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旅  假  期 

潇 洒 走 天 下 中 旅 伴 你 行 

           新 西 兰 欧 洲 跟 团 十 六 日 游 
               （法国，瑞士，意大利，梵蒂冈） 

第一天 10月8日(一) 奥克兰→转机→巴黎 
今晚自行前往奥克兰国际机场集合，搭乘航班前往中国。 
 
第二天 10月9日(二) 转机飞往巴黎 
抵达中国，中转休息，随后继续转机飞往巴黎。 
 
第三天 10月10日(三) 抵达巴黎 
抵达巴黎，专车送往酒店休息。今日自由活动。您可以选择参观、购物，或于
酒店充分休息，调整时差，养足精神，迎接愉快的欧洲之旅。 
 
第四天 10月11日(四) 巴黎→ 凡尔赛→ 巴黎(60公里) 
早上起程展开巴黎市內名胜游览节目，宏伟庄严而又代表著法国民族精神之凯
旋门、繁华热闹的香榭丽舍大道、昔日大革命时代断头台所在地的协和广场、
拿破仑之墓及伤残军人之家，一路经历两个世纪才建成之圣母院和屹立在塞纳
河畔的「巴黎巨人」艾菲尔铁塔，团友可拍照留念。下午前往巴黎市郊参观在
十七世纪名噪一时的著名皇宫「凡尔赛宫」，这座由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所建造
的皇宫，伟大富丽，其中园圃殿阁穷奢极侈，是当时法国贵族、学者群集为皇
帝点缀豪华，歌舞昇平的所在地，皇宫內装饰金碧辉煌，並留下许多珍贵文
物，最著名的镜厅发生过多次欧洲重大歷史事件。游罢返回巴黎，晚膳后返回
酒店休息。(巴黎夜景灿烂夺目，团友晚膳后欲欣赏巴黎夜景，领队定当乐意额
外安排)。 住宿︰巴黎或邻近城市之酒店  
 
第五天 10月12日(五) 巴黎 
早上起程前往参观举世著名的罗浮宫博物馆，观赏镇宫三宝，包括：达文西的
名画「蒙罗丽莎」，雕像维纳斯女神，胜利女神;午餐后续往码头，自费搭乘观
光船游塞纳河，饱览左右两岸美丽风光，为旅游巴黎不容错过的节目。游览后
送往巴黎购物心脏地带，余下时间团友可自由活动，喜爱购物的团友可前往大
型百货公司选购时尚的手袋时装及法国香水。（晚上有兴趣前往夜总会观赏精
彩华丽歌舞表演或品尝法国大餐的团友，领队乐意为您安排）。 
住宿︰巴黎或邻近城市 
 
第六天 10月13(六) 巴黎→琉森（65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瑞士，旅游车沿高速公路往瑞士国境进发，下午经法德瑞交通枢
纽城市巴塞尔进入瑞士，越境后驱车前往瑞士中部著名城市琉森。 
住宿︰琉森或邻近城市之酒店 
 

第七天 10月14日(日) 琉森→米兰→威尼斯（40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时尚之都米兰，游览多奥莫广场，维多利亚伊曼纽二世商店街，
巨大的拱形建筑和玻璃闪闪生辉的布置，富丽堂皇，多奥莫大教堂，规模仅次
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极具观赏价值;下午驱车前往威尼斯。 
住宿︰威尼斯或邻近城市之酒店 
 
第八天 10月15日(一) 威尼斯→罗马（55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有「水都」美誉之威尼斯，抵达后，乘
「水上的士」前往闻名的圣马可广场，游览充满拜占庭色彩的圣马可教堂，连
接宫殿和监狱的叹息桥，昔日最繁忙的大运河及充满特色的购物小巷，团友更
可自费乘坐地道特式贡多拉船，畅游于运河间欣赏水都风光，稍后前往著名的
玻璃工艺厂，参观威尼斯有数百年历史制玻璃工艺的过程;下午起程前往「永恒
之都」意大利首府罗马。 
住宿︰罗马或邻近城市之酒店 
 
第九天 10月16日(二) 罗马→梵蒂冈→阿雷素（280公里） 
早上起程游览罗马城中之国梵蒂冈 - 全球最小的国家，参观全球第一大教堂圣
彼得大教堂，这座建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建筑，集意大利最出色的建筑
及艺术家结晶，历时一百二十载才建造而成，大教堂圆顶结构完美，广场气势
宏伟庄严，令人叹为观止。教堂内有圣彼得的墓碑，天才艺术大师米高安哲奴
唯一刻上名字的雕刻作品「母爱」仍存放于教堂内随后浏览罗马名胜：建于公
元七十二年的文化精髓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宏伟壮观的统一纪念馆，有
许愿泉之称的德维雷喷泉; 余下时间我们会到共和广场，团友可自由参观天使与
殉教者圣母大殿或在三越百货公司选购纪念品，下午朝被誉为文化摇篮的佛罗
伦萨方向进发。 
住宿︰阿雷素或邻近城市之酒店 
 
第十天 10月17日(三) 阿雷素→佛罗伦萨→比萨→热那亚（250公里） 
早上起程游览佛罗伦萨，游览市内名胜：建于十三世纪，全球第三大教堂的圣
母无原罪之花教堂及安奴河上中世纪黄金交易处之拱桥，安葬意大利名人米开
朗基罗，达文西及著名物理学家伽俐略的圣十字教堂。闻名世界的意大利皮革
业及制皮技术源出于此，团友可借此机会到皮革公司选购实用的皮革制成品。
下午前往比萨，游览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参观建于九百年前用白色云石建造
的比萨大教堂及洗礼堂，斜塔原是比萨大教堂所属的钟楼，不料地基不稳，又
几百年斜立不倒，成为一个饶有趣的名胜，游罢驱车前往港口城市热那亚。 
住宿︰热那亚或邻近城市之酒店 

出发日期: 2018年10月8日                                                
成人价格: NZD4399/每人起(双人房)；单人房差: NZD1000 
儿童价格: NZD4099/每人起(与一位成人合住占床) 儿童价格: NZD3999/每人起(与两位成人合住不占床) 
 
（加订团队结束后继续游览英格兰、苏格兰，成人/儿童占床价格：NZD950/每人起；儿童不占床价格：NZD850/每人起） 



第十一天 10月18日(四) 热那亚→蒙地卡罗→尼斯→康城（嘎纳）→阿维农
（45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法国南部蔚蓝海岸，中午时份抵达小国摩纳哥首府蒙地卡罗，背
山面海的赌城蒙地卡罗风景优美，是世界富豪向往的渡假天堂，游览摩纳哥皇
宫，从山丘上俯瞰小国的美景游罢转赴休闲渡假胜地尼斯，浏览天使海湾及英
人漫步大道。随后直趋以举办影展而闻名于世的康城（戛纳），到影展举办场
地拍照留念，印满手印的石板大道更见证扬威国际的巨星风采。法国南部是香
水盛产地，途中经过盛产香水的小镇，顺道到香水制造厂参观，团友可趁机挑
选自己最爱的香水;下午离开蔚蓝海岸驱车朝普罗旺斯方向进发。 
住宿︰阿维农或邻近城市之酒店 
 
第十二天 10月19日(五) 阿维农→巴黎（700公里） 
早上起程沿高速公路前往巴黎，预料黄昏时份抵达花都巴黎。 
 
第十三天 10月20日(六) 巴黎 
今日自由活动。 
 
第十四天 10月21日(日) 巴黎离境 
专车送往机场搭乘航班前往中国。 
 
第十五天 10月22日(一) 中转休息 
抵达中国，中转休息，随后继续转机飞往奥克兰。 
 
第十六天 10月23日(二) 返回奥克兰 
返回奥克兰。 
 
团费包含： 
●奥克兰-转机-巴黎-转机-奥克兰经济舱往返机票和税$1600，多退少补 
●全程三至四星级酒店标准房(两人共住一间双人房) 
●全程豪华空调旅游巴士及行程中列明之交通工具 
●早餐 
●行程中列明之观光游览节目 
●中文导游服务 
 
团费不含： 
●午餐、晚餐 (具体请参阅相关说明) 
●旅游保险 (强烈建议购买) 
●签证费及相关费用 (根据行程安排，持中国护照客人需要办理申根签证，中旅
可以协助组织大家一起到惠灵顿办理，但相关费用需要您自行承担；持新西兰
护照客人符合目前过境免签政策，无需办理申根签证。提醒您注意：签证政策
可能会有所调整和有条件限制，实际以申请人个人情况和官方确认为准。) 
●景点门票(具体请参阅相关说明) 
●额外自费项目 (具体请参阅相关说明) 
●小费 (客人每人每天须付给导游和司机小费共7欧元) 
●欧洲一些城市需向旅客征收进城游览税及住宿税 (具体请参阅相关说明) 
●私人费用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饮品、烟酒、
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运服务、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 酒店提前入住及延迟退房费 
●因个人疏忽，违章，违法，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费用 
●行程列明以外的景点或活动所发生的任何费用 
●因任何不可抗力(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种情形： 
(1)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冰雹等；(2)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等；(3)社
会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恐怖袭击等)、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
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原因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任何“团费包含”中不包含的项目 
 
报名手续： 
1. 报名时请带上有效护照(须自团队结束之日起至少还有6个月有效期)，清楚完
整填妥报名表上所列一切资料并缴交定金NZD2000/每人。 
2. 报名截止日期9月10日。 
3. 余款须于9月17日前全数付清，逾期未付清余款，将视为自愿取消，本公司
有权将您的订位取消，您已缴付之定金恕不返还，也不得将定金转让予他人或
用于其他出发日期或旅游产品。 
4. 本公司保留最终接受报名与否的权利而无需提出任何理由及解释。 
5. 单人报名者，须先付单人房附加费，本公司绝无义务及责任为其安排与另一
团友同房，唯本公司可协助寻觅。 
 
扣款办法： 
报名之后在任何情况下或由于任何个人原因、签证原因需要取消订位的，需按
照下列办法扣款 
1.出发日前30天或以上，扣除全部定金 
2.出发日前30天内，扣除全部团费 
 
责任问题： 

1.  团队位置有限，晚报名可能需要额外支付附加费，实际金额以报名时确认为
准。 
2.  本公司保留对行程进行调整的权利。 
3. 本公司仅代理航空公司、酒店、交通工具或其它旅游机构安排之服务，凡参
加本行程表或单张内之团友或客人如遇有财物损失、意外身亡，或因天灾人
祸、机器失灵、交通延误、失火、罢工、战争、政局不安、无法控制及政府更
改条例而招致损失额外费用时，概与本公司及其代理人等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
何责任。 
4. 本公司所采用之各类观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飞机、轮船、火车或巴士等，
其对旅客安全及行李遗失等问题，各机构均订有各种不同之条例，以对旅客负
责。行李遗失，意外伤亡及财产损失等情形，当根据各机构所订立之条例作为
解决的依据，概与本公司绝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 
5. 若遇特殊情况，如天气恶劣，罢工、台风影响、证件遗失、酒店突告客满、
原定班机取消或延误、政变或任何非人力可控制的突发事故，而必须将行程、
住宿或交通工具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项旅游节目，本公司得依照当时情况全权处
理，在此情况下团员不得借故反对及要求赔偿，事件所引致之损失或增加费
用，团员需自行负责。 
6. 凡参团者，需遵守各国法纪，严禁携带私货营利及违禁物品。进出境准例，
是根据个别国家所订立，如因个人理由而被某国拒绝入境，其责任与本公司绝
无关系及不需负任何责任，余下之旅程将不获退还款项，及因而所需之额外费
用如交通、住宿需由其个人负责，与本公司无关。 
7. 在任何情况及任何地点下失窃，引致遗失金钱及物品，本公司、司机、领队
及导游均不负任何责任，任何财物及证件等团员理应并有责任自行保管。 
 
☆ 【旅客进城游览税】： 
（游览税为每位旅客必须缴付的费用，否则不得乘巴士进城游览，大小同
价。）详情如下，价格仅供参考，如有更改照现场公布为准 
1. 巴黎进城游览税及住宿税（必付）15欧元/天 
2. 威尼斯进城游览税，乘船进岛费及住宿税 25欧元 
3. 罗马进城游览税及住宿税 10欧元 
4. 佛罗伦萨进城游览税及住宿税 15欧元 
5. 比萨进城游览税 5欧元 
6. 摩纳哥游览税 5欧元 
 
为使旅程更充实精彩，沿途部份的景点及节目将涉及到一些费用，为方便团友
更易掌握消费预算，我们将一些主要的景点、餐饮费及建议自费节目价格列举
如下，供您参考。  
(请注意因为景点票价更改频繁，所以以下费用仅供参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 
说明：团友可根据个人喜好来决定是否购票、用餐，或参加任何额外自费节
目，绝非强迫规定(小费和旅客进城游览税除外)。 
 
☆景点票价 
1.       凡尔赛宫 18欧元 
2. 罗浮宫博物馆 17欧元 
3. 塞纳河游船 14欧元 
4. 巴黎艾菲尔铁塔 16欧元 
5. 罗马斗兽场 12欧元 
6. 贡多拉平底船 30欧元 
7. 香波堡 11.50欧元     (每船以六人计算，少于六人，需补付差额) 
 
☆ 额外自费节目 
1. 巴黎夜游 35欧元 
2. 红磨坊夜总会豪华歌舞表演（门票+香槟+接送） 150欧元 
3. 丽都夜总会豪华歌舞表演（门票+香槟+接送） 150欧元 
4. 梵蒂冈博物馆+西斯汀礼拜堂+圣彼得大教堂（门票+讲解+定位费） 45
欧元 免排队（最少25人成行） 
5. 斗兽场（门票+讲解+订位费） 35欧元 免排队（最少25人成行） 
 
☆ 午晚餐费 – 标准团餐：五菜一汤 
说明：团餐最少要有10人参加才可安排，少于10人餐厅不视为团体，难作安
排，敬请谅解。 
说明：团餐价格会因地区或不同的餐厅而浮动。一般为1-至20欧元（唯以导游
安排的为准） 
1. 午餐、晚餐(中菜) 法国/瑞士/意大利地区各 15欧元 
2. 法式海鲜晚餐 65欧元        
3. 威尼斯地道墨鱼酱汁面套餐 20欧元 
4. 佛罗伦萨地道黑椒燉牛肉餐 20欧元  
 

详细行程及价格 

奥克兰总店         中区大华店        Mt. Albert店   Northcote店   Meadowland店  East Tamaki店 Highland Park店    Albany分店       基督城店             惠灵顿店    

09-3751717     09-6386888     09-8456679    09-4185188      09-5352809      09-2651888      09-5358588         09-4185188    03-36546396    04-4999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