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誼帶你遊歐洲！

聯誼假期悉尼

古城水鄉14/21天

歐洲超值遊

$

European Watertown & Wine Country 14/21 Days
法國 + 荷蘭 + 盧森堡 + 比利時 + 德國 + 南法 + 西班牙

團費 $

Tour Fee

1268

起

週日法蘭克福出發 (4月15日-10月21日)

Departs SUN from Frankfurt (15 APR-21 OCT)

香榭麗舍大道Champs Élysées

$

聖家教堂Sagrada Família

小童(2-11歲)不佔床 單房差
單拼房
小費(>2歲)
Child (2-11 yrs old) Single Room Matching Tipping
Land Only
Without bed
suppl.
Surcharge (>2 yrs old)
(Deaparts Mon)

$1268

$1153

$646

$154

€5/天

21天
Days

$1845

$1730

$962

$154

€5/天

·
·
·
·
·

法國︓浪漫花都巴黎︑金碧輝煌凡爾賽︔《山居歲月》中”天空之城”葛德城
南法︓蔚藍海岸︑渡假聖地尼斯︔進入最浪漫地區普羅旺斯觀賞薰衣草
比利時︓歐盟之都布魯塞爾︔德國︓古羅馬特里爾︑萊茵河谷呂德斯海姆...
前往因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而聞名的小城亞耳Aire
巴塞隆拿︓有”建築詩人”之稱的奇才高迪的曠世傑作 - 聖家教堂

費用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3 Star Hotels (twin-share)

交通: 7am-10pm免費接機︐11am-11pm免費送機︒冷氣豪華巴士服務
Airport transfer & Coach transportation
膳食: 行程表所列明的早餐(B=歐陸式早餐) Meals as listed
導遊: 華語或英文專業導遊 Chinese or English-speaking guide

布魯塞爾
Brussels

波恩
Bonn

科隆
Cologne

比利時
Belgium

+

費用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凡爾賽
Versailles

法國
France

香堡
Chambord

阿維農
Avignon

波爾多
Bordeaux

歐洲超值遊條款 Europe Value Tour Notes

西班牙
Spain

露德
Lourdes

安道爾
Andorra

亞耳
Aire

巴塞隆拿
Barcelona

德國
Germany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巴黎
Pari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 International airfare
機稅: 燃油稅及機場稅 Taxes
簽證: 旅遊證件及簽證費用 Visa fee
遊覽稅: 行程所涉及的城市遊覽稅︑住宿稅等(於當地支付) City Tax(es)
*自費項目: 行程可能涉及的自費項目及午和晚餐 Recommended programs
保險: 強烈建議自行購買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小費: 當地導遊︑司機及華藉領隊(5歐元/人/天)之小費 Tipping
註: 本產品不設三人間︐敬請諒解 Note: This tour does not set a triple room

1. 取消參團: 出發前21天取消︐全款退還︔出發前15-20天取消︐50%團款︔出發前14
天以內取消者︐不退款︔
2. 此行程僅供客人參考︐最終行程以出發前確認信為標準︔
3. 本公司有權視實際情況(天氣/航班/酒店已滿/不可抗力因素)︐作出適當的安排及調
整︔客人如因任何原因未能及時參與團而產生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荷蘭
Netherlands

風車村
Zaanse Schans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酒店: 3星酒店標準房(雙人房)︐小童2-11歲以不佔床位並與2位成人同房

i

羅浮宮博物館Louvre Museums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當地參團

14天
Days

+

露德Lourde

葛德
Gede

Day 1 抵達法蘭克福Arrive Frankfurt (B)
到達機場後前往酒店︐當天自由活動︒Transfer to hotel. Free of leisure.
Day 2 法蘭克福Frankfurt > 波恩Bonn > 科隆Cologne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B)
前往前西德首都波恩︐【貝多芬故居Beethoven House】︑【波恩大學
University of Bonn】︒遊覽著名【科隆大教堂Cologne Cathedral】︑購物大
街︒午後驅車離開科隆直駛荷蘭︒住宿︓阿姆斯特丹或鄰近城市
Day 3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 風車村Zaanse Schans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B)
酒店早餐後遊覽阿姆斯特丹市內名勝【水壩廣場Damsquare】︑【皇宮Palace
】︑英雄紀念碑Heroes Moumnet︐再乘【玻璃觀光船Canal Cruise】穿梭在
運河上欣賞兩岸充滿17世紀的景色︒阿姆斯特丹有鑽石之都美譽︐其打磨技術
精巧細緻舉世聞名︐參觀【鑽石廠Diamond Factory】當然是不容錯過的節目
︒前往近郊遊覽最具特色的【風車村Billage of Zaanse Schans】︐參觀像徵荷
蘭的【風車Wimdmills】︑傳統的【木屐廠Wooden Shoes Factory】 ︑【芝士
廠Cheese Farm】︐介紹木屐及芝士的制造過程︒住宿於阿姆斯特丹或鄰近城
市︒可自費前往阿姆斯特丹紅燈區︒ (每年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期間︐增遊一年一度
荷蘭花展︒We will not visit The Hague from now on. And we will go to Keukenhof
during each year of middle of May. More details refer: www.keukenhof.com)

Day 4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 布魯塞爾Brussels > 巴黎 Paris (B)
早上起程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首先遊覽【原子球塔Atomium】︐再到市
內遊覽歌德式市政廳【Brussels Town Hall】︑【大廣場Grand Place】︐【撒
尿小童銅像Manneken Pis】︒午後驅車前往法國︐過境後直驅浪漫妍媚的迷人
花都巴黎︒抵步晚膳後返到下榻之酒店︒住宿︰巴黎或鄰近城市
Day 5 巴黎Paris > 阿維農Avignon (B)
從巴黎出發︐進入普羅旺斯地區的心臟-阿維農︒此地區Provence極富變化擁
有不尋常的魅力萬種風情︐蜿蜓的山脈和活潑的都會︒最令人神怡是它的空氣
中總是充滿了薰衣草︑百里香︑松樹等香氣︒晚宿於阿維農鄰近城市︒
Day 6 阿維農Avignon > 葛德Gorde > 塞南克修道院Abbaye de Senanque > 阿
維農Avignon (B)
早餐後遊覽阿維農市內【教皇宮Palais des Papes】和【斷橋(聖貝內澤橋)Pont
Saint-Bénezet】︒前往【葛德城Gordes】︒遊畢前往【塞南克修道院
AbbayeSenanque】︐院前的【薰衣草花田Valensole】雖不是普羅旺斯地區最
大的︐但也是《山居歲月》一書的故事背景︒住宿︰阿維農或鄰近城市 (特別說
明︓普羅旺斯每年的薰衣草季節一般是在六月中旬至八月上旬︐受氣候及地勢影響︐薰衣
草的生長及收割期各區有所不同︐為了令團友欣賞到最美的景色︐不排除會略為調整行程
配合觀景︒薰衣草花海是季節性自然景觀︐非薰衣草季節︐是無法欣賞到紫海花田的景色
︐行程將改往參觀薰衣草博物館︐敬請理解及注意︒)

Day 7 阿維農Avignon > 亞耳Aire > 巴塞隆拿Barcelona (B)
早上起程前往因梵高而聞名的小城亞耳︒梵高在此地的【療養院Espace Van
Gogh】居住的短短一年約創作了二百多幅油畫︒趕緊到【朗盧橋The Langlois
Bridge at Arles】及咖啡館感受梵高畫中的亞耳吧︕隨後進入法國西班牙交界
︐過境後朝西班牙海岸城市巴塞隆拿方向進發︒住宿︰巴塞隆拿或鄰近城市
Day 8 巴塞隆拿Barcelona (B)
前往巴塞隆拿參觀【哥倫布紀念塔Columbus Monument】及【藍布拉斯大道
La Rambla】︐繼往巴塞隆拿最有代表性的【聖家教堂Sagrada Família
Church (門票Euro€15)*】參觀︒隨後往【魯營球場Camp Nou】外觀拍照留念
及購買紀念品︒遊畢轉赴【奧林匹克運動會場Olympic Stadium】︒接著到【
加泰隆尼廣場Plaza Catalunya】︐這裡商店林立︐可在此區逛街購物︐自由活
動︒住宿︰巴塞隆拿或鄰近城市 (旺季期間聖家教堂由於管制人流及排隊人群超多︐
如欲進教堂參觀︐建議自行在網上預訂門票︐http://visit.sagradafamilia.cat. 預訂參觀
時間︓2pm-2:30pm)

Day 9 巴塞隆拿Barcelona > 安道爾Andorra > 露德 Lourdes (B)
早上起程前往安道爾大公國︒這裏是滑雪渡假勝地︐站在【人民廣場Plaça del
Poble】可以欣賞周邊壯麗的山谷和山峰︒也因為免稅的關係︐是遊客最愛血
拼的天堂︒午後沿著【庇里牛斯山脈Pyrenees mountain range】進入法國︐
朝著名的聖母朝聖地露德小鎮方向進發︒住宿︰露德或鄰近城市
Day 10 露德Lourde > 波爾多Bordeaux (B)
早上起程前往露德小鎮︒抵達後遊覽【聖昂德雷大主教教堂The Cathedral of
Angers】及【梅花廣場The Quinconces Square】︐中心高聳的【紀念碑
Monument Aux Girondins】則是追憶在恐怖統治時期受害的吉倫特派成員︒
前往著名酒莊參觀︐團友可親身接觸釀酒的過程︐對葡萄酒有濃厚興趣的團友
更可以在酒莊品嚐及選購︒住宿︰波爾多或鄰近城市 (特別說明︓波爾多大部份酒
莊每年八月份或遇上節日期間是暫停對遊客開放︐期間行程將取消參觀酒莊︐敬請理解及
注意︒團友可以在波爾多市區的酒坊購買或品嚐葡萄酒︒

Day 11 波爾多Bordeaux > 香堡Chambord > 巴黎Paris (B)
早上前往法國的母親河【盧瓦爾河谷Loire Valley】︒約午後抵達【香波堡
Château.de Chambord (門票Euro€11.5)*】︐此堡為法蘭西的文藝復興奠定了
基礎︐是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為炫耀皇權及國勢在1519年下令興建的狩獵行
宮︐198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於晚上安抵巴黎︒
Day 12 巴黎Paris > 凡爾賽Versailles > 巴黎Paris (B)

早上前往宏偉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繁華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昔日斷頭台所在地的【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拿破崙之墓Musée de l'Armée】及【傷殘軍人之家L'Hôtel
National des Invalides】︐路經【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可自費登上鐵
塔俯瞰巴黎風光或在附近享用午餐︒下午前往【凡爾賽宮Chateau de
Versailles (門票Euro€18)*】︒遊罷返回巴黎︒(巴黎夜景燦爛奪目︐團友晚膳
後欲欣賞巴黎夜景︐領隊定當樂意額外安排)︒晚宿於巴黎或鄰近城市︒
Day 13 巴黎Paris (B)
早上前往【羅浮宮博物館Le Louver Museum (門票Euro€15)*】︒午餐後續往
碼頭︐自費搭乘觀光船遊覽【塞納河River Seine Cruise (門票Euro€13.5)*】︐
飽覽兩岸風光︒午餐後送往巴黎購物心臟地帶自由活動︒(晚上可前往夜總會︐
領隊樂意為您安排)︒住宿︰巴黎或鄰近城市︒
Day 14 離開巴黎Depart Paris (B)
酒店早餐后︐統一送往機場︒Transfer to the airport.
後續西歐文化古蹟8天 Post-tour Extension - Western Europe 8 Days
Day 14 巴黎Paris > 琉森Lucerne (B)
前往瑞士國境︐旅遊車沿高速公路往瑞士國境進發︐經法德瑞交通樞紐城市巴
塞爾進入瑞士︐驅車前往瑞士中部著名城市琉森︒住宿︰琉森或鄰近城市
Day 15 琉森Lucerne > 米蘭Milan > 威尼斯Venice (B)
早上起程前往時尚之都米蘭︐遊覽【多奧莫廣場Duomo Square】︑【維多利
亞伊曼紐二世商店街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多奧莫大教堂Duomo
di Milano】︒下午驅車前往威尼斯︒住宿︰威尼斯或鄰近城市
Day 16 威尼斯Venice > 羅馬 Rome (B)
早上起程乘“水上的士”前往聞名的【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遊覽充
滿拜占庭色彩的【聖馬可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嘆息橋Bridge of
Sighs】︑昔日最繁忙的【大運河Canal Grande】及充滿特色的購物小巷︐團
友更可自費乘坐地道特式【貢多拉船Gondola (船票Euro€30)*】(每船以六人
計算Based on 6 persons per gondola)︐下午起程前往“永恆之都”意大利首府
羅馬︒住宿︰羅馬或鄰近城市
Day 17 羅馬Rome > 梵蒂岡Vatican > 阿雷素Arezzo (B)
瀏覽羅馬名勝︓建於公元七十二年的文化精髓【鬥獸場Colosseum (門票
Euro€12)*】 ︑【君士坦丁凱旋門Arch of Constantine】︑宏偉壯觀的【統一
紀念館National Monument to Victor Emmanuel II】︑許願泉【德維雷噴泉
Fontana di Trevi】︒遊覽羅馬城中之國梵蒂岡-全球最小的國家︐參觀全球第
一大教堂【聖彼得大教堂Saint Peter's Basilica】︒餘下時間我們會到【共和
廣場Piazza della Repubblica】︐參觀【梵蒂岡博物館Vatican Museums(門票
Euro€15)*】 ︐下午朝被佛羅倫斯方向進發︒住宿︰阿雷素或鄰近城市
Day 18 阿雷素Arezzo > 佛羅倫斯Florence > 比薩Pisa > 熱那亞Genoa (B)
早上起程遊覽佛羅倫斯︐從山丘上的【米高安哲奴廣場Piazzale Michelangelo
】︐俯覽佛羅倫斯全貌︔遊覽市內名勝︐全球第三大教堂的【聖母無原罪之花
教堂Florence Cathedral】及安奴河上中世紀黃金交易處之【拱橋The Ponte
Vecchio】︑安葬意大利名人【聖十字教堂Basilica of Santa Croce】︒聞名世
界的意大利皮革業及製皮技術源出於此︐團友可藉此機會到皮革公司選購實用
的皮革製成品︒下午前往比薩︐遊覽舉世聞名的【比薩斜塔Leaning Tower (門
票Euro€15)*】︐參觀建於九百年前用白色雲石建造的【比薩大教堂Duomo】
及【洗禮堂Baptistery】︐幾百年斜立不倒︐成為一個饒有趣的名勝︐前往港
口城市熱那亞︒住宿︰熱那亞或鄰近城市
Day 19 熱那亞Genoa > 蒙地卡羅Monte Carlo > 尼斯Nice > 康城 (嘎納）
Cannes>阿維農Avignonw(B)
前往法國南部蔚藍海岸︐中午時份抵達小國摩納哥首府蒙地卡羅遊覽【摩納哥
皇宮The Prince's Palace of Monaco】︒遊罷轉赴尼斯【天使海灣Harbour of
Nice】及【英人漫步大道The Promenade des Anglais】︒隨後直趨以舉辦影
展而聞名於世的康城 (嘎納)︐途中經過盛產香水的小鎮︐順道到香水製造廠可
自行選購︒下午離開朝普羅旺斯方向進發︒住宿︰阿維農或鄰近城市
Day 20 阿維農 Avignon > 巴黎 Paris (B)
早上起程沿高速公路前往巴黎︐預計黃昏時份抵達︒
Day 21 巴黎 Paris
酒店早餐後︐統一送往機場︒Transfer to the airport.
溫馨提醒︓本團可郵件索取簽證材料︐如跟我們訂團︐免材料費︔如在索取簽證材料後
因任何原因取消團︐則收取$180/份材料工本費
Visa application materials can be requested by email, free of charge, when you
book the tour with Nexus Holidays. A process fee of $180 is strictly applied, for
any subsequent cancellations of the tour regardl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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