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 INTER Europe

浓情蜜意「北意大利」7天
Northern Italy In-depth
Tour 7 Days
*
$

139

*

四星酒店

( 每人每天的團費
含車/住宿/導遊 )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18 Apr-30 Oct
买一送一促销团期(佛羅倫斯 Departs from Florence)
Buy 1 Get 1 free on: 2 Jun, 7 Jul, 4 Aug, 1 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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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speaking tour available on request

Day 1【每週二】佛羅倫斯Florence→鍚耶納Siena→聖吉米納諾San Gimignano→比薩Pisa（20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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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程前往托斯卡尼大區最有名的世界文化遺產
中世紀山城鍚耶納(Siena)，城中有號稱意大利最美廣場「田園廣場Piazza del Campo」，鍚耶納大教堂
(Siena Cathedral)集羅馬式及哥德式兩種風格，也是遊覽重點之一。離開錫耶納後，抵達托斯卡尼小鎮
聖吉米納諾(San Gimignano)，此鎮別號「塔城」，以中世紀塔樓聞名，遠望包圍着小鎮的現存14座古
高塔。遊畢前往比薩(Pisa)，遊覽舉世聞名的比薩斜塔(Leaning Tower of Pisa)，參觀建於900年前用白
色雲石建造的比薩大教堂(Pisa Cathedral)及洗禮堂(Pisa Baptistery)，斜塔原是比薩大教堂所屬的鐘樓
，不料地基不穩，又幾百年斜立不倒，成為一個饒有趣的名勝。住宿︰比薩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Pisa or city nearby
Day 2【每週三】比薩Pisa→五漁村Cinque Terre→熱那亞Genoa（16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五鄕地(Cinque Terre)（又稱：五漁村），是最受遊客歡迎的意大利觀光聖地之一，湛藍
亮麗的海水映襯著輪廓分明的山崖和色澤絢麗的房屋，實在是讓人驚嘆的美景；位於意大利北部利古里
亞海岸線上的五漁村，由沿海岸的五個懸崖村莊組成，就在崎嶇陡峭的懸崖分隔之下成為一個與世隔絕
的天堂。由於五漁村地處偏僻，遊覽此地最方便是乘搭火車，將由領隊陪同。住宿︰熱那亞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Genoa or city nearby

費用說明 Fee

澳币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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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天*7天=973

11岁以下小童不佔床
Children without bed

130/天*7天=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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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晚*6晚=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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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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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團費包括
TOUR FEE INCLUDE

Day 3【每週四】熱那亞Genoa→塞拉瓦萊奧特萊斯Serravalle Outlet→阿爾巴Alba（16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塞拉瓦萊購物村(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這裏是意大利著名的打折村，世界品牌滙
聚，是購物好去處，全年打折特價優惠。下午前往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區的小鎮阿爾巴(Alba)，這個
富裕小鎮，盛產極稀有珍貴而且價勝黃金的白松露，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白松露首府」，白松露主要產
於阿爾巴，由於珍貴且產量少，故有白色鑽石之稱，阿爾巴每年十月的白松露節世界聞名。抵達後，參
觀白松露製成品工廠。住宿︰阿爾巴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Alba or city nearby

Day 7【每週一】博洛尼亞Bologna→佛羅倫斯Florence（117公里）
早上遊覽博洛尼亞，這是意大利美食之都，是聞名天下的「博洛尼亞肉醬意粉」的發源地，你將行走在
意大利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塔樓之城，氣勢磅礴的教堂和長長的門廊使博洛尼亞成為意大利最美麗城市
之一。下午轉赴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Florence)，漫步遊覧市內名勝：建於十三世紀、全球第三大教
堂的聖母無原罪之花教堂(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del Fiore)及安奴河上中世紀黃金交易處之拱橋
(Arch Bridge)、安葬意大利名人米高安哲奴、達文西及著名物理學家伽俐略的聖十字教堂(Basilica of
Santa Croce in Florence)。聞名世界的意大利皮革業及製皮技術源出於此，團友可藉此機會到皮革公司
選購實用的皮革製成品。住宿︰佛羅倫斯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Florence or city nearby(可付费
送往机场或酒店 Transfer to airport or hotel at your own expense(Pre-book only))

午餐及晚餐 Lunch or dinner
城市税City tax

自費項目OPTIONALS（團上支付）

景點票價
Entrance fee

Day 6【每週日】維羅納Verona→威尼斯Venice→博洛尼亞Bologna（280公里）
早上起程前往世界十大旅遊勝地之一，有「水都」美譽之威尼斯(Venice)，抵達碼頭後乘船前往威尼斯
的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遊覽拜占庭色彩的聖馬可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連接宮殿和
監獄的嘆息橋，稍後前往著名的玻璃工藝廠，參觀威尼斯有數百年歷史製玻璃工藝的過程，餘下自由活
動時間，團友可以自費乘坐地道特式貢多拉平底船(Gondola punt)，暢遊於運河間欣賞水都風光，或坐
在露天咖啡館品嚐一杯意大利咖啡。下午乘船離開威尼斯，前往位於博洛尼亞的「意食世界FICO World
Eataly」，探索意大利食品精髓，「意食世界」佔地10萬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意大利食品展示及售賣
場地，滙聚了所有的意大利新鮮及乾貨食材，令你大開眼界，增加對意大利食品的認識。住宿︰博洛尼
亞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Bologna or city nearby

小費（7歐元/人/天）
Compulsory tipping:€7
per person per day
景點門券 Entrances, any optional;

早上起程前往巴羅洛(Barolo)，皮埃蒙特大區(Piedmont)是意大利最優質的葡萄酒生產區，阿爾巴城南
的小村莊巴羅洛，是意大利酒王和酒后的故鄕，是葡萄酒最耀眼的明星產區，產酒名莊與葡萄園散佈在
風光如畫的山坡之間，今天安排到其中一間著名酒莊參觀，並品嚐葡萄美酒。稍後前往北意最大城市都
靈(Turin)，這個城市以巴洛克、洛可可和新古典主義法式建築而舉世聞名，很多廣場及宮殿都是借鑑了
法國凡爾賽宮的設計，這個城市是意大利汽車製造業的搖籃，是汽車品牌快意的故鄉；更擁有一支馳名
中外的球會祖雲達斯，抵步後遊覧聖卡羅廣場(San carlo square)，餘下時間自由活動，可自行前往夫人
宮(Madama Palace)或埃及博物館(Museo Egizio)等參觀。遊畢驅車前往米蘭。住宿︰米蘭或鄰近城市
Overnight stay in Milan or city nearby

早上遊覽米蘭市中心：多奧莫大教堂(Doomo Cathedral)、斯卡拉歌劇院(La Scala Opera House)，並
於維多利亞艾曼紐二世拱廊及蒙特拿破倫大街自由活動，這裏是米蘭逛街購物的心臟地帶，世界潮流品
牌滙聚於此。下午驅車前往維羅納(Verona)，大文豪沙士比亞名作《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故事正是
發生在這個城市，這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2000年入選世界遺產。抵步後遊覧朱麗葉故居(Juliet
House)及欣賞世上現存的第三大圓形競技場。住宿︰維羅納或鄰近城市Overnight stay in Verona or
city nea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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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不包括
DOES NOT INCLUDE

Day 4【每週五】阿爾巴Alba→巴羅洛Barolo→都靈Turin→米蘭Milan（220公里）

Day 5【每週六】米蘭Milan→維羅納Verona（135公里）

旅游车Coach、导游Tour Guide、

旅客進城遊覽
稅(必付)
Compulsory
City Tax

價格 (€)

巴羅洛Marchesi Di Barilo酒莊品酒
Wine Tasting at Marchesi Di Barilo (Barolo)

8

貢多拉平底船+優先預訂Gondola+ Reservation Fees
(每船以六人計算Based on 6 persons per gondola)大小同價

30

阿爾巴尋松露之旅及參觀白松露製成品工廠
Truﬄe Hunting and Visit Factory at Alba

30

米蘭+維羅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Milan and Verona City entrance Tax +Overnight City Tax

15

威尼斯進城遊覽稅、乘船進島費及住宿稅, 威尼斯地陪
Venice City Entrance Tax + Boat trip + Overnight City Tax +
Venice local guide

25

博洛尼亞+佛羅倫薩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Bologna+Florence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20

錫耶納、聖吉米納諾+比薩進城遊覽稅及住宿稅
Siena, San Gimignano +Pisa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20

五漁村進城遊覽稅+火車票+住宿稅
Cinque Terre City Entrance Tax + Train Ticket + Overnight City Tax

25

阿爾巴酒店住宿稅Alba Overnight City Tax

4

都靈、米蘭進城遊覽費及住宿稅
Turin + Milan City Entrance Tax + Overnight City Tax

12

威尼斯地道墨魚汁麵套餐(沙拉、墨魚汁麵、炸海鮮、甜點+飲品)
Italian Spaghetti Menu+1 drink

25

特色餐
Optional Dinner 佛羅倫斯牛排餐(比蕯餅、自製肉醬意大利粉、四人分享一公斤牛排、
甜點、意大利葡萄酒) Fiorentina Steak Menu (Salad, homemade
pasta, 1 Kg Fiorentina steak for 4, dessert and wine)

30

1號線「北意大利」• 消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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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