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受 ♥ 完 美 時 刻
遊走花紅柳綠的荷蘭，聆聽田園風車的童話故事；

徘佪休閒浪漫之城，領略法國花都海濱魅力色彩；

屏息凝神瑞士雪山之巔，飽覽阿爾卑斯山的奧妙美景；

進入迷幻的水晶世界，見證閃耀璀璨的光芒；

暢懷翡翠永恆之城，情迷意大利的綺麗繁華。

   優 遊 精 粹
► 連續2晚住宿世界花都，頂尖時尚之都 - 巴黎。

► 荷蘭風車童話村，田園風光讓人迷醉。

► 親臨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感受水晶流光溢彩的魅力。

   異 國 滋 味
意大利紅酒餐、墨魚汁麵；瑞士香腸、雞翼餐；法國芥茉豬扒餐。

   別 具 匠 心
► 探訪世上最小國家及以集郵而聞名全球之列支敦士登首府 - 瓦都茲，

 一覽其神秘面貌。

► 搭乘360度全景旋轉吊車登頂阿爾卑斯雪山之巔 - 鐵力士雪山，

 於山上餐廳享用瑞士特色餐。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www.jadetours.com

荷蘭 • 比利時 • 法國 • 瑞士 • 列支敦士登 • 奧地利 • 意大利 • 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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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 原居地 - 阿姆斯特丹  Home City - Amsterdam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荷蘭水城阿姆斯特丹，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阿姆斯特丹 - 市內觀光  Amsterdam - City Tour 
早餐：--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阿姆斯特丹』荷蘭的首都，擁有浪漫的運河、奇特的建築、17世紀
老式古風的街道。

『風車村』風車是荷蘭風光的象徵，它使荷蘭成為風車之國。

『堤壩廣場』全市最充滿活力的廣場，人潮不斷，是音樂的露天演奏
場所及小市集，充滿遊樂氣氛。

住宿：Van Der Valk Schiphol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阿姆斯特丹 - 布魯塞爾 - 巴黎
  Amsterdam - Brussels - Paris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布魯塞爾』比利時首都也是歐聯盟行政機構所在地。

『布魯塞爾大廣場』歐洲最美麗之大廣場，被中世紀的建築包圍。
不能錯過受世人寵愛的撒尿小童銅像。

『巴黎』法國的首都及最大都市，也被稱為浪漫愛情之都。可自費乘
塞納河遊船夜遊巴黎，欣賞燈光璀璨的巴黎夜景。

住宿：Renaissance La Defense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巴黎 - 市內觀光  Paris - City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

『協和廣場』途經巴黎聖母院前往協和廣場，此乃昔日法國大革命期間，
無數皇室貴族斷頭喪命之地。

『凱旋門』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圓拱門，被稱為星形廣場。

『香榭麗舍大道』兩旁綠樹成蔭，休閒浪漫，名店更是多到數不勝數。

『艾菲爾鐵塔』舉世聞名的巴黎巨人、法國浪漫精神之代表作，也是
法國國家旅遊標誌。

『凡爾賽宮御花園』曾是路易十四之夏宮，規模在世界園林中首屈
一指，是古典主義建築的代表。

晚上可自費品嚐法國地道菜及觀賞馳名的夜總會娛樂節目。
住宿：Renaissance La Defense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巴黎 - 自由購物 - 米盧斯
  Paris - Free at leisure - Mulhouse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法國芥末汁豬扒

上午自由活動，團友可選擇自費遊覽羅浮宮博物館，欣賞世界聞名
之藝術珍品，如達文西名畫「蒙羅麗莎的微笑」等或自由購物。

『米盧斯』此城成為歐洲工業重鎮，被稱為「法國的曼徹斯特」。工業
史熔鑄了該市的特色，也使得米盧斯大學具有著名的科學實驗室。

住宿：Renaissance La Defense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米盧斯 - 鐵力士雪山 - 琉森 
  Mulhouse - Mt Titlis - Lucerne
早餐：酒店 午餐：瑞士香腸雞翼餐 晚餐：當地餐廳 

『鐵力士雪山』乘新型360度旋轉吊車登上高達海拔一萬尺的鐵力士
雪山，開始一段跨越雄偉的阿爾卑斯地域的刺激旅程。更可遊覽山
上之獨特冰洞。

『琉森』通向瑞士中心地帶的大門，位於琉森湖畔如畫的風景區，鑲
嵌在令人難忘的山嶺間。獅子紀念碑和教堂花橋被譽為當地最著名
的標誌性景觀。住宿：Radisson Blu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琉森 - 瓦杜茲 - 茵斯布魯克 - 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 
  Lucerne - Vaduz - Innsbruck - Swarovski Crystal World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瓦杜茲』列支敦士登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列支敦士登
第一大城市和旅遊中心，以印刷郵票著名於世，深受世界集郵都喜愛。

『茵斯布魯克』有「水晶名城」之稱，被群山圍繞有著得天獨厚的天然
美景。金光閃閃的黃金屋頂、典雅的小街和中世紀的建築，彷如
穿越時光隧道來到中世紀。

『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水晶博物馆。

住宿：Innsbruck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茵斯布魯克 - 威尼斯  Innsbruck - Venice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威尼斯墨魚汁麵

『威尼斯』被稱作「亞得里亞海明珠」,乘船進入威尼斯島，島上聖馬可
廣場、聖馬可大教堂、道奇皇宮、嘆息橋、鐘樓等都是不可錯過的
名勝。可自費乘坐威尼斯平底船-貢多拉，在水巷中暢遊。

住宿：Crowne Plaza 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威尼斯 - 比薩 - 佛羅倫斯  Venice - Pisa - Florence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意大利紅酒餐

『比薩斜塔』比薩為意大利中部名城，在15世紀被佛羅倫斯所吞併。
其中比薩斜塔被譽為中古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當初在修建時因地基
不均勻與土層鬆軟而傾斜。比薩大教堂及洗禮堂亦是遊客必到之處。

『 佛 羅 倫 斯 』被認為是文藝復興運動的誕生地，藝術與建築的搖
籃之一。

『米高安哲奴廣場』觀賞著名的大衛像，廣場上可俯瞰市區美景，如
安奴河、黃金橋等。

『聖十字教堂』此處為著名物理學家伽利略及藝術大師米高安哲奴的
安葬之地；而有「露天雕塑博物館」之稱的君主廣場，更能顯示藝術
之都的特色。住宿：Hilton Garden Inn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佛羅倫斯 - 羅馬 - 梵蒂岡
  Florence - Rome - Vatican City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羅馬』意大利首都，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古羅馬文明的發祥地。

『梵蒂岡』天主教會最高權力機構及最高領袖的所在地，也是世界領
土面積最小的國家。

『聖彼得廣場』建設工程用了十一年的時間，是世界上最壯麗的廣
場之一。

『聖彼得大教堂』世界最大教堂，其內部裝飾乃是無數著名藝術家之
心血結晶，市內名勝：古羅馬廢墟、統一紀念碑、古羅馬鬥獸場 
(外觀)、許願泉、西班牙台階。住宿：Sheraton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羅馬 - 原居地  Rome - Home City 
早餐：酒店

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多倫多 • 蒙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1天 $3598 $580 $4178 $82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1天 $4198 $580 $4778 $820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費用包括：
• 全程4★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580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中國護照需申根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東岸旅遊熱線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905-882-2288

西岸旅遊熱線西岸旅遊熱線

604-270-3288604-270-3288

旅遊達人會客室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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