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團友可按個人喜好,決定是否參加用餐、景點或自費節目,絕非強迫規定,但每人每天必須支付給導遊及司機小費共7歐元。景點票價僅供參
考,票價以官方景點現場為准。進城遊覽稅、住宿稅等必需徵收,請按價交現金給導遊，否則旅客不得乘巴士進城遊覽,大小同價�The optional price list function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alculation of your expenses during your trip. 
All prices shown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is subject to the current price on spot. Customers can decide to purchase excursion tickets or meal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s. Participating in any proposed excursion program is not 
mandatory. However, each person must pay the tour guide and driver a gratuity of € 7 per day. Tourist tax, accommodation tax, must also be collected. Please pay these expenses in cash to the tour guide. Otherwise, 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bus to the city for sightseeing.

( 紅綫）西歐經典7天
Red western Europe line 
classical 7 days

 

GET INTER Europe

 

週一出發 可選英文或越南語導遊 English/Vietnamese 
speaking tour guide is available for tour departs Mon

團費按天算,玩幾天,算幾天,可全程參團,亦可部分參團,更可
轉綫Fixed day price, tours can be combined or jointly 
joined

(可根据客人情况安排收费接机/接酒店/团前住宿 Pick-up from airport or hotel and pre-accommodation 
can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guests' circumstances) 早上起程前往前西德首都波恩，抵步後瀏覽波恩景
點：貝多芬故居(Beethoven House)、波恩大學(University of Bonn)；遊罷轉赴科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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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night 
stay in Amsterdam or city nearby. 

早上起程前往法國香檳之都漢斯；漢斯是目前香檳區的經濟首府，也是法國歷史上相當重要的城市，素有
「王者之城」之稱，因為十一世紀開始，法國國王都必須到這個「加冕之都」受冕登基，漢斯聖母院
(Reims Cathedral)也就成為漢斯最重要觀光點。遊罷驅車往小國盧森堡進發，抵步後遊覽市區亞道夫大橋
(Pont Adolphe)、峽谷(The Canyon)、憲法廣場(Place De Constitution)等景點。住宿︰盧森堡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Luxembourg or city nearby

早上起程前往德國小鎮特里爾，這是全德國最古老的城市，其歷史於公元一世紀展開，曾經是西羅馬帝國的
首都，君士坦丁大帝在位執政期間，特里爾踏入黃金年代，當時有第二羅馬之稱； 特里爾又是共產主義偉
人馬克思的出生地，市內的馬克思故居(Karl Marx Haus Museum)及黑城門堡(Porta Nigra)是必遊之處。遊
罷前往被稱為「德意志之角」的哥本倫茨，這裏是歐洲兩大河流萊茵河與摩澤河的交匯點，是著名的風景區
； 旅遊車沿著萊茵河畔前進，兩岸風光盡入眼簾 (如船位及船期配合,夏季可安排萊茵河船RiverRhine Cruise 
in Summer, 自費)，途中經過熱鬧小鎮呂德斯海姆稍作停留；下午抵達德國最大金融城市法蘭克福，遊覽參
觀市中心的羅馬貝格廣場(Römerberg)及象徵自由民主的聖保羅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繁華熱鬧的商業
街。(可付费送往机场或酒店 Transfer to airport or hotel at your own expense(Pre-book only))

紅線「西歐經典」• 消費指南RED LINE – OPTIONALS LIST

Day 1【每週一/週四】法蘭克福Frankfurt→波恩Bonn→科隆Cologne→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50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近郊最具特色的風車村(Zaanse Schans)，參觀象徵荷蘭的風車、傳統的木屐廠(Mudu 
Factory)、芝士廠(Cheese Factory)，介紹木屐及芝士的製造過程；午餐後遊覽阿姆斯特丹市內名勝：水壩
廣場(Dam Square)、皇宮(Royal Palace of Amsterdam)、英雄紀念碑(National Monument)，再乘玻璃觀
光船(Glass Sightseeing Boat)穿梭在運河上，欣賞兩岸充滿十七世紀的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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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鑽石廠當然是不容錯過的節目；晚膳後入住酒店。阿姆斯特丹紅燈
區繁華熱鬧，可自費前往大開眼界。住宿﹕阿姆斯特丹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Amsterdam or city 
nearby（荷蘭花展Keukenhof(自費)期間，增遊一年一度荷蘭花展，資料可查閱：www.keukenhof.com）

Day 2【每週二/週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風車村ZaanseSchans→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50公里）

Day 7【每週日/週三】盧森堡Luxembourg → 特里爾 Trier → 哥本倫茨Koblenz 
→ 呂德斯海姆Rudesheim am Rhein → 法蘭克福 Frankfurt (4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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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night stay in Paris or city 
nearby

Day 3【每週三/週六】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布魯塞爾Brussels→巴黎 Paris（500公里）

早上起程展開巴黎市內名勝遊覽節目，宏偉莊嚴而又代表著法國民族精神之凱旋門(Arcde Triomphe)、繁
華熱鬧的香榭麗舍大道(Champs Elysees)、昔日大革命時代斷頭台所在地的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拿破崙之墓(Tomb of Napoleon)及傷殘軍人之家(Les Invalides)，經歷兩個世紀才建成之聖母
院和參觀屹立在塞納河畔的「巴黎巨人」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團友可自費排隊登上鐵塔俯瞰巴黎風
光或在附近享用午餐。下午前往巴黎市郊參觀在十七世紀名噪一時的著名皇宮「凡爾賽宮Chateau de 
Versailles」(自費, 18yrs免費),這座由法國皇帝路易十四所建造的皇宮，偉大富麗，其中園圃殿閣窮奢極侈
，是當時法國貴族、學者群集為皇帝點綴豪華，歌舞昇平的所在地，皇宮內裝飾金碧輝煌，並留下許多珍
貴文物，最著名的鏡廳發生過多次歐洲重大歷史事件。遊罷返回巴黎，晚膳後返回酒店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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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巴黎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Paris or city nearby 

Day 4【每週四/週日】巴黎Paris→凡爾賽Versailles→巴黎 Paris (6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參觀舉世著名的羅浮宮博物館(Le Louver Museum自費, 18yrs免費)，觀賞鎮宮三寶，包括：
達文西的名畫《蒙羅麗莎》、雕像維納斯女神、勝利女神；午餐後續往碼頭，自費搭乘觀光船遊覽塞納河
(River Seine Cruise, 自費, <4yrs免費), 飽覽左右兩岸美麗風光, 為旅遊巴黎不容錯過的節目。遊覽完畢後送
往巴黎購物心臟地帶，餘下時間團友可自由活動，喜愛購物的團友可前往大型百貨公司選購時尚的手袋時裝
及法國香水。(晚上有興趣前往夜總會觀賞精彩華麗歌舞表演或品嚐法國大餐的團友，領隊樂意為您安排)。
住宿︰巴黎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Paris or city nearby（因景點羅浮宮實行嚴格的門票實名登記和人
流管制，避免現場無法購票，建議并請客人自行提前登錄官方網站進行登錄購買！https://www.ticketlou-
vre.fr/louvre/b2c/index.cfm/calendar/eventCode/MusWeb 購買門票時間段：12：30 - 14：30均可！）

Day 5【每週五/週一】巴黎Paris

Day 6【每週六/週二】巴黎Paris→漢斯Reims→盧森堡 Luxembourg (420公里）

荷蘭 > 比利時 > 法國 > 盧森堡 > 德國
Netherlands > Belgium > France > Luxembourg > Germany

129 *團費: $ (       )每人每天的團費
含車/住宿/導遊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巴黎夜遊Nightexcursion in Paris(大小同價)

景點票價
Entrance fee

額外自費節目
Optionals

旅客進城遊覽
稅(必付)

Compulsory 
City Tax

特色餐
Optional Dinner

自費項目OPTIONALS（團上支付）

羅浮宮博物館 Le Louver Museum

18

17

15

15

19

150

10

40

15

70

25

15 up

凡爾賽宮 Chateau de Versailles

塞納河遊船 River Seine Cruise (16歲以下€6，4歲以下免費)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Amsterdam Canal Cruise

麗都或紅磨坊夜總會豪華歌舞表演(門票+香檳+接送). Lido Show or 
Moulin Rouge Show + Transfer

荷蘭花展Keukenhof（每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開放,（4-17 歲€10，3 
歲以下免費）Keukenhof Gardens (March-May)

萊茵河遊船(如船位及船期配合,夏季可安排萊茵河船河) River Rhine 
Cruise (according to time schedule)

價格 (€)

荷蘭華倫丹小漁村 Volendam

巴黎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每人每天, 訂單如有巴黎遊覽，但客人選擇
自由活動時，仍需付費)Paris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If your reservation involves Paris city tour, you choose to 
leisure time by your own, but you still have to pay by Per Person
Per day!)

法式晚餐（海鮮盤、鵝肝醬、焗蝸牛、魚排或牛排、甜點、法國葡
萄酒）French Dinner

德國特色猪肘餐(開胃湯、烤豬肘、冰淇淋甜品、啤酒或飲料) Germany 
Pork Knuckle Menu with Beer

費用說明 Fee

每人團費 Tour Fee per person
(雙人房 twin share)

129/天*7天=903

85/晚*6晚=510

68

170

115/天*7天=805
11岁以下小童不佔床
Children without bed

單人房差Single Supplement
（每人每晚 per person per night）

額外接送機服務:Extra transfer services
(每人每程,2人起,per personper way,min.2pax)

額外參團前後住宿Pre and post hotel
（双人房/晚 Twin share room per night）

團費包括
TOUR FEE INCLUDE

團費不包括
DOES NOT INCLUDE

澳币AUD

小費（7歐元/人/天）
Compulsory tipping:€7

per person per day

旅游车Coach、导游Tour Guide、

三、四星級酒店或以上,含歐陸式早餐
3-4star hotel with continental breakfast

午餐及晚餐 Lunch or dinner

城市税City tax

景點門券 Entrances, any op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