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高貴西歐丨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巴

黎+因特拉肯+琉森+米蘭+佛羅倫薩+梵蒂岡+羅馬 

10日8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AMSFCO10-2023   

出發城市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目的地城市 羅馬 Rome 途經地點 

布魯塞爾 Brussels、巴黎 

Paris、因特拉肯小鎮 

Interlaken、琉森 

Luzern、米蘭 

Milan、佛羅倫薩 

Florence、梵蒂岡 Vatican 

行程天數 10 天 8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5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644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599 = 2599 

【9天】燃油附加費:1 x 45 = 45 

兩人入住：$20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428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2099 = 4198 

【9天】燃油附加費:2 x 45 = 90 

三人入住：$20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6432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2099 = 6297 

【9天】燃油附加費:3 x 45 = 135 

單人拼房：$22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344 

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299 = 2299 

【9天】燃油附加費:1 x 45 = 45 

    

出發班期 



 04/01/2023起，每週三出發  

4月-10月為當地旅遊旺季，在此期間出發的班期需額外加收$200每人（系統顯示的售價已包含該費用）  

    

產品特色 

酒店升級： 

  

  

七晚四星酒店+一晚特色酒店安排，讓您的旅程睡得舒心，精神抖擻！！！ 

  

  

特別安排兩晚連住巴黎市區酒店：巴黎是值得細細品味的時尚之都，文化之都，市區酒店將這一切變為可能 

  

  

瑞士特色酒店：去瑞士，遊走湖光山色間的小鎮，最難得的體驗就是入住美麗而精緻的特色酒店。 

  

  

  

  

  

味蕾時光（五大特色用餐，讓您尊享各國美味！！！） 

  

  

比利時青口海鮮大餐：牡蠣薯條被認為是比利時的國菜。只簡單加上白葡萄酒、西芹一起煮熟就可以，在當地

配以油炸的薯條一起吃。 

  

  

佛羅倫薩T骨牛排餐：在木炭（橡木或橄欖木更好）上烤制，在烤熟後只添加鹽和胡椒粉。這塊厚厚的、美味至

極的牛排會讓你大快朵頤，外皮硬脆，內裡緋紅而鮮嫩多汁，中間一根T骨更添滋味。面對著這樣的珍饈又有誰

能不心動呢？ 

  

  

法式蝸牛餐：聞名世界的法國料理，以精緻豪華的高尚品味，風靡全球食客的胃，法國人將「吃」視為人生一

大樂事，他們認為：美食不僅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藝術。 

  

  

第戎ROYAL 

BUFFET：滿足您的中國胃，在異國他鄉也能感受家的味道，大家樂聚一堂，觥籌交錯，其樂融融，豐富菜式，



內含：海鮮冷盤、海鮮鐵板燒、烤肉、日式壽司、亞洲菜肴、法式甜品等。 

  

  

羅馬歡送晚宴：最後一頓安排歡送晚宴，盡情回味旅程中的精彩瞬間. 

  

  

赫本冰淇淋：特別贈送赫本同款羅馬假日冰淇淋，在甜蜜滋味中期待義大利羅馬一天之內發生的浪漫故事 

  

  

  

  

  

經典玩樂： 

  

  

經典荷法瑞意線路：一次旅行讓您領略荷蘭印象，法式浪漫，瑞士山水，義大利風情，濃縮西歐精華，不虛此

行 

  

  

花都巴黎精華呈現：經典景點打卡，不留遺憾；盧浮宮特別安排專業持牌中文講解，讓您免去排隊之苦的同時

最大限度領略這座藝術寶庫； 暢享自由購物時間，滿足您對歐洲著名商品的所有想像 

  

  

瑞士湖光山色：瑞士名城琉森，兩湖秘境因特拉肯，更有機會登臨秀美雪山，一覽眾山小；雪山湖泊相映成趣

，美不勝收 

  

  

愛的迫降經典打卡：與湖光山色裡的世外桃源來一場浪漫邂逅，解鎖《愛的迫降》大結局彩蛋中最後的畫面！ 

  

  

義大利名城巡禮：時尚之都米蘭、奇跡之城比薩、文藝復興之都佛路倫薩、永恆之都羅馬，遍地的世界文化遺

產，滿滿都是文藝復興人文之光 

  

  

  

  

  

季節限定：3.23-5.14 



花季期間，特別安排自費遊覽肯霍夫鬱金香公園，在荷蘭這個對鬱金香近乎癡迷的國家留下一次屬於鬱金香花

海的浪漫。 

  

  

  

  

  

至臻承諾： 

  

  

資深導遊：十年以上從業的豐富的閱歷，專業的知識，超強的帶團技能，讓您的旅程高潮迭起。 

  

  

精選用車及專業司機：五年內車輛，資深司機，為您的旅程增添安全保障。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 (AMS)； 

免費接機時間為11:00、17:00，此時間為導遊接到客人離開的時間。如過錯此時間，請自行與導遊匯合。 

    

離團地點 

羅馬菲烏米奇諾機場 (FCO)； 

詳情請見最後一天內容。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荷蘭阿姆斯特丹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

。 

三餐自理 

 

    

    



Day 2 阿姆斯特丹 

全天   

清晨抵達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AMS），免費接機時間為11:00、17:00，此時間為導遊接到客人離開機

場的時間。11:00接機的客人，可以自費參加早遊項目前往阿姆斯特丹風車村；不參加早遊的客人，您可以在市

區自由活動，推薦遊覽水壩廣場、荷蘭王宮、新教堂等經典景點。晚上我們精心準備了夜遊（自費）項目，遊

覽阿姆斯特丹市區、喜力廣場，在紅燈區了解其文化等。 

  

行程安排： 

阿姆斯特丹機場接機 → 阿姆斯特丹早遊（1.5小時，自費項目；早遊前往風車村；3.23-5.14 

花季團期，早遊改為遊覽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阿姆斯特丹夜遊（自費，2小時，包含晚餐時間） 

  

荷蘭人對鬱金香的熱愛，達到了近乎癡迷的狀態，鬱金香充滿了他們的生活，而生活在荷蘭的人，也因為鬱金

香變得更加樂觀、開朗。同時，荷蘭的鬱金香太有名氣了，吸引著世界上所有愛花之人，每到春天，鬱金香花

開的季節，就會有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荷蘭，湧入世界最大的球莖花園——荷蘭的庫肯霍夫公園。3.23-5.14 

為花季團期，早遊將改為遊覽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溫馨提示：早遊和夜遊需要定團的時候一併預定，上團後不能臨時購買。 

 

    

下午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 Zaanse Schans 

風車村是有居民居住、開放式的保留區和博物館，位於阿姆斯特丹北方15公里。古老的建築生動描繪了17、18

世紀的荷蘭生活。真實的房子，古老的造船廠，製作木鞋的表演，還有風車，每年吸引著成千上萬的遊客。桑

河(Zaan)區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區。250年前，在這片狹小的土地上，矗立著800多座風車。它們承擔著各種

工業任務。在五座風車中，有三座向遊人開放。在桑河上泛舟遊覽，能夠從另一個角度欣賞這些美麗的風車。

風車村內的博物館包括木鞋製造廠、麵包房、乳酪和乳製品作坊以及100多年的雜貨店。 

 

 或者  

庫肯霍夫公園 Keukenhof Park 

地處阿姆斯特丹西南約30公里處的庫肯霍夫公園是世界上大的鬱金香公園，它是荷蘭受歡迎的景點之一，每年

都會有幾十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參觀，同時，攝影愛好者們也會將這裡作為佳的拍攝地。每逢花期，人

們便可以在這座“廚房花園”中欣賞到顏色各異的100餘種、共450萬株的鬱金香，以及其它近300萬株的球莖花卉

。這裡的鬱金香栽培品種極多，有杯型、碗型、卵型、球型、百合花型、重瓣型等，顏色從粉紫、鮮黃、嫩紅

到純白，這些色彩豔麗的花朵們將整個庫肯霍夫公園點綴得無比妖豔多姿。公園的周圍是成片的花田，園內由

鬱金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的球莖花構成一幅色彩繁茂的畫卷，還有很多難得一見的珍稀品種。 

 



 

    

晚上   

酒店：Novotel Amsterdam Schiphol Airport 或 同級 

    

    

Day 3 阿姆斯特丹 - 汽車 - 布魯塞爾 - 汽車 - 巴黎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阿姆斯特丹出發，乘車前往擁有全歐洲最精美的建築和博物館，摩天大樓和中世紀古建築相得益

彰的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整座城市以皇宮為中，沿“小環”而建，遊覽以步行為佳。隨後前往法國首都巴黎。 

  

行程安排： 

布魯塞爾 → 撒尿小童（30分鐘）→ 布魯塞爾大廣場（30分鐘）→ 布魯塞爾市政廳（外觀，30分鐘）→ 巴黎 

 

    

上午   

布魯塞爾撒尿小童銅像 Manneken Pis 

撒尿小童銅像是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市標。這座聞名於世的小男孩銅像是一座落于市中心步行區的雕像及噴

水池。這個五歲小孩身材的雕像不大，但有將近四百年的歷史。 

 

布魯塞爾大廣場 Grand-Place Brussels 

布魯塞爾大廣場是比利時的中心廣場，是歐洲最美的廣場之一。廣場面積不大，各種酒吧、商店和餐館點綴在

廣場四周，使廣場上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199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布魯塞爾市政廳 Brussels Town Hall 

市政廳是大廣場周圍重要的建築物，是一座中世紀的哥特式建築，整棟建築看上去十分優雅、對稱和精緻，仔

細的看一看上面的人像，惟妙惟肖，有聖人、快樂的夫妻、罪人等等。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比利時青口海鮮大餐】牡蠣薯條被認為是比利時的國菜。最早記載有牡蠣薯條的食譜是在1781年。只簡單加

上白葡萄酒、西芹一起煮熟就可以，在當地配以油炸的薯條一起吃。清煮的牡蠣鮮美多汁，保持了原有的鮮味

，薯條炸得恰到好處，兩者成為絕配。那清爽鮮甜的味道，令人讚不絕口。 

    



晚上   

酒店：Mercure Paris La Défense 或 同級 

    

    

Day 4 巴黎市區遊覽 

全天   

法國首都巴黎的綽約風姿舉世聞名，承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建築物，城市彌漫着藝術與時尚氣息，這些都早已

使巴黎成為了一座世界名都，也是無數渴望邂逅浪漫的遊人望穿秋水的地方。 

  

行程安排： 

巴黎 → 凱旋門（外觀，30分鐘）→ 香榭麗舍大道（30分鐘）→ 協和廣場（30分鐘）→ 

埃菲爾鐵塔（外觀，30分鐘）→ 塞納河遊船（自費，30分鐘）→ 凡爾賽宮（自費，90分鐘） 

 

    

全天   

巴黎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巴黎凱旋門是巴黎市的四大代表建築之一（埃菲爾鐵塔、凱旋門、盧浮宮和巴黎聖母院），也是目前香榭麗舍

大街上最大的一座圓拱門，是為了紀念拿破崙在1806年在奧斯特爾裡茨戰役中獲勝而建的。巴黎市區12條大街

都以凱旋門為中心，向四周延伸，氣勢磅礴。建築以巨型雕刻作為立面的主要構成要素，立面上以“起義”、“勝

利”、“抗戰”和“和平”為主題的·四組巨大雕刻，出自當時三位法國古典浪漫主義雕刻大師之手，具有極大的藝術

震撼力。 

 

香榭麗舍大道 Avenue des Champs - Elysées 

香榭麗舍大道是巴黎最著名的街道，全長1800米，最寬處約120米，為雙向八車道，東起協和廣場，西至戴高樂

廣場，是巴黎美麗浪漫的象徵。圓點廣場將其分割成兩部，東段主要以自然風光為主，街道兩旁是平坦的草坪

，非常的恬靜安寧。而西段則是商業區，彙集了眾多的名店，給人一種雍容華貴的感覺。 

 

巴黎協和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 

協和廣場是法國最著名和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之一。法國大革命時期，路易十六、瑪麗王后在這裡被處決。廣

場歷經數次改名，最後改稱為協和廣場。廣場由護城河環繞，呈八角形。南面是塞納-

馬恩省河，河上協和橋與左岸的法國國民議會所在地波旁宮相通。東面與盧浮宮之間是杜樂麗花園，這裡曾是

法國的王宮，1871年被巴黎公社焚毀。廣場的西面是香榭麗舍大街的東部起點，沿此路可直通巴黎凱旋門所在

的戴高樂廣場。廣場的北面是兩座式樣相同的建築，東面的法國海軍部和西面的克裡雍大飯店，中間夾著的是

皇家路，向北通往馬德萊娜教堂。 

 

埃菲爾鐵塔 Eiffel Tower 

矗立在塞納河南岸法國巴黎的戰神廣場，它是世界著名建築、法國文化象徵之一、巴黎城市地標之一，被法國



人愛稱為“鐵娘子”。鐵塔建造之初是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及紀念法國大革命100周年。 

 

塞納河遊船 Seine River Cruise 

塞納河將整個巴黎市區一分為二，大家熟知的埃菲爾鐵塔、巴黎聖母院、盧浮宮等都修建在塞納河邊上。乘坐

遊船欣賞塞納河兩岸的法國著名建築，體驗法國浪漫情懷。 

 

凡爾賽宮 Palace of Versailles 

位於巴黎西南的凡爾賽宮，是法國封建時的帝王的行宮，始建於十六世紀，後屢次經擴建形成現存規模。凡爾

賽宮以其奢華富麗和充滿想像力的建築設計聞名於世，後來也成為歐洲各國皇宮效仿的對象，是人類藝術寶庫

中一顆燦爛的明珠。凡爾賽宮的外觀宏偉、壯觀，內部陳設和裝潢更富於藝術魅力，處處金碧輝煌，豪華非凡

。197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法式蝸牛餐：法國人將食用蝸牛視為時尚與身份的象徵，在重大的節日裡，法式焗蝸牛是備受推崇的盤中餐。

據統計，法國一年要消耗三億多隻蝸牛，巴黎經營蝸牛餐館和商店有五百多家。法國人對蝸牛的喜愛從這數量

上就可見一斑。 

    

晚上   

酒店：Mercure Paris La Défense 或 同級 

    

    

Day 5 巴黎 - 汽車 - 第戎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參觀位於巴黎市中心塞納河北岸，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盧浮宮。它是法國古典主義時期最珍

貴的建築物之一，以收藏豐富的古典繪畫和雕刻而聞名於世。之後前往奧斯曼大道，這裡彙聚著眾多的各色店

鋪，您可以在附近百貨商場自由購物，享受買買買的樂趣。隨後乘車前往法國東部城市-第戎。 

  

行程安排： 

巴黎 → 盧浮宮（1.5小時，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導遊，週二閉館）→ 奧斯曼大道（3小時）→ 第戎 

 

    

全天   

盧浮宮 Louvre Museum 



盧浮宮始建於1204年，這座城堡經歷多次擴建，在法國大革命後改為博物館，與倫敦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

博物館並稱為世界三大博物館。如今盧浮宮博物館館藏多達40萬件，展品跨度1500多年之久，古希臘、古羅馬

、古埃及等文明瑰寶在這裡華美呈現，可謂是神秘的萬寶之宮。欣賞琳琅滿目的世界藝術珍寶，以及有“盧浮宮

三寶”之稱的“蒙娜麗莎”、“維納斯”雕像和“勝利女神”雕像。 

 

奧斯曼大道 Boulevard Haussmann 

奧斯曼大道從巴黎第八區延伸至第九區，這裡彙聚著眾多的各色店鋪，時常能看到街上行走著挎著各種手袋的

東方面孔。您可以在附近百貨商場自由購物，享受買買買的樂趣，或者您可以找家咖啡館，盡情享受慵懶的巴

黎時光。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中式自助餐 

    

晚上   

酒店：Novotel Dijon Sud 或 同級 

    

    

Day 6 第戎 - 汽車 - 因特拉肯 - 汽車 - 琉森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第戎出發，前往瑞士小鎮-

因特拉肯，小鎮位於阿爾卑斯山脈圖恩湖及布裡恩湖之間，全年氣候溫和，湖光山色，環境優美，是瑞士人心

目中的避暑勝地，您可以在此自由活動期間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隨後前往龍疆小鎮，《愛的迫降》大結局彩

蛋最後的畫面就在這裡！小鎮依偎在狹長的龍疆湖懷中，鎮上的房屋掩映在繽紛綻放的花園裡，仿若理想中的

世外桃源。之後，我們將前往琉森，乘坐遊船欣賞琉森湖的湖光山色。 

  

行程安排： 

第戎 → 因特拉肯（3小時）→ 龍疆小鎮（60分鐘）→ 琉森 → 琉森湖遊船（自費，60分鐘） 

 

    

上午   

龍疆小鎮 Lungern 

龍疆小鎮是瑞士著名的黃金快線——

琉森到因特拉肯段的必經之地。這裡有雪山下的湖光山色，還有一抹獨屬於龍疆的綠色，仿佛上帝親手雕琢的



調色板，美到失真。 

 

 

    

下午   

伊瑟爾特瓦爾德 Iseltwald 

伊瑟爾特瓦爾德是一個小鎮，和因特拉肯分佈在布裡恩茨湖的兩端，被稱為“瑞士最美村莊”，非常適合徒步觀

光。小鎮倚山傍水而建，是欣賞湖景的好地方，也被稱作“河畔天然珍珠”。伊瑟爾特瓦爾德寬寬的河面上河水

清澈見底，就像一面澄碧如鏡的大鏡子，能映出遠處翠綠的山，碧藍的水，映出小鎮周圍水墨畫般朦朧的一切

。 

 

琉森湖遊船 Lake Lucerne cruise 

琉森湖夾在阿爾卑斯山的群峰之間，地處陡峭的石灰岩山地中間，湖光山色相映，風景如畫。湖岸蜿蜒曲折，

將琉森和周邊的山峰連接起來，勾勒出了許多美麗的風景。如果想要全面的欣賞琉森湖，可乘坐琉森湖遊船，

兩岸的風光可以盡收眼底。泛舟湖面身臨其境，有心曠神怡飄飄欲仙的感覺，點點白帆像一隻只白天鵝仰天長

嘯，蔚藍色的湖水就像是鑲嵌在城市中的藍寶石，在雪山和白雲的烘托下美麗動人萬分妖嬈。 

 

 

    

晚上   

酒店：Hotel Terrace 特色酒店 或 同級 

    

    

Day 7 琉森 - 汽車 - 米蘭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位於瑞士中部的琉森，它被稱為瑞士最美麗、最理想的旅遊城市，也是最受瑞士人喜愛的度假

地。琉森為歷史文化名城，藝術家們在此得到了不盡的靈感。隨後我們將前往歌劇聖地、藝術之都、有世界時

裝晴雨錶之稱的米蘭。 

  

行程安排： 

琉森 → 卡佩爾廊橋（30分鐘）→ 天鵝廣場（30分鐘）→ 獅子紀念碑（30分鐘）→ 

鐵力士山（自費，約3小時）→ 米蘭 → 米蘭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外觀，60分鐘）→ 

米蘭大教堂（外觀，30分鐘） 

 

    

上午   

卡佩爾廊橋和八角水塔 Chapel Bridge and Water Tower 



建於1332年的卡佩爾廊橋連接琉森兩岸，是歐洲古老的木制廊橋，它在1993年的火災後進行了重建，一直通往

琉森代表的留念景觀—

八角型水塔。橋的橫眉上繪有120幅宗教歷史油畫，沿途還可以欣賞描述當年黑死病流行景象的畫作。 

 

天鵝廣場 Schwanenplatz 

卡佩爾廊橋北側不遠就是有名的天鵝廣場，是老城區的入口。天鵝廣場和相通的小街也是琉森最重要的購物商

圈之一，對於瑞士手錶和珠寶愛好者來說可謂是人間天堂，這裡的Bucherer（寶嘉爾）、Guebelin（固寶琳）等

多家瑞士手錶珠寶珠寶行業中的公認的龍頭表行包羅了幾乎所有知名的瑞士品牌手錶。 

 

獅子紀念碑 Lion Monument 

由丹麥雕塑家巴特爾·托瓦爾森設計雕刻而成的一座負傷獅子的雕像，是為了紀念1792年法國大革命，為保護法

王路易十六及瑪麗王后而死的786名瑞士軍官和警衛所建的紀念碑，意在祈求世界和平，碑的下方有文字描述了

此事件的經過。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曾讚頌盧塞恩的石獅是“世界上最哀傷、最感人的石雕”。 

 

鐵力士山 Titlis 

鐵力士山屬於阿爾卑斯山脈，海拔3020米，是瑞士中部最高峰，擁有中部唯一的冰川，以終年不融的冰川和冰

川裂縫聞名世界。在此可乘坐360度旋轉纜車到達鐵力士山的冰川公園，在攀升的過程中可以全方位飽覽四周的

美景。抵達頂峰以後眼前是覆蓋著皚皚白雪的壯麗山群、冰洞和冰川，山頂建有觀景台、餐廳、酒吧、懷舊照

相館和紀念品店等。 

 

 

    

下午   

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是一個帶頂棚的拱廊街，得名於義大利統一後的國王埃馬努埃萊二世，這裡被認為是歐洲

非常美的商業拱廊之一。拱廊是設計師仿照巴黎古典商業拱廊而建的，兩條交叉的長廊呈十字型，南北長198米

，東西長105米，兩條玻璃拱頂的走廊交匯於中部的八角形空間，上方是一個玻璃圓頂。陽光透過玻璃屋頂，照

射在底下精緻的浮雕和壁畫上，泛著神聖的金色光芒。 

 

米蘭大教堂 Milan Cathedral 

世界上第一大的哥特式教堂，不僅是一個教堂、一棟建築，更是米蘭的精神象徵和標誌，世界建築史和世界文

明史上的奇跡。建築特點教堂上共有135大小尖塔，每個塔上都有一座雕像，雕刻和尖塔是哥特式建築的特點之

一，米蘭大教堂把這個特點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出來，因此它也是世界上雕像多的哥特式教堂。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Milan Nord Zara 或 同級 

    

    

Day 8 米蘭 - 汽車 - 比薩 - 汽車 - 佛羅倫薩 

全天   

早餐後乘車前往義大利比薩，參觀聞名世界的比薩斜塔。之後前往極為著名的世界藝術之都，歐洲文化中心，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祥地，歌劇的誕生地，舉世聞名的文化旅遊勝地-佛羅倫薩。 

  

行程安排： 

比薩（1小時，外觀比薩斜塔）→ 佛羅倫薩 → 聖母百花大教堂（外觀，30分鐘）→ 

喬托鐘樓（外觀，30分鐘）→ 西紐利亞廣場（30分鐘）→ 聖十字廣場（自由活動1小時） 

 

    

全天   

比薩斜塔 Leaning Tower of Pisa 

在綠草如茵的奇跡廣場上，欣賞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且姿態令人驚歎的比薩斜塔，觀賞象徵了比薩的黃金時代

的由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大教堂以及洗禮堂等名勝。 

 

佛羅倫薩聖母百花大教堂 Florence Cathedral 

它是佛羅倫斯的標誌，也是佛羅倫斯市內高的建築。教堂建築群由主教堂、鐘樓和洗禮堂構成，不僅規模宏大

，更是整個文藝復興初期的代表性建築。教堂外立面搭配使用鮮豔的紅色、墨綠色和白色大理石，拼成幾何圖

形，非常壯觀，將文藝復興時代所推崇的古典、優雅、自由詮釋得淋漓盡致，從任何一個角度觀察都顯得非常

肅穆和精美，難怪會被命名為“花之聖母”。 

 

喬托鐘樓 Giotto's Campanile 

喬托鐘樓是一座高82公尺，外型呈四角形的柱狀塔樓，把三種顏色以幾何學的配色方式調合，和大教堂十分和

諧。 

 

西紐利亞廣場 Plazza della Signoria 

西紐利亞廣場是維奇奧宮前最熱鬧的廣場，“祖國之父”柯西摩•麥迪奇的騎馬雕像睥睨全場，米開朗琪羅的仿製

雕像“大衛像”從1873年來一直守候在維奇奧宮門口左側。 

 

聖十字廣場 Basilica di Santa Croce 

廣場上有一座著名的十字架，是這座廣場、廣場上的教堂以及整個城區名字的由來。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T骨牛排餐：T骨牛排來自世界上體型最大和最古老的牛腰部的肉，必須使用木炭烤制，將牛排最鮮美的味道保

留下來，外焦裡嫩，鮮美多汁。參考菜單：沙拉+T骨牛排（1/4份）配土豆+霜淇淋/甜點+酒水。 

    

晚上   

酒店：Hotel Miro' 或 同級 

    

    

Day 9 佛羅倫薩 - 汽車 - 羅馬 - 汽車 - 梵蒂岡 - 汽車 - 羅馬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佛羅倫薩出發，前往“永恆之城”—

羅馬。羅馬是世界各地對歷史文化有興趣遊客尋古探幽的好地方，這裡不僅保留了原羅馬帝國時代的遺物，更

保存了現代“羅馬假日”的韻味。隨後前往梵提岡參觀世界最大的教堂-聖彼得大教堂。 

  

行程安排： 

羅馬 → 古羅馬廢墟（外觀，30分鐘）→ 古羅馬鬥獸場（外觀，30分鐘）→ 君士坦丁凱旋門（30分鐘）→ 

許願泉（30分鐘）→ 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60分鐘）→ 返回羅馬 

  

特別贈送：贈送您品嘗《羅馬假日》中女神奧黛麗·赫本同款的義大利Gelateria冰淇淋，用甜蜜的滋味點綴屬於

您的羅馬假日。 

 

    

全天   

古羅馬廢墟 Roman Forum 

古羅馬廢墟是昔日古羅馬帝國的中心，是現存世界最大面積的古羅馬廢墟，昔日的輝煌卻只剩下頹垣敗瓦，一

片荒涼中感慨帝國的悲歡離合。 

 

古羅馬鬥獸場 Colosseum 

遺址位於義大利首都羅馬市中心。又譯為羅馬角鬥場、科洛西姆競技場，是古羅馬帝國專供奴隸主、貴族和自

由民觀看鬥獸或奴隸角鬥的地方，也是羅馬帝國輝煌時代的見證。 

 

君士坦丁凱旋門 Arch of Constantine 

位於鬥獸場西側的君士坦丁凱旋門，長25.7米，寬7.4米，高21米，擁有3個拱門，其雕塑精美絕倫、恢宏大氣。

是為了紀念君士坦丁大帝擊敗馬克森提皇帝統一羅馬帝國而建的。古羅馬時代共有21座凱旋門，現今羅馬城中



僅存3座，君士坦丁凱旋門就是其中的一個，另外兩座位于古羅馬廣場。 

 

羅馬許願泉 Trevi Fountain 

許願泉是羅馬最後一件巴羅克傑作，它是羅馬的象徵之一，電影《羅馬假日》風靡全球後更成為著名的噴泉。 

 

聖彼得大教堂 St. Peter's Basilica Church 

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又稱聖伯多祿大教堂、梵蒂岡大殿。由伯拉孟特、米開朗基羅等建築師不斷設計並完善，是位

於梵蒂岡的一座天主教宗教聖殿，建於1506年至1626年，為天主教會重要的象徵之一。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羅馬歡送海鮮餐 

    

晚上   

酒店：Mercure Roma West 或 同級 

    

    

Day 10 羅馬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西歐之旅，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羅馬菲烏米奇諾機場 (FCO)。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7: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7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導遊可協助客人打車。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歐洲七晚四星酒店+一晚特色酒店； 

  



  

2. 酒店內豐富早餐； 

  

  

3. 

全程共安排5頓特色餐，明細如下：第戎中式自助餐、法式蝸牛餐、T骨牛排餐、比利时青口海鲜大餐、羅馬歡

送海鮮餐； 

  

  

4. 中文導遊（英語能力：日常溝通）； 

  

  

5. 6人團為9座司兼導遊；25-50座空調大巴車為專業外籍司機； 

  

  

6. 盧浮宮門票和官方導遊講解。 

 

 

費用不含 

1. 全程機票、稅金、簽證費用、護照辦理費用； 

  

  

2. 行程中的午餐和晚餐； 

  

  

3. 服務費12歐元/人/天； 

  

  

4. 行程中的景點門票（除盧浮宮外）和自費項目； 

  

  

5.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小費等個人消費）； 

  

  

6.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阿姆斯特丹早遊 Amsterdam 

Morning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50.00； 前往風車村。 

阿姆斯特丹早遊 Amsterdam 

Morning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65.00； 

3.23-5.14 

花季團期，早遊前

往庫肯霍夫鬱金香

花園，包含鬱金香

公園的門票。 

荷蘭人對鬱金香的

熱愛，達到了近乎

癡迷的狀態，鬱金

香充滿了他們的生

活，而生活在荷蘭

的人，也因為鬱金

香變得更加樂觀、

開朗。同時，荷蘭

的鬱金香太有名氣

了，吸引著世界上

所有愛花之人，每

到春天，鬱金香花

開的季節，就會有

世界各地的遊客來

到荷蘭，湧入世界

最大的球莖花園——

荷蘭的庫肯霍夫公

園。3.23-5.14 

為花季團期，早遊

將改為遊覽庫肯霍

夫鬱金香花園。 

阿姆斯特丹夜遊 Amsterdam 

Night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50.00；  

法國：巴黎塞納河遊船 Seine 

River Cruis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45.00； 

欣賞塞納河兩岸法

國著名建築，體驗



法國浪漫情懷。   

包含：預訂費、船

票、車費、司機加

班費。  

所需時間：1小時左

右。 

法國：巴黎凡爾賽宮（不含後

花園） Palace of Versaille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75.00； 

所需時間：1.5小時

左右 

琉森湖遊船 Lake Lucerne Cruis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45.00； 

包含：船票，導遊

服務費 

所需時間：1小時左

右 

鐵力士峰Mt. Titli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20.00； 

包含：上下山纜車

票，導遊服務費 

所需時間：2-

3小時左右（含上下

山）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酒店多為兩張單人床的房型，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2人，包括成人和兒童。部分酒店可三人入住一間房，房型

為：三張單人床或兩張單人床或一張大床+折疊床（具體房型因各酒店實際情況不同）；實際預定酒店沒有以上

房型，則安排其中一位客人與團上一位同性客人配房，如團上無同性客人可配房，則安排入住單人房。另外每

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

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等）關閉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

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1.巴士團分為了四個等級：銀榜惠享、金榜怡享、白金尊享、鑽石臻享，詳情請查看產品分級（點擊藍色字體

查看）。 

12.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3.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100-

500歐元之間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https://uvbookings.info/upload/BMS/ProductLevel.pdf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歐洲晝夜溫差大、每年平均溫度最熱超過30度的情況不超過兩個月，且歐洲各國環保意識強，故至今歐洲部

分酒店並不配備冷氣空調，並非酒店設施不達標準，敬請諒解。 

10.所有參加歐洲團的客人，我司會協助填寫入境國的申報卡，並協助辦理回美國所需的病毒檢測（檢測費用自

理）。 

11.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