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高貴西歐丨巴黎+日內瓦+米蘭+比薩

+佛羅倫薩+梵蒂岡+羅馬 9日 7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CDGFCO9   

出發城市 巴黎 Paris   

目的地城市 羅馬 Rome 途經地點 

日內瓦 Geneva、米蘭 

Milan、佛羅倫薩 Florence

、梵蒂岡 Vatican、比薩市 

Pisa 

行程天數 9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1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23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199 = 2199 

【8天】燃油附加費:1 x 40 = 40 

兩人入住：$16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47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699 = 3398 

【8天】燃油附加費:2 x 40 = 80 

三人入住：$16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5217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1699 = 5097 

【8天】燃油附加費:3 x 40 = 120 

單人拼房：$18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939 

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899 = 1899 

【8天】燃油附加費:1 x 40 = 40 

    

出發班期 

 08/01/2022-03/31/2023：週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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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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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托斯卡納風情莊園酒店：托斯卡納莊園酒店融寧靜、優雅、美麗於一身，彌漫著古老托斯卡納的野性和

現代托斯卡納的奢華。陰涼的廊亭，錯綜複雜的橄欖林，從古樸的內外部建築及裝飾，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意

式田園生活。 

  

  

瑞士阿爾卑斯特色木屋酒店：安排入住瑞士著名的世外桃源小鎮，房間窗戶打開就是一覽無餘的“夢幻山坡”。

雪山冰川、牛羊成群, 是攝影愛好者的天堂！ 

  

  

  

  

  

味蕾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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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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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法瑞意線路：一次旅行讓您領略法式浪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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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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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名城日內瓦，兩湖秘境因特拉肯，更有機會登臨秀美的少女峰，一覽眾山小；雪山湖泊相

映成趣，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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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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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自行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酒店入住通常在下午 4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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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汽車 - 法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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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洋航機帶您前往法國巴黎，開始

美妙的西歐之旅。 

三餐自理 

 

    

    

Day 2 抵達巴黎 

全天   

抵達巴黎後，請自行安排交通前往酒店辦理入住（酒店信息待定，具體酒店信息請團出發前 3天聯繫客服獲取

） 

三餐自理 

 

    

晚上   

酒店：Novotel Paris La Défense Esplanade 或 同級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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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磨坊表演秀（自費，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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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紅磨坊表演秀 Moulin Rouge Show in Paris 

巴黎著名的夜總會歌舞表演，經驗刺激的歌舞秀紅磨坊又以現代康康舞的發源地聞名，這種舞蹈融入了更多的

雜技和運動技巧，穿著華麗的女郎們跳著歡快的舞蹈，不時地掀起裙擺，隨著明快的節奏，踢高大腿，驚豔之

餘，略帶瘋狂。此外，上空秀也很有吸引力，舞者精美的服飾都由義大利設計大師量身定制，舞臺設計相當考

究，場景變化多樣，舞者來自世界各地，表演水準非常高，期間穿插了雜技、魔術等表演，驚豔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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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otel Paris La Défense Esplanade 或 同級 

    

    

D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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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Inn Dijon Toison d'or 或 同級 

    

    

Day 5 第戎 - 汽車 - 日內瓦 - 汽車 - 因特拉肯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第戎出發，前往遊覽瑞士聯邦的第二大城市-日內瓦。日內瓦湖光山色四季皆具吸引力，風景十分

迷人，同時也是世界各國際機構雲集的國際化城市。隨後前往瑞士小鎮-因特拉肯，您可以在此自由活動期間體

驗當地的風土人情。 

  

行程安排： 

日內瓦 → 花鐘（外觀，30分鐘）→ 萬國宮（外觀，30分鐘）→ 傑特大噴泉（外觀，30分鐘）→ 因特拉肯（

3.5小時） 

 

    

全天   

日內瓦花鐘 Flower Clock 

花鐘坐落在日內瓦湖畔、英國花園的西邊。鮮花與鐘錶的結合使得它彰顯出了日內瓦“鐘錶之都”的美名，也因

此成為了日內瓦的一個象徵。花鐘直徑 5米，鐘錶的機械結構是設置於地下的，地面上的鐘面和代表 12小時的

阿拉伯數字則由鮮嫩翠綠的芳草或者鮮花覆蓋，並隨著季節變化新的圖案。 

 

日內瓦萬國宮 Palace of Nations 



萬國宮是聯合國前身“國際聯盟”的總部所在地，如今是聯合國的歐洲總部駐地，位於日內瓦東北郊的日內瓦湖

畔，與巍峨的阿爾卑斯山遙遙相望。萬國宮由 4座宏偉的建築組成，周圍綠樹環抱，環境幽美。 

 

傑特大噴泉 The Geneva Water Fountain 

日內瓦的著名標誌，一座大型人工噴泉，每次噴出高有 140公尺、500公升的噴水量。 

 

因特拉肯小鎮 Interlaken 

小鎮位於阿爾卑斯山脈圖恩湖及布裡恩湖之間，整年氣候溫和，湖光山色，環境優美，也是瑞士人心目中的避

暑山莊。荷黑威格繁華商業街是因特拉肯主要的街道，您可以在此自由活動期間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 

 

 

    

晚上   

酒店：Grindelwalderhof 特色木屋酒店 或 同級 

    

    

Day 6 因特拉肯 - 汽車 - 米蘭 

全天   

今天早上可自費登少女峰，乘坐觀光火車登上海拔 3454米的峰巒之上，體驗會當淩絕頂的感受，欣賞阿爾卑斯

山的神秘壯麗。隨後乘車前往歌劇聖地、藝術之都、有世界時裝晴雨錶之稱的意大利米蘭。 

  

行程安排： 

登少女峰（自費，含上下山共 4-5小時）→ 米蘭 → 米蘭伊曼紐爾二世拱廊（外觀，60分鐘）→ 米蘭大教堂（

外觀，30分鐘） 

 

    

全天   

少女峰 Jungfrau 

少女峰位於因特拉肯以南二三十公里處，海拔 4158米，是阿爾卑斯山脈的較高的山峰之一。山頂常年被冰雪覆

蓋，而山下卻綠草茵茵、風景秀麗，是瑞士有名的觀光勝地。少女峰地區已於 2001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搭

乘齒輪火車抵達海拔 3454米的火車站—被稱為“歐洲之巔”的少女峰火車站。 

 

米蘭伊曼紐爾二世拱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從米蘭大教堂一側的門進入拱廊，映入眼簾的就是鋪滿大理石的長廊，上面印著彩色、象徵著義大利的團結與

自信的馬賽克。拱廊的很多地方都有明顯的代表著義大利各個城市的圖案，比如都靈的公牛、羅馬的母狼、佛

羅倫斯的百合、米蘭的白底紅十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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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otel Cambiago 或 同級 

    

    

Da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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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 PITIANA 莊園酒店 或 Relais Villa Il Palagio 或 同級 

    

    

D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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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e Leonardo da Vinci Airport 或 同級 

    

    

D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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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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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

，導遊可協助客人打車。 



02/01/2023起出發的班期，從酒店出發的時間將調整為 7:00，即我司工作人工員僅早上 7:00提供一次從酒店出

發前往機場的送機服務。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歐洲 4星酒店 5晚+佛羅倫薩莊園酒店 1晚+瑞士特色木屋 1晚； 

  

  

2. 酒店內豐富早餐； 

  

  

3. 全程共安排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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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歡送晚宴； 

  

  

4. 中文導遊（英語能力：日常溝通）； 

  

  

5. 6人團為 9座司兼導遊；專業外籍司機，25-50座空調大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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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費 12歐元/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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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出入境的行李海關課稅，超重行李的托運費、保管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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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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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紅磨坊表演秀 Moulin 

Rouge Show in Pari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95.00

； 

所需時間：1小時 45分鐘

左右 

包含：車費、司機服務費

、門票預訂費、夜總會服

務生小費、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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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登少女峰 Climbing the 

Jungfrau Mountain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70.00

； 

登臨瑞士唯一列入世界自

然遺産的雪山—少女峰！

乘坐觀光火車登上海拔

3500米的峰巒之上，體驗

會當淩絕頂的感受，體驗

阿爾卑斯山的神秘壯麗。 

包含：上下山纜車票，導

遊服務費。 

所需時間：4-5小時左右

（含上下山）。 

 

  



出行提示 

法國入境要求： 

無任何的防疫要求 

  

入境法國參考網址（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 

歐洲各國入境政策是以該國政府官方發佈的政策為准，但是執行方是航空公司工作人員，最終請以和航空公司

確認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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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terieur.gouv.fr/covid-19-international-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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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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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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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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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