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
AZRH10

伊雲奇緣之旅 10 天

感受♥完美時刻
山清水秀的自然風光，古典浪漫的童話村莊，令人窒息的峻山美景，純凈自然的瑞士，
猶如人間仙境，世外桃源，讓人仿佛置身於風景明信片的絕美景緻中！
優遊精粹
► 一睹萊茵河瀑布波瀾壯闊及房舍如畫的施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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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勢磅礴之阿萊奇冰河，阿爾卑斯山上最長的冰河，驚嘆大自然的神奇。

伯恩
Bern

► 遊覽日內瓦湖畔城堡 - 詩隆古堡。

舒適又好玩，放鬆身心。
猶如泉水一樣清徹甘甜。

別具匠心

瑞士
SWITZERLAND

盧加柏
Leukerbad

異國滋味
瑞士烤芝士、烤薯餅及地道香腸餐、
瑞士朱古力、芝士牛肉火鍋。

茨韋西門
Zweisimmen

蒙特勒
洛桑
Lausanne Montreux

日內瓦
Geneva
芬豪特觀光纜車
伊雲
Evian Verticalp Emosson

► 日內瓦湖畔之絕美城市 - 蒙特勒連住2晚，輕鬆自由

策馬特
Zermatt

► 獨家安排於1820米乘坐芬豪特觀光纜車，眾攬阿爾卑斯山美景。
► 乘坐瑞士最美之火車 - 黃金全景觀光列車，阿爾卑斯眾山全景盡收眼簾，美得令人窒息。
► 特別安排入住瑞士『無煙城』策馬特，山中之王馬特洪峰就在你的窗邊，愜意休閒。
► 搭乘齒輪火車參觀戈爾內格拉特雪山，近距離觀賞山中之王之馬特洪峰。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聖加侖
St Gallen

蘇黎世
Zurich

► 休閒浸於盧加柏水療溫泉，天然礦物質溫泉水，
► 法國風情伊雲Evian小鎮，法式浪漫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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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adetours.com

聖莫里茨
St Moritz

第1天 // 原居地 - 蘇黎世 Home City - Zurich
乘搭豪華客機前往瑞士蘇黎世，於航機上享用佳餚美食。

第2天 // 蘇黎世 - 施泰恩小鎮 - 萊茵瀑布 - 聖加侖 - 聖莫里茨
Zurich - Stein am Rhein - Rhine Falls - St Gallen St Moritz
早餐：--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施泰恩小鎮』此鎮有許多古老半磚木樓房，外牆壁畫精美，使該鎮獲得
了第一個Wakker建築獎。
『萊茵瀑布』歐洲最大的瀑布之一，水流量巨大，氣勢磅礴，有如萬馬奔
騰，德國大文豪「 歌德」形容它有如「 海洋的源頭」
。
『聖加侖』1983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之修道院，其收藏最早的圖書可追溯
到9世紀。
住宿：San Gian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聖莫里茨 - 利德阿爾卑 - 阿萊奇冰川 - 策馬特
St Moritz - Reideralp - Aletsch Glacier - Zermatt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聖莫里茨』歐洲富豪渡假勝地，享有「 香檳氣候」
，每年陽光普照322天，
成為瑞士最佳氣候城市。
『利德阿爾卑』位於阿爾卑斯山腰，海拔2000米高原上的環保城，需乘坐
登山吊車前往。
『阿萊奇冰川』乘坐吊椅式纜車俯瞰冰川。全長23公里，面積達115平方
公里，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策馬特』被稱為「 無煙城 」
，為了維護大自然美景，當地政府不允許任何
可能造成空氣污染或使用石油的交通工具。
住宿：Simi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策馬特 - 馬特洪峰︑戈爾內格拉特雪山之旅 - 盧加柏
Zermatt - Matterhorn & Gornergrat Tour - Leukerbad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馬特洪峰︑戈爾內格拉特雪山之旅』乘登山齒輪火車登臨3089米戈爾
內格拉特雪山，周圍環繞著29座高峰，其中高4478米的馬特洪峰最為突
出，其外形如一座三角錐，成為阿爾卑斯山的代表。如天氣許可，可於
山中健行、利菲爾湖畔攝影或於策瑪特城享受美食及購物休閒。
『盧加柏』著名的溫泉水療勝地盧加柏，擁有65處溫泉穿梭大街小巷，每
日可涌出共計390萬升豐富礦物質的礦泉水。特別安排浸泡溫泉水(請自
備泳衣、拖鞋)。
住宿：Thermalhotels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盧加柏 - 芬豪特觀光纜車 - 伊雲鎮
Leukerbad - Verticalp Emosson - Evian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日內瓦』瑞士第二大城市，許多國際組織於此設立總部，間接使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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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

第7天 // 蒙特勒 - 詩隆古堡 - 瑞士芝士之旅 - 朱古力之旅
Montreux - Chillon Castle - Cheese Factory Chocolate Tour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詩隆古堡』此古堡依傍在日內瓦湖區，周圍都是葡萄園，背後是壯觀的
阿爾卑斯山，景色美得令人窒息。曾是瑞士皇室御所，有700年歷史，
絕靚美景，寫意非凡。
『瑞士芝士之旅』中世紀小鎮格魯耶爾的魅力和風景如畫的建築迷住了眾
多遊客。該地區以及其美味的奶酪命名。快來探索一個不受時間流逝
影響的小鎮。欣賞令人印象深刻的中世紀美景，並品嚐該鎮美妙的瑞士
芝士。
『朱古力之旅』瑞士朱古力聞名世界，參觀朱古力工廠並試食，新奇有趣
好玩。
住宿：Eurotel 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蒙特勒 - 黃金全景觀光列車 - 茨韋西門 - 伯恩
Montreux - Golden Pass Panoramic Express Zweisimmen - Bern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第9天

早餐：酒店

//

伯恩 - 蘇黎世 Bern - Zurich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蘇黎世』瑞士聯邦的最大城市，瑞士主要的交通和銀行中心。此地是瑞
士銀行業的代表城市，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瑞士聯合銀行、瑞士信貸銀
行和許多私人銀行都將總部設在蘇黎世。
住宿：Radisson 或同級酒店。
早餐：酒店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原居地。

晨鳥 優惠 ︓每位 $ 1000 起︐ 限前10名︐先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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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
$4398
$580
$4978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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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
$4998
$580
$5578
$720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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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604-270-3288

晚餐：當地餐廳

『黃金觀光列車』車身金黃，非常漂亮，途經阿爾卑斯山區及許多秀麗的
湖泊，沿路風景隨著地形起伏而變化萬千，非常值得欣賞。行程約兩個
小時，爬坡上山，壯麗的阿爾卑斯山美景令你嘆為觀止。
『伯恩』瑞士首府，漫步於舊城拱頂長廊，享受街中各式噴泉、千年鐘塔、
玫瑰園及購物樂趣。
住宿：Allegro 或同級酒店。

費用不包括：

西岸旅遊熱線

晚餐：當地餐廳

第10天 // 蘇黎世 - 原居地 Zurich - Home City

『芬豪特觀光纜車』乘搭位於海拔1820米阿爾卑斯山上的觀光纜車，共分
三程三種不同交通，新奇又好玩，視野無限開闊，眾攬奇觀美景。
『伊雲鎮』風情法國小鎮，湖畔渡船口岸的舊石頭老屋，還有佈滿爬藤的
露天陽台和古樸的街巷，盡顯法式風情。著名的法國礦泉水Evian依雲水
就出產於此。
住宿：Hilton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伊雲鎮 - 日內瓦 - 洛桑 - 蒙特勒
Evian - Geneva - Lausanne - Montreux

擁有極高知名度。聯合國歐洲總部、紅十字會、湖畔花鐘都是遊客必地
之地。
『 洛 桑 』該城為日內瓦湖畔第二大城市，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大學及會議
之城，更是奧林匹克之都。
『蒙特勒』瑞士沃州的小鎮，以氣候舒適的渡假勝地聞名，是個田園詩般
的小鎮。也是著名的羊胎素美容聖地，吸引了無數名流到此渡假休閒。
住宿：Eurotel 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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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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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保留更改以上資料及調整價錢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