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Days 6 Nights

ISSUE 1
Ref: AMS018

重點推介︰一年一度庫肯霍夫花展

探索荷蘭不為人知的一面
出發及完成日期：31/3 – 21/5/2017
旺季及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
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航空歐洲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GV2
體驗非一般旅遊樂趣!!!

“S” Class, 2-15D

世界最美的春季公園世界最美的春季公園-KEUKENHOF庫肯霍夫公園
KEUKENHOF庫肯霍夫公園
套票包括：
✔ 來回香港至阿姆斯特丹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 6 晚三星級酒店住宿及早餐
✔ 6 天華藉導遊 (國語為主)
✔ 全程專車按行程接送及遊覽 (Seat-in-coach)
✔ 部份景點入場門券/活動費用
✔ 行程中列明之午餐 (第一天及第五天)

暢遊有荷蘭威尼斯之稱的羊角村
芝士控不能錯過的芝士小鎮豪達
乘坐玻璃船於阿姆斯特丹運河
觀賞兩岸的美景

31 Mar – 21 May 2017

$11,599

(每位)

o 不設3人同房，第3位人客必須入住單人房；單人房每房每晚附加費$300。
o 費用並不包括：
-

行程列明以外之午餐及晚餐 （司導建議餐廳；客人自行決定）

-

部份景點入場門券（如需導遊陪同入場，客人需負責導遊之費用）

-

司導小費 （每天最低小費為 5 歐元；於當地直接支付司導）

-

其他交通費: 如火車票、船票等。

-

歐洲國家酒店城市稅 （於退房時直接支付）

-

在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之情況下，如罷工及交通延誤，而引發之額外支出。

* Please refer to page 3 for remarks, terms & conditions*

REF:AMS018 (A) WU/01MAR17/300

備註：

Share Twin

TOUR CODE : AMSCXIT

出發日期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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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f: AMS018

GV2
“S” Class, 2-15D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建議行程 (Itinerary)
香港 ✈ 阿姆斯特丹
是日乘飛機前往阿姆斯特丹
CX 271 HKG/AMS 0015/0640

阿姆斯特丹→荷蘭國家海事博物館→喜力啤酒博物館→庫肯霍夫花展
由華籍司機兼導遊機場迎接(集合時間8:30)，先到荷蘭國家海事博物館，及後前往喜力啤酒的
發源地作參觀。接著開始賞花活動，先到以花展聞名的小鎮Lisse，一邊騎自行車一邊享受沿途
的美景；品嚐過地道的荷蘭美食後，可自由購票進入一年一度庫肯霍夫花園舉辦的花展
(入場費:16歐元)，壯觀的花卉景致絕對不能錯過！

** 已包項目：經典荷蘭午餐、海事博物館入場費、自行車騎車

阿姆斯特丹→桑士安斯風車村→攔海大堤壩→羊角村→阿培爾頓
於酒店享用早餐後，前往舉世聞名的風車村，那裡除了風車還可以參觀木屐廠及芝士廠。及後
北上前往荷蘭人創造的奇蹟 — 攔海大堤壩；最後不能錯過的還有有”綠色威尼斯”之稱的
羊角村，客人可以以平底木船代步，欣賞羊角村的每個角落。
** 已包項目：酒店早餐、羊角村遊船河

阿培爾頓→魯爾蒙德→法爾斯→馬斯垂克
Day 3

於酒店享用早餐後，起程前往林堡省，首先抵達擁有荷蘭最大購物村的魯爾蒙德，及後前往
法爾斯，攀登低窪之國的最高峰，瞭望荷蘭、比利時及德國三國的景色。遊畢轉赴荷蘭最古老
的城市馬斯垂克，此城市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處處古色古香，感覺就像是時光倒流了一般。
** 已包項目：酒店早餐

REF:AMS018 (B) WU/07FEB17/300

Day 2

TOUR CODE : AMSCXIT

Day 1

馬斯垂克→紐南→埃茵霍溫→鹿特丹
享用酒店的早餐後，離開馬斯垂克前往梵高小鎮”紐南”， 鎮上的景物有不少都是梵高作品的

Day 4

現場，客人亦可自費參觀梵高之家。遊畢轉赴埃茵霍溫，這是飛利浦電器王國的誕生地，同時
也是荷蘭飛利浦足球俱樂部PSV的主場城市。結束埃茵霍溫的遊覽後，舉行前往全球第一大的
海港城市鹿特丹，同時為「孤獨星球」選出最值得遊覽的城市之一。
** 已包項目：酒店早餐

鹿特丹→斯希丹→代爾夫特→海牙→鹿特丹
在酒店享用早餐過後，前往斯希丹參觀琴酒廠及世界最大的風車，及後前往荷蘭

Day 5

皇城代爾夫特，午餐則於代爾夫特廣場上，一家曾經招代過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夫婦的餐廳中
享用，嘗嘗荷蘭人最平民地道的美食。下午轉赴荷蘭的政治首都海牙，可自行購票遊覽莫里茨
皇家藝術館，最後一站便是馬德羅丹小人國，客人可自費遊覽，以短時間看遍整個荷蘭。
** 已包項目：酒店早餐、午餐—荷蘭煎餅、琴酒廠入場費

* Please refer to page 3 for remarks, terms &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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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及完成日期：31/3 – 2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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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2
“S” Class, 2-15D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建議行程 (Itinerary)
鹿特丹→豪達→烏特勒支→阿姆斯特丹
早餐過後，前往以芝士而聞名遐邇的豪達，抵步後可先品嚐為客人準備的
香濃咖啡及糖漿華夫餅，豪達市上的芝士博物館及芝士市集均能讓你完全
TOUR CODE : AMSCXIT

Day 6

體驗荷蘭”芝”味。隨後前往受全球老少喜愛”米菲Miffy”的出身地烏
特勒支，客人可自費參觀米菲之家。回到首府阿姆斯特丹，安排參觀皇家
考斯特鑽石廠，餘下時間在市中心自由活動，最後可體驗以玻璃船遊覽有
北方威尼斯之稱的阿姆斯特丹運河的滋味，結束行程後自行前往酒店。
^由於米菲之家每週一關館休息，因此每週一的行程將改遊德哈爾古堡。
** 已包項目：酒店早餐、香濃咖啡及糖漿華夫餅、阿姆斯特丹玻璃船河

Day 7

REF:AMS018 (C) WU/07FEB17/300

阿姆斯特丹→機場
早餐於酒店後自由活動，客人可自行遊覽阿姆斯特丹，稍後自行乘車前往機場，乘搭航班返回香港
CX 270 AMS/HKG 1310/0620+1

Day 8

香港
是日抵達香港
*** The above itinerary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Remarks:
[1] Above prices are based on per person per package. Airport tax, security charges and fuel surcharge are not included.
[2] Min. 2 adults, all passengers must be travel and check-in together on the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PNR for all passengers.
[3] All travel must be on Cathay Pacific & its codeshare flights ONLY. Oneworld restricted flight not allowed.
[4] Booking class HKG/AMS/HKG “S” class by Cathay Pacific. Ticket validity 2-15D. E-ticket only.
[5] Child must only be based on 1/2 twin basis. Less $2600 than adult 1/2 twin.
[6] Passengers must have a passport with validity of at least 6 months during the entire trip.
[7] Reservation should be made 21 working days or more in advance, prior to your departure date.
[8] $6000 per person will be collected as deposit; payment is refundable only if tour is not confirmed

Terms & Conditions:
[1] All above prices and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2] For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please refer to our “rules & regulations”, please visit our company web site or contact our staff.
[3] Flight schedule is for reference only. Airlin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flight number and time at any time.
[4] All photo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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