新
天鵝堡，城堡外型彷如童話故事古堡，迪士尼樂
園亦以作為藍本。堡內設計奇特，除不少以天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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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材的飾品及用具外，瑰麗的內部裝飾更是難
得一見。午餐於當地餐廳，品嚐地道德國燒豬手
餐。餐後驅車前往奧地利泰羅爾省首府—茵斯布
魯克。遊覽著名的黃金屋頂及漫步於古雅小街，
喜愛水晶的朋友，更可到當地專賣店順道搜購。
晚餐於中國餐館。夜宿INNSBRUCK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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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斯布魯克～
茵斯布魯克～薩爾斯堡
(榮拉具
榮拉具爾花園
榮拉具爾花園、
爾花園、莫札特故居、
莫札特故居、
舊城古街)～
舊城古街 ～慕尼黑～
慕尼黑～羅馬
INNSBRUCK～
～SALZBURG
(MIRABELL GARDEN-MOZART’S
BIRTHPLACEOLD TOWN)～
～MUNICH～
～
ROME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前往「音樂神童」莫
札特故鄉—薩爾斯堡。抵達後取道著名米拉爾花
園而抵達舊城區，沿途盡是仙樂飄飄處處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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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場地。及後途經莫札特故居，莫札特廣場大
教堂。午餐自行安排。稍後驅車前往慕尼黑機
場，乘航機飛往意大利首都羅馬。抵達後前往晚
餐，專車送返酒店休息。
夜宿MERCURE ROME WEST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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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鬥獸場
羅馬 鬥獸場、
鬥獸場、許願池)～
許願池 ～
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
梵蒂岡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柏都～
柏都～
意式風味晚膳
ROME(COLOSSEUMTREVI FOUNTAIN)～
～
VATICAN(ST. PETER’S BASILICA)～
～
PRATO～
～ITALIAN DINNER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梵蒂岡。梵蒂岡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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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ART
MUSEO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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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都～
柏都～威尼斯(嘆息橋
威尼斯 嘆息橋、
嘆息橋、聖馬可廣
場、道奇皇宮、
道奇皇宮、慕蘭奴玻璃製作過
程)～
～維羅納～
維羅納～茱麗葉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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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A～
～
STATUE OF JULIET～
～ARENA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往意大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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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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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參觀由專人示範製作慕蘭
奴玻璃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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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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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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LEOPARDI
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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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羅納～
維羅納～米蘭～
米蘭～米蘭大教堂～
米蘭大教堂～
名店購物～
名店購物～琉森
VERONA～
～MILAN～
～DUOMO～
～
FREE FLOR SHOPPING～
～LUCERNE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往意大利時裝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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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但戰後重建發展迅速，
使米蘭成為古老名城與現代都會交替，極具時代
氣息，除遊覽名勝如米蘭大教堂及埃馬努爾拱廊
之外，團友亦可自由前往著名的名店街，選購歐
洲時裝以及時尚飾物。為方便團友自由購物，是
日午餐自備。繼後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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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
FLORA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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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森～
琉森～英高柏～
英高柏～
乘360度旋轉吊車往鐵力士雪山
度旋轉吊車往鐵力士雪山
～狄莊
LUCERNE～
～ENGELBERG～
～
MT. TITLIS～
～DI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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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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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驅車前往法國另一
城市—狄莊。晚餐於當地餐館。
夜宿NOVOTEL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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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莊～
狄莊～巴黎
(塞納河船河及艾菲爾鐵塔二層
塞納河船河及艾菲爾鐵塔二層)
塞納河船河及艾菲爾鐵塔二層
BELFORT/BESANCON～
～PARIS(RIVER
SEINE CRUISE～
～TOUR EIFFEL SECON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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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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法國歷史的見証
地。午餐自行安排。稍後往巴黎市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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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國餐廳.夜宿NOVOTEL或同級酒店。

9

巴黎(市內觀光
巴黎 市內觀光)～
市內觀光 ～自由購物～
自由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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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於中國餐館。
稍後往巴黎市中心百貨公司自由購物。晚餐特別安
排法國海鮮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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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團友可自費欣賞著名的麗都或
紅磨坊夜總會歌舞表演。
夜宿NOVOTEL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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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巴黎～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
原子能塔～
原子能塔～大廣場
PARIS～
～CITY TOUR～
～BRUSSELS～
～
ATOMIUM～
～GRAND PLACE

早餐後，專車前往百貨公司購物區選購法國名
產。午餐自行安排。下午進入比利時，直趨其首
都布魯塞爾。抵步後，先往「原子能塔」拍照留
念，此乃1958年世界博覽會的標誌。繼往瀏覽市
內名勝，包括四周盡是哥德式古老建築的大廣
場，典雅雄偉的市政廳，被人稱作為「最古老的
市民」之「撒尿小孩」銅像。晚餐於中菜館。
夜宿TULI PINN BONLEVARD HOTEL或同級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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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科隆～
科隆～阿姆斯特丹
BRUSSELS～
～COLOGNE～
～AMSTERDAM

早餐後驅車前往古龍水之都科隆，抵步後遊覽在
萊茵河流城最高之哥德式建築物科隆大教堂，及
後各團友可在教堂附近購買心愛紀念品及當地特
產古龍水。遊罷驅車往阿姆斯特丹，午晚餐於當
地餐館。夜宿NH HOTEL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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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香港
AMSTERDAM
HONG KONG

早餐後，乘專車遊覽代表荷蘭之獨特建築物的標
誌「風車」。隨後前往荷蘭之寶木屐製造廠，參
觀製造荷蘭傳統鞋履的木屐過程。遊罷驅車前往
阿姆斯特丹運河區，阿姆斯特丹向來素有「鑽石
之都」美譽，其鑽石打磨方法，精巧細緻，各團
友可藉此機會前往鑽石廠參觀。抵步後，由粵語
之專業人員講解製造及加工過程。午餐後前往機
場，乘航機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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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機安抵香港國際機場。祝君旅途愉快!
註:
-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香港旅遊業議會
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
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議
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 凡停留不隨團返港，
。
凡停留不隨團返港，每位每站只須附加HK$1500。
每位每站只須附加
- 如遇航機爆滿
如遇航機爆滿，
爆滿，免因而取消該團，
免因而取消該團，將改乘其它航機取
代，於報名時或茶會時匯報以待接納否，
於報名時或茶會時匯報以待接納否，故請出席茶會
- 行程中，
行程中，如部份於書中列名安排入內參觀的博物館，
如部份於書中列名安排入內參觀的博物館，古
堡皇宮或表演等，
堡皇宮或表演等，如遇事故，
如遇事故，休息關閉，
休息關閉，則此節目取
消，如涉及有入場費則退回入場費，
如涉及有入場費則退回入場費，如不涉及入場費，
如不涉及入場費，
則無款退，
則無款退，團友不得回港再爭議或追索。
團友不得回港再爭議或追索。凡不隨團返
港，則須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場。
則須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往機場。
- 凡小童12歲以下與父母同房
凡小童 歲以下與父母同房(以不佔床計
歲以下與父母同房 以不佔床計)按成人價減
以不佔床計 按成人價減
HK$300每位
每位。
每位。旺季或長假期出發，
旺季或長假期出發，團費略有調整。
團費略有調整。
- 金怡精神辦每一團以心為本，
金怡精神辦每一團以心為本，非機械式運作，
非機械式運作，皆視乎該
團地面接待情況，
團地面接待情況，季節等，
季節等，故此行程只供參考而已，
故此行程只供參考而已，如
有修定，
有修定，將茶會時匯報待接納否。
將茶會時匯報待接納否。
- 有關責任問題，
有關責任問題，請參閱金怡旅行社收據背頁為 準。
-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
旅行團』
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
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
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
理由』
理由』取消旅行團，
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
明的手續費，
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
及退票費 如適用，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
議會網站(www.tichk.org)。
議會網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