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所有機場稅項 
GSWBJ為選乘商務客位，費用及詳情請向報名旅行社查詢。 
注意：價目將會調整，請查詢報名旅行社，敬請留意 

 
 
 
 
 
 
 
 
 
 
 
 
 
 
 
 
 
 
 
 
 
 
 
 
 
 

出發日期 
【 】較高成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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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房附加費 

服務費 
各地所有 
機場稅項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單人房 
單人用 

雙人房 
單人用 

2020年 1月【24】日 
(年三十) $37298 起 $37298起 $35298起 $6998 $8098 免收 已包 

細心安排~航班資料(最後以茶會資料為準)  
24 JAN 2020 香港/倫敦 BA028 2345/0455+1日 
25 JAN 2020 倫敦/蘇黎世 BA710 0705/0950 
01 FEB 2020 蘇黎世/倫敦 BA713 1310/1410 
03 FEB 2020 倫敦/香港 BA027 2100/1655+1日 

 瑞士雙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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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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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河 3000大雪山：乘登山大吊車向著 3千公尺高的 Les Diablerets冰川(冰河 3000)進發，特
別安排乘坐冰川雪車，也可親身體驗全世界第一條連接兩座頂峰之懸空索橋(Peak Walk)，觀賞
壯麗的阿爾卑斯山美景 

 行程內已包括多項節目入場費及入內參觀，非一般媲美 - 包括詩隆古堡、奧林匹克博物館、溫泉樂
及卓別林世界博物館 

 乘坐「冰河列車」景觀車廂欣賞優美觀景線路 
 阿萊奇冰川 - 乘吊車登山，觀賞阿萊奇冰川及鄰近美景。是阿爾卑斯山脈中最長及美麗的一條冰川，

蜿蜒之姿，壯觀異常 
 暢遊英國高等學府 ~ 牛津(特聘當地導遊講解)  
 位於牛津郡的比斯特購物村(Biscester Village Outlet)，彙集了超過 160家的歐洲和國際經典時尚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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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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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天   2020年1月 24日 星期五 (年三十)                        
香港  蘇黎世[瑞士] 
Hong Kong  Zurich[Switzerland] 
是日晚上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客
機經倫敦轉機後飛往瑞士金融中心~蘇黎世。。 
 
第 2天   2020年1月 25日 星期六 (年初一)    
蘇黎世 ~ 琉森(市內觀光) ~ 華多茲[列支敦士登] 
~ 甘普林/費爾德基希 
Zurich ~ Lucerne(City Tour) ~  
Vaduz[Liechtenstein] ~ Gamprin/Feldkirch 
航班於是日抵達後，隨即前往觀光。  
【萊茵河瀑布】為歐洲最大的瀑布，闊 150 米，落差
23米，氣勢磅礡，有如萬馬奔騰。 
【琉森】通向瑞士中心的大門，位於琉森湖畔如畫的風
景區，鑲嵌在令人難忘的山嶺間。因著它的風景名勝、
精美紀念品和名錶專門店，吸引遊人無數。  
【華多茲】列支敦士登的首都，位於瑞士和奧地利之間
的一個袖珍小國，在此可感受其神秘而美麗風光的一
面。並可選購此地獨特的郵票作紀念之用及瑞士鐘錶飾
物等。 
 
住宿：B-SMART BENDERN/GUTWINSKI 

或同級酒店  
早：---｜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注意：如是日甘普林區內酒店住房客滿或休息，將改往
入住奧地利費爾德基希 HOTEL GUTWINSKI 或鄰近城
鎮同級酒店，敬請留意。 

第 3天   2020年1月 26日 星期日 (年初二)  
甘普林/費爾德基希 ~  
曼恩菲「飄零燕」海迪石水泉 ~ 庫爾 ~  
「冰河列車」 ~ 布里格/納特 
Gamprin/Feldkirch ~  
Maienfeld Heidi Fountain ~ Chur ~  
Glacier Express ~ Brig/Naters 
【曼恩菲】前往瑞士童話故事主角「海迪」石水泉，此
乃原著舊版描述之地。 
【冰河列車】乘「冰河列車」前往安德瑪。欣賞由庫爾
至安德瑪段之冰河列車沿途景觀，穿梭於景色如畫的阿
爾卑斯山脈。 
 
住宿：ALEX NATERS BRIG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列車上用膳｜晚：酒店/當地餐廳品嚐
芝士火鍋、牛肉/雞肉火鍋及飲品一杯 
 
第 4天   2020年1月 27日 星期一 (年初三)  
布里格/納特 ~ 利德阿爾卑 ~  

阿萊奇冰川(世界文化遺產) ~ 溫泉樂 
Brig/Naters ~ Riederalp ~  
Aletsch Glacier(UNESCO) ~ Thermal Bath 
【利德阿爾卑】位於阿爾卑斯山山腰，此地旅遊車不能
直達，需乘吊車前往。而山後的「阿萊奇冰川」則被聯
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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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觀異常。團友亦可沿山
徑獵影。 
【溫泉樂】安排享受浸浴溫泉<請自備泳衣及毛巾> 
 
住宿：ALEX NATERS BRIG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當地餐廳 
 
注意：如是日因風雪天氣影響，不能乘吊車登上高地山
徑遠眺冰川美景，將安排在高地利德阿爾卑賞雪及自由
探索，敬請留意。 
 
第 5天   2020年1月 28日 星期二 (年初四)   
布里格/納特 ~ 塔殊 ~ 采爾瑪特 ~  
戈爾內格拉特 ~ 大雪山之旅 ~ 布里格/納特 
Brig/Naters ~ Tasch ~ Zermatt ~  
Gornergrat ~ Brig/Naters 

【采爾瑪特】前往塔殊(Tasch)轉乘火車登山前往環保城
「采爾瑪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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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成為此風景區的攝人景緻與重
點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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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ALEX NATERS BRIG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自理｜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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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改為馬特洪峰登山吊車(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或羅特洪峰代替。 
 
第 6天   2020年1月 29日 星期三 (年初五)  
布里格/納特 ~ 冰河 3000大雪山 ~  
包冰川雪車 ~ 懸空索橋 ~  
詩隆古堡(入內參觀) ~ 日內瓦 
Brig/Naters ~ Glacier 3000 ~ Snow Bus ~  
Peak Walk ~ Chillon Castle ~ Geneva 
【冰河 3000大雪山】乘登山大吊車向著 3千公尺高的
Les Diablerets冰川(冰河 3000)進發，特別安排乘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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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雪車，也可親身體驗全世界第一條連接兩座頂峰之懸
空索橋(Peak Walk)，觀賞壯麗的阿爾卑斯山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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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五星級MOVENPICK AIRPORT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山頂餐廳｜晚：酒店 
 
注意：如適逢冰河 3000大雪山因天氣影響停止服務，
每位退回 HK$500，敬請留意。 
 
第 7天   2020年1月 30日 星期四 (年初六)     
日內瓦 ~ 市內觀光 ~ 洛桑(市內觀光) ~  
奧林匹克博物館(入內參觀) 
Geneva ~ City Tour ~ Lausanne(City Tour) ~ 
Olympic Museum 
【日內瓦市內觀光】享有「和平之城」稱譽。前往聯合
國歐洲總部門外拍照及紅十字會留影及前往蕾夢湖畔
欣賞五公尺之花鐘。 
【洛桑市內觀光】城市的大街小巷遍佈崎嶇不平的石板
路，歐洲許多文學家如伏爾泰、拜倫、盧梭、雨果、狄
更斯等都在此居住過，故又有「國際文化城」之稱。位
於老城區中心的聖佛朗索亞廣場及咖啡茶座小餐館，別
具特式。 
【奧林匹克博物館】隸屬於國際奧會，位於瑞士洛桑市
烏希湖畔的奧林匹克公園內。收藏並展示了從第一屆雅
典奧運會至今的上萬件珍藏品，是世界最大的奧林匹克
運動資料中心。 
 
住宿：MOVENPICK LAUSANNE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 
 
第 8天   2020年1月 31日 星期五 (年初七)   
洛桑 ~ 威韋 ~ 卓別林世界博物館(入內參觀) ~
伯恩(市內觀光) ~ 棕熊穴公園 
Lausanne ~ Vevey ~  
Chaplin's World Museum ~ Bern(City Tour) ~ 
Barengraben 
【威韋】被譽為其中一顆「瑞士里維埃拉的明珠」(Pearls 
of the Swiss Riviera)。於湖濱的位置令人心曠神怡，還
加上背後的壯麗高山全景、溫和舒適的氣候和美麗的葡
萄園，成為一個遠足勝地。 
【卓別林世界博物館】佔地 15 公頃，主要分為兩大部
份，一個是他的故居，能了解卓別林的日常生活；另一
個則是「好萊塢電影工作室」，展示卓別林身為導演和
演員的藝術創作，以最現代化的博物館展示方式，用原
始電影的形式裝飾，讓遊客仿佛進入了卓別林的電影世
界，每個佈置都是卓別林的電影場景，遊客在這裡可以
吏各式道具裡拍照，令人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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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國會大廈及古城，飽覽優雅的古老建築物，繼而觀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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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前往棕熊穴
公園。 
 
住宿：ALLEGRO/NOVOTEL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中國餐館(8餸 1湯) 
 
第 9天    2020年 2月 1日 星期六 (年初八) 
伯恩 ~ 蘇黎世  倫敦 ~ 牛津 ~  
基督學院(外圍拍照)  
Bern ~ Zurich  London ~ Oxford ~ 
hrist Church College City Tour 
早餐後驅車前往蘇黎世機場，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客機英
國首都~倫敦。由於航班時間關係，是日午餐自理。抵
達後驅車前往牛津。 
【基督學院】牛津規模最大的著名學院，是霍格華茲《魔
法學院》的主要拍攝場地，於外圍拍照。 

 
住宿：JURYS INN OXFORD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自理｜晚：酒店/當地餐廳 
 
第 10天    2020年 2月 2日 星期日 (年初九) 
牛津 ~ 市內觀光 ~ 比斯特購物村 ~ 倫敦 
Oxford ~ City Tour ~ Biscester Village Outlet 
~ London 
【牛津市內觀光】英國著名大學城，特聘當地導遊講
解，城內建築古色古香，全城共有 30 間學院，逾百幢
校舍，充滿文化氣息。  
【比斯特購物村】位於牛津郡的郊外，彙集了超過 160
家的歐洲和國際經典時尚品牌。 
 
 
 
 
 
 
 
 
 
 
 
 
 
 
 
 
住宿：五星級 HILTON PARK LANE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中國餐館｜ 
晚：當地餐廳品嚐漢堡及龍蝦餐 
 
第 11/12天                                 
2020年 2月 3-4日 星期一至二 (年初十至十一)    
倫敦 ~ 市內觀光(白金漢宮 ~ 西敏寺 ~  
大笨鐘) ~ 倫敦眼摩天輪(包門票)  香港 
London ~ City Tour(Buckingham Palace ~ 
Westminster Abbey ~ Big Ben) ~ London Eye 
 Hong Kong 
【倫敦市內觀光】乘車途經倫敦地標：塔橋、倫敦古堡、
國會大廈及舉世知名的大笨鐘、首相府、特拉法加廣場
等名勝。繼而乘車前往著名之西敏寺及白金漢宮並於門
外拍照。  
【倫敦眼摩天輪】千禧倫敦眼因千禧年的紀念而建，於
泰晤士河南岸，登上倫敦眼欣賞倫敦風華，一覽泰晤士
河美景。 
  
稍後乘專車前往機場，乘坐英國航空公司客機直航飛返
香港。航機於第 12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中國餐館品嚐點心餐｜晚：---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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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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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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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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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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