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優惠：限時優惠｜首 8 名｜結伴同行
凡於 11 月 18 日前報名及付訂金優惠$500
每團首 8 名每位優惠$500
結伴同行優惠
注意﹕優惠名額有限，價目以報名及付訂金作準，
團費及優惠如有任何調整或加幅，恕不作另行通知

暢遊：阿爾卑斯山「戈爾內格拉特大雪山之旅」、
「阿萊奇冰川」
、飄零燕「海迪之家」
、深度縱橫
「阿爾卑斯山」~ 湖光山色、
「冰河列車」夢幻之旅、聖莫里茲

出發日期
【 】較高成團日期
2018 年
2 月【14】日
(年廿九)

成人價-佔半房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小童價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原價

$37298 起

$37298 起

$35598 起

限時優惠及
首 8 名優惠價

$34298 起

$34298 起

$32598 起

單人房
附加費

$5598

服務費

免收

各地所有
機場稅項

已包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所有機場稅項

注意：以上為限時優惠及首 8 名優惠價，額滿/限時後價目將會調整加幅，請查詢報名旅行社，敬請留意。

結伴同行優惠如下：4 位減$300｜5-7 位減$400｜8 位或以上減$500
注意：優惠名額有限，價目以報名及付訂金作準，團費及優惠如有任何調整或更改，恕不作另行通知

細心安排：航班資料(最後以茶會資料為準)
第一天
第十天

香港/蘇黎世
蘇黎世/香港

LX 139
LX 138

0020/0610
2240/1700+1

行程特點







安排乘坐「冰河列車」景觀車廂欣賞優美觀景線路
湖畔珍珠 ~ 詩隆古堡（入內參觀）
乘火車登上 Gornergrat 雪山最佳位置觀賞「馬特洪峰」及「羅薩峰」
乘吊車登山，欣賞「世界文化遺產」阿萊奇冰川
瑞士童話「海迪之家」及「世界文化遺產」聖加倫大教堂
順道遊蕾夢湖畔法國美麗小鎮 ~ Yvoire 及清泉之鄉 ~ 艾維昂

1Hong Kong  Zurich(City Tour) ~

香港  蘇黎世(市內觀光) ~ 琉森(市內觀光)

Lucerne(City Tour)

出發日期前一晚於(2 月 13 日晚上)機場集合，由翠明假期領隊陪
同下，乘坐 2 月 14 日凌晨機之瑞士航空公司客機直航飛往瑞士
金融中心～蘇黎世。航機於同日早上抵達後，隨即前往市內觀光。
【蘇黎世市內觀光】前往班霍夫大街，這裡集中了 350 餘家銀

行，還是購物者的天堂。繼而前往利馬特河畔觀賞河岸兩旁風
光，如聖母大教堂及蘇黎世大教堂等著名建築物。
【琉森市內觀光】前往湖上的教堂橋，四周盡是售賣瑞士鐘錶、
巧克力、時裝及糖果等商店。
住宿：五星級 SCHWEIZERHOF 或同級酒店
早：---｜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注意：如是日五星級 SCHWEIZERHOF 酒店或同級酒店住房客滿
不能安排入住，本公司將安排住宿四星級 AMERON FLORA 或同
級，及退回每位 HK$500，敬請留意。

2日內瓦 ~ 市內觀光

琉森 ~ 伯恩(瑞士首都) ~ 詩隆古堡(入內參觀) ~

Lucerne ~ Bern ~ Chillon Castle ~ Geneva ~
City Tour

【伯恩市內觀光】瑞士首都，是個迷人的城市，於 1983 年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文化遺產(UNESCO)。首先前往國會大廈及
古城，飽覽優雅的古老建築物，繼而前往觀看伯恩的地標~古天
文鐘，每小時 56 分，時鐘旁的人物及動物裝飾會開始動作表演、
鳴叫及敲鐘。
【詩隆古堡】瑞士第一城堡，坐落於月牙形的湖畔，就如一座浮
於水面的城堡。
【日內瓦市內觀光】享有「和平之城」稱譽。前往聯合國歐洲總
部及紅十字會留影及前往蕾夢湖畔欣賞五公尺之花鐘。
住宿：五星級 MOVENPICK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烤芝士及地道餐｜晚：酒店

3艾維昂 ~ 采爾瑪特(環保城)

日內瓦 ~ 蕾夢湖畔法國最美麗小鎮 Yvoire ~

Geneva ~ Yvoire Village ~ Evian ~ Zermatt

【蕾夢湖畔法國美麗小鎮 Yvoire】法國最美麗的花城之一，湖畔
渡船口岸附近是古舊的石頭老屋，還有滿佈爬藤的露天陽臺和古
樸的街巷。
【艾維昂】蕾夢湖南岸的艾維昂，這裡最著名的莫過於源自阿爾
卑斯山脈的 Evian 礦泉水，團友可順道享用天然的 Evian 泉水。
【采爾瑪特】此城周圍由 36 座 4000 米以上名峰所環繞，由於
環保關係，村內只有電氣化車輛及馬車供行駛。舉世聞名的「馬
特洪峰」則為此風景區的攝人景緻與重點景觀。
住宿：CHRISTIANA/AMBASSADOR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4

采爾瑪特 ~ 戈爾內格拉特 ~ 大雪山之旅 ~
自由購物
Zermatt ~ Gornergrat ~ Free for Shopping

【戈爾內格拉特-大雪山之旅】乘登山火車登上海拔 3090 米高之
Gornergrat，觀賞瑞士最著名，以「尖錐金子塔」外形見稱的馬
特洪峰。馬特洪峰高 4478 米，由於外形獨特，無數廣告及宣傳
皆以它為背景。此處亦可欣賞馬特洪峰及羅薩峰等 38 座海拔
4000 公呎以上的山峰及阿爾卑斯山區第二大冰河~戈爾內格冰
河。遊罷返回采爾瑪特自由購物。
住宿：CHRISTIANA/AMBASSADOR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山頂餐廳｜晚：當地餐廳
注意：

如戈爾內格拉特大雪山登山火車維修或天氣影響而關閉或休息，
將會以馬特洪峰登山吊車(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或羅特
洪峰代替。

如適逢采爾瑪特因滑雪期住房客滿，第三及第四晚酒店將改往住
宿於萊卡班度假酒店或住宿鄰近城市之同級酒店。

5芝士火煱

采爾瑪特 ~ 阿萊奇冰川(世界文化遺產) ~ 布里格 ~

Zermatt ~ Aletsch Glacier(UNESCO) ~ Brig ~
Cheese Fondue

【阿萊奇冰川】乘吊車登山，觀賞阿萊奇冰川及鄰近美景。阿萊
奇冰川長 23 公里，是阿爾卑斯山脈中最長及美麗的一條冰川，
蜿蜒之姿，如天氣情況良好，景觀壯觀異常。團友可獵影美麗雪
景。
住宿：SCHLOSSHOTEL ART FURRER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及品嚐芝士火煱

6Brig ~ Glacier Express ~ Chur ~

Horse Carriage Ride ~ Roseg Valley ~ Diavolezza ~
St. Mortz

【聖莫里茲】位於瑞士恩加丁山谷的一個度假小鎮，通常被稱為
阿爾卑斯山的大都會；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山和湖泊下，有衆多
的豪華酒店、水療中心和高級商店。
【羅莎河谷】鄰近的波特雷斯那度假勝地，安排乘坐觀光馬車遊
覽風景美麗的自然環境保護區，沿途欣賞風光明媚的羅莎河谷。
【女魔峰】乘吊車登上山頂。女魔峰是因加丁的著名山峰。它周
圍環繞著幾個海拔三千米的山峰，冰川美景盡入眼簾。
住宿：LAUDINELL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8施庫爾溫泉區(包入場費 ~ 請自備泳衣) ~

聖莫里茲 ~ 追尋塵世美足跡 ~ 上恩加丁山谷 ~

「飄零燕」海迪家鄉 ~ 達沃斯
St. Moritz ~ Surrounding Beauty of Unter Engadin ~
Scuol ~ Heidi Place ~ Davos

【瓜爾達】位於上恩加丁谷地南端，其傳統建築的特色灰泥刮畫
法的水泥花牆壁與窗框，厚厚的拱形門，大窗台、小窗框、户外
濶內窄，採光保暖。瓜爾達曾因此於 1975 年獲得瑞士歷史文物
保存相關單位頒發 Wakker Prize 獎章。
【施庫爾溫泉區】位於上恩加丁山谷東南端，此處與奧地利和義
大利為鄰，是瑞士最有古風遺韻的地區，當地人仍講著古老的羅
曼語，而美麗山谷中的小村施庫爾，是電影海迪的拍攝地，亦是
瑞士傳統保育區。特別安排各團友享受浸浴溫泉(請自備泳衣)。
【達沃斯】阿爾卑斯山區內最大的山城，也是歐洲最高的城鎮之
一，海拔 1,560 米高，四季都風景如畫，有阿爾卑斯山最佳 11
個山城的美譽，每年世界經濟會議也到此地舉行。
住宿：DAVOS HILTON GARDEN INN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9華多茲[列支敦士登] ~ 朱古力廠 ~ 農莊晚膳 ~
達沃斯 ~ 曼恩菲「飄零燕」海迪之家 ~

聖加倫
Davos ~ Maienfeld Heidi House ~ Vaduz ~
Maestrani Chocolate Factory ~ Swiss Farm Dinner ~
St. Gallen

【曼恩菲】前往瑞士童話故事主角「海迪」的家鄉，此乃原著舊
版描述之地。
【列支敦士登】袖珍小國，於首都華多茲可選購精美郵票。
【朱古力廠】著名 Maestrani 朱古力廠，團友可自由品嚐及選購。
住宿：RADISSON BLU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地道香腸及雞脾｜
晚：農莊內品嚐瑞士地道餐及飲品一杯
注意：如 Maestrani 朱古力廠是日不能安排。此節目將改為第十
天早上安排或前往艾班諾士芝士廠，敬請留意。

10/11史泰恩 ~ 萊茵河大瀑布 ~ 蘇黎世  香港
聖加倫 ~ 聖加倫大教堂(世界文化遺產) ~

St. Gallen ~ St. Gallen Church(UNESCO) ~
Stein am Rhein ~ Rheinfall ~ Zurich  Hong Kong

【聖加倫大教堂】教堂已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教堂
內部裝飾華麗美觀，更被譽為洛可可式的建築典範。
【萊茵河大瀑布】歐洲最大的瀑布，闊 150 米，落差 23 米，氣
勢磅礡，有如萬馬奔騰。
遊罷驅車前往蘇黎世，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瑞士航空公司
客機直航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1 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

特約旅行社

布里格 ~ 「冰河列車」 ~ 庫爾 ~ 聖莫里茲

St. Moritz(Top of the world)

【冰河列車】前往布里格車站後，轉乘「冰河列車」。列車是歐
洲著名的風景列車，穿梭於景色如畫的阿爾卑斯山脈，沿著風景
路線越過海拔 2033 米高的 Oberalp 關隘及瑞士峽谷，乘坐此列
車才可欣賞這山川美景，漫遊於最精華的景觀路段。稍後抵達庫
爾後轉乘旅遊車前往聖莫里茲，團友可漫步於舊城區。
【聖莫里茲】歷時百載，已成為歐洲富豪度假勝地，享有「香檳
氣候」之稱，平均每年陽光普照 322 天，成為瑞士最佳氣候城市。
住宿：LAUDINELL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車上用膳｜晚：酒店

7波特雷斯那(乘坐四輪馬車遊覽美麗自然保護區) ~
聖莫里茲 ~

羅莎河谷 ~ 女魔峰 ~ 聖莫里茲
St. Moritz(Top of the World) ~ Pontresina ~

註：
1.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
他節目代替。
3.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
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
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此
要求退款或賠償。
4.辦理簽證所需工作天因應各國領使館所需而有不同，詳情請查詢報名旅
行社，以確定最遲申請簽證日期，敬請留意！如需本公司代辦簽證，客
人需繳付簽證費用。
5.一人報名者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全額，三人或以上報名者如有單身男
或女，本公司將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同房，如最終未能安排，客人也需
繳付單人房附加費的一半費用，另單人房對比雙人房之房間細，敬請留
意！
6.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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