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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号：请选择出团日期 出游类型：跟团游

最低价格：£ 起

出游日期： 请选择您的出行日期

出游人数： - 1 + 成人 - 0 + 儿童

已有 4 人参团出行

立即预定

收藏

欧洲全景九国十四日精品之旅（巴黎出发）N

★中文导游服务，专业外籍司机，固定出发，随时匹配您的行程！

★全程绝无强消，纯玩体验，充裕的时间用来给身体与心灵一次彻底的放松

★漫步欧洲屋脊瑞士，登铁力士雪山感受世界唯一独创的360度旋转缆车！

★重走文艺复兴之路，文明摇篮佛罗伦萨、水城威尼斯、披萨之乡比萨任你游

★全天游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荷兰代表风车村，特设自费乘玻璃观光船穿梭

活等娱乐节目！

第1天 巴黎→苏黎世

费用说明 接站地点 签证须知 旅游须知 旅游协议 用户点评

欧洲全景九国十四日精品之旅（巴黎出发）NEW

参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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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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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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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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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D1 苏黎世湖 > 班霍夫大街 > D2 琉森（Luzern） > 狮子纪念碑

阿尔卑斯雪山（铁力士峰Titlis） > D3 威尼斯 > 圣马可广场 > 圣马

圣马可钟楼 > 叹息桥 > 威尼斯水晶玻璃工厂 > D4 罗马 > 罗马

君士坦丁凯旋门 > 特莱维喷泉（许愿池） > Vatican > Basilica di San P

D5 佛罗伦萨 > 比萨斜塔 > D6 蒙特卡罗 > 尼斯 > 天使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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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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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湖是瑞士著名冰蚀湖。在瑞士高原东北部，从苏黎世市向东南延伸。湖面海拔406米。呈新月形，由东

南向西北延伸29公里，宽1—4公里，面积88平方公里。西北部较深，最深处143米。东南部较浅。湖岸坡度徐

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工商、金融业和文化中心，连续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同时，苏黎世也

是最时尚、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除了潮流，苏黎世虽为大都市，又兼具小城市的独特魅力。

苏黎世湖

行程介绍

全天

英国站

欢迎您，[代理商]加拿大圣诺旅游 退出登录 我的欧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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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苏黎世→琉森→阿尔卑斯雪山（铁力士峰Titlis）→维罗纳

缓，遍布葡萄园和果园，向南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

苏黎世湖风景极美，沿河畔筑有中世纪式的卵石小径可供游人在湖边散步，还可游泳、野餐、日光浴和乘船游

览湖区。湖里有很多水鸟，天鹅、野鸭等。

班霍夫大街是苏黎世最热闹的街道，商店众多，名牌林立，是购物和开眼界的好去处。传闻有人由于向往苏黎

世著名的班霍夫大道，每次都飞过半个地球到此花一个下午疯狂购物。这条1.4公里长的大道，却囊括了格罗布

斯和耶尔莫利两座耀眼的消费天堂，两旁的商店都陈列着华贵的商品，古董珍宝、名贵皮草、手表、珠宝首

饰、令人迷醉的法国香水，这是追求世界名牌的圣地。

班霍夫大街

早餐：自理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琉森也称卢塞恩(Luzern/Lucerne) 位于瑞士中部。号称是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琉森是座文化名

城，艺术家们在此得到了不尽的灵感。历史上，很多著名作家在此居住和写作。

琉森一直是瑞士的传统旅游胜地。至今保留着诸多中世纪古老建筑。卡佩尔桥横架在静静的罗伊斯河上，后者

穿城而过，沿河两岸有许多露天咖啡馆。这里街头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特色面具，市内有古老狭窄的街道和广

场，到处是令人驻足的商店。您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悠闲气氛，还可以在Fasnacht及MardiGras嘉年华期

间，感受全城欢乐奔放的气氛。美丽的湖水，阿尔卑斯山与中世纪的建筑互相映衬。如诗如画的美景令人倾

倒。每到冬季，琉森还是著名的滑雪胜地，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美丽的田野，迷人的乡间小

路，壮丽的雪山，古老的城镇……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惬意模样。

雕刻在整块的崖壁上的石像，是由丹麦的雕刻家特尔巴尔森设计的。这是为了纪念在1792年8月10日，为保护

法国国王路易16世家族的安全，而全部牺牲的786名瑞士雇佣兵。

卡佩尔桥（是位于瑞士琉森的一条木结构廊桥，长204米（670英尺），跨越罗伊斯河两岸，接近琉森湖的出口

处。这条廊桥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是琉森的地标，也是瑞士的一大旅游景点。因为桥的北岸有一座圣彼

德教堂，因此叫作教堂桥。桥中间有一座140英尺高的八角形水塔，由砖建成。此水塔原本用作瞭望台及金

库。

铁力士山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位于瑞士著名的滑雪、温泉度假胜地—英格堡，琉森南部，相距约33公里。铁

力士山海拔3238米， 是瑞士中部最高峰，峰顶冰雪终年不化，也是这个地区唯一座在1小时内可以登顶的冰

川。丰富的游览项目只有站在雪山之巅，才能真正领略阿尔卑斯山之美！（儿童票现场购买46瑞士法郎）

2019年11月4日-15日铁力士雪山关闭维护，请报名此时间段的乘客请勿购买铁力士雪山门票。

温馨提示：山顶温度较低，游客可以在山谷缆车站或者山顶缆车站租到防寒服和防滑靴。上山最好能戴上墨

镜，长时间欣赏雪景容易雪盲。

琉森号称是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也是最受瑞士人喜爱的瑞士度假地。琉森是座历史文化名城，艺

术家们在此得到了不尽的灵感。历史上，很多著名作家在此居住和写作。

琉森（Luzern）

狮子纪念碑

卡佩尔廊桥

阿尔卑斯雪山（铁力士峰Titlis）

全天



第3天 维罗纳→威尼斯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乘车前往码头转换客船（船程约30分钟）前往这个不到8平方公里的城市-威尼斯，被一百多条蛛网般密布的运

河割成一百多座小岛，岛与岛之间只凭四百多座各式桥梁错落连接。在这座“水城”中，有大运河呈S形贯穿整个

城市，沿着这条号称“威尼斯 最长的街道”，可以饱览沿岸的近200栋宫殿、豪宅和七座教堂，多半建于14至16

世纪，有拜占庭、哥特、巴洛克风格和威尼斯 式的建筑，看起来就像水中升起的一座艺术长廊。游船最终行至

圣马可广场，开始一天的威尼斯深度之旅。

当年拿破仑将圣马可广场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200多年过去了，这个位于大运河边上的梯形广场，魅力依然

不减。从元旦到狂欢节到圣诞节，威尼斯人在圣马可广场举办大大小小的节日盛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来自

四面八方的人们也奔向这广场，各饱各眼福。

圣马可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富盛名的大教堂之一，无论外观还是内部装饰均华丽得令人叹为观止。教堂内收

藏着据说是从基督戴的花冠上取下来的一枚荆棘，有无数的金银珠宝，而单单这极富建筑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教

堂本身，就是无法估量的财富。

自费项目及门票价格参考：圣马可大教堂 5 欧元/人（门票因季节变化价格会有所调整并不另行通知）

钟楼隶属于圣马可大教堂，高达98.6米，是威尼斯最高的建筑物，作为这座泻湖上都市的灯塔，钟楼长久以来

被威尼斯人视为威尼斯不可争议的“一家之主”，它在威尼斯的地位更甚于圣马可大教堂本身。你可以搭乘电梯

登上楼顶俯瞰威尼斯城风光，你甚至还能张望到西北方向美丽的阿尔卑斯山。

自费项目及门票价格参考：圣马可钟楼 8 欧元/人（门票因季节变化价格会有所调整并不另行通知）

叹息桥建于1603年，造型属早期巴洛克式风格，桥呈房屋状，为了避免路人观看，桥被封闭得严严实实，只有

向运河的一侧开着两个小窗。重罪犯在总督府接受审判之后，就被带到位于总督府东侧的地牢中，在经过这座

犹如牢笼般禁锢住躯体的小桥时，如同提前步入了地牢，犯人不自主地发出叹息之声。另外还有一个传说，一

名死囚看见从前的恋人在桥的另一端与新欢亲热，不禁深深叹息。叹息桥从此成为了恋人见证爱情的地方，据

说恋人们在桥下接吻就可以终生相守。电影《情定日落桥》（A Little Romance）就是在这取景的。

威尼斯水晶玻璃工厂的玻璃制造工艺无比精湛，做工精致的玻璃制品畅销在世界各地。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品不

仅外形精美，质量亦是上乘。工匠们在玻璃材料中加入金属成分，使玻璃制品不易破碎，即使不小心掉在地

上，也会完好无损；此外玻璃原料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石英，制成水晶玻璃，成品晶莹剔透、光泽夺目，透光性

极强，更能衬托华丽家居的高贵气质。

自由活动：自由活动期间，团友更可自费乘坐地道特式贡多拉平底船，畅游于运河间欣赏水都风光。

早餐后，乘车前往码头转换客船（船程约30分钟）前往这个不到8平方公里的城市-威尼斯。

威尼斯

圣马可广场

圣马可大教堂

圣马可钟楼

叹息桥

威尼斯水晶玻璃工厂

全天



第4天 罗马→Vatican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罗马(Roma)为意大利首都，因建城历史悠久而被昵称为"永恒之城""万城之城"。古代建筑（如弗拉维安半圆形

剧场、科洛西姆大斗兽场、大杂技场、潘提翁神庙、戴克里先公共浴场等）和艺术珍品。

在罗马所有的纪念性建筑中，古罗马大斗兽场最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曾是角斗士们性命相搏、死囚们与饿狮苦

斗的地方，也是永恒之罗马的伟大象征所在。英国历史学家比德（Beda Venerabilis，约673-735）曾写道：“斗

兽场矗立的时候，罗马也将存在；斗兽场坍塌的时候，罗马也将灭亡。”

自费项目及门票价格参考：罗马斗兽场 17 欧元/人（门票因季节变化价格会有所调整并不另行通知） 

君士坦丁凯旋门是人们为纪念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Milvian桥（今天的波各赛别墅之西北）一役中战胜对

手麦克森提乌斯、统一罗马帝国而而建。凯旋门长25.7米，宽7.4米，高21米，拥有3个拱门，以罗马水泥建

成。凯旋门上的雕塑多为浮雕，且多半是从历代皇帝的建筑上搜集而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顶端的八块浮雕，

他们是从马克 奥尔略皇帝纪念碑上拆卸而来。当年，拿破仑来到罗马，见到了这座凯旋门，大为赞赏，之后以

此为蓝本，打造了巴黎凯旋门。

特莱维喷泉因费里尼的影片《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而成为不朽。喷泉雕塑中的海马惟妙惟肖，一只狂

暴一只温顺，象征海洋的变幻莫测，亦象征命运的奇幻——用左手绕过右肩往池里扔入一枚硬币，你会重返罗

马寻访浪漫；投入两枚，你会爱上一位意大利人；投入三枚，你会与之结婚。若还有其他心愿，不妨将它们一

并许下。

Vatican是世界上最小的旅游胜地，仅仅0.44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活力四射。教皇一开口，他的话立刻成为全球

十多亿天主教徒的信条。Vatican是最后一个教皇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教皇国包括罗马和意大利中部

的大部分地区，但在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后，罗马教皇被迫放弃其领土。意大利和没有土地的教皇之间的关系

一向很紧张，直到1929年墨索里尼与Pius Ⅺ签署了《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正式建立了Vatican

国。Vatican的领土包括Piazza San Pietro、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Vatican Museums和甘多尔福

堡。Vatican Museums这座博物馆主要以收藏艺术品为主，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艺术精髓，如米开朗

琪罗创作的《创世纪》和《最后的晚餐》都藏于此，十分值得一看。当然，除了里面的藏品，博物馆本身的建

筑风格也很值得称道。

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不仅宏伟巨大，而且是见证贝尔尼尼天赋的纪念碑。幽深的教堂内部能容纳6

万余人，并藏有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其中包括由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圣殇》（Pieta）。教堂正中是

贝尔尼尼设计的高达29米的巴洛克式华盖。华盖由四个螺旋型的圆柱撑起，并用万神殿的青铜铸就。华盖笼罩

教皇祭坛，祭坛之下则是San Pietro的陵寝。

早餐后游览意大利首都——被昵称为“永恒之城”、“万城之城”的罗马(Roma)。

罗马

罗马斗兽场

君士坦丁凯旋门

特莱维喷泉（许愿池）

Vatican

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

全天



第5天 佛罗伦萨→比萨斜塔→热那亚

第6天 热那亚→摩纳哥→尼斯→圣保罗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佛罗伦萨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素有“翡冷翠“之称。她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举

世闻名的文化旅游胜地。她拥有众多声名显赫的儿子：达·芬奇，但丁，马基雅弗利，米开朗基罗，这些名字足

以让她永远不会被忘记。

驱车比萨城(Pisa)参观意大利国中之宝-白色大理石的比萨斜塔，比萨斜塔在建筑的过程中就已出现倾斜，原本

是一个建筑败笔，却因祸得福成为世界建筑奇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试验更使其蜚声世界，成为世界著名旅游

观光圣地。比萨斜塔是意大利比萨城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省比萨城北面的奇迹广场上。广

场的大片草坪上散布着一组宗教建筑，它们是大教堂（建造于1063年—13世纪）、洗礼堂（建造于1153年—

14世纪）、钟楼（即比萨斜塔）和墓园（建造比萨斜塔其实是比萨教堂(duomo)的一部份，整座教堂建筑分为

主教堂、洗礼堂与钟楼三大部份。主教堂采用了拉丁十字架式，有些设计高雅别致的柱子作装饰;教堂的正面是

洗礼堂，紧接著教堂而兴建;在后方有一罗马式的建筑，其圆顶部份是在百多年后才兴建的。

佛罗伦萨是极为著名的世界艺术之都，欧洲文化中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歌剧的诞生地，举世闻名

的文化旅游胜地。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原'大卫像'收藏在学院美术馆。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地标，又称'圣母

寺'。乌菲兹美术馆和国立巴吉洛美术馆珍藏着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的杰作。

佛罗伦萨

比萨斜塔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蒙特卡罗市容游览。蒙特卡罗是摩纳哥公国的主要市镇，著名的大赌场就在这里。每年1月的蒙特卡罗大赛车和

5月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摩纳哥大奖都吸引不少游客。此外，还有音乐季、歌剧演出、国际马戏节（1月下旬）、

芭蕾舞、7～8月份的焰火盛会等让蒙特卡罗地区充满生机和活力。

尼斯被人称为：“世界富豪聚集的中心。”海边豪华别墅、比比皆是的昂贵商店和艺术气息的交织使尼斯形成富

丽堂皇与典雅优美的独特美。希米耶区(Cimiez)可眺望城市北方，此为罗马人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最爱。尼斯

（Nice)的字面意思是海边峭壁中涌出的泉水，这也许也是一种对它的赞美。清澈纯净的地中海风情赋予了尼斯

与众不同的魅力，背靠阿尔卑斯山脉的尼斯城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是法国第五大城市，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

万的游客来此度过悠闲的假日。

早餐后，前往意大利和法国的昔日边界，迈入另一个富人云集的小公国-【摩纳哥】，在【蒙地卡罗】这个上流

社会人士云集的世界著名的赌场稍停片刻。

蒙特卡罗

尼斯

天使湾（英格兰大道）

全天

全天



第7天 阿维侬→巴黎

第8天 巴黎-凡尔赛-布鲁塞尔

尼斯海岸边有一条用棕榈树和花床装扮两旁的美丽大道，它的正式名为盎格鲁大道，因为是英国侨民筹款修建

的步行人行道而被俗称为英国人散步道，1931年由维多利亚皇后的二字康诺公爵举行了非常正式的启用典礼。

不到天使湾，枉来尼斯城，如果这世界上真有蓝色的月亮，那它一定就在尼斯的天使湾。天使湾背倚英国人大

道，是尼斯紧邻地中海的蔚蓝海岸中的经典代表，每逢盛夏季节，湛蓝碧透的海水便会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出

让人难以置信的光辉，纯粹的色泽如同海湾的弧度一样恰到好处，撩人心弦。每年都会有无数游人咸集于此，

是欧洲少有的人满为患的度假胜地。

圣保罗·德·旺斯(Saint-Paule de Venc)南法蔚蓝海岸最美最文艺的小城之一，是艺术家及明星钟爱的度假地点，

马蒂斯、莱热、夏加尔等大师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它建在山脊上，建筑参差错 落沿着山坡分布，围绕整个小

城的城墙仍然保存完好，远远望去犹如童话一般。

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期间，团友可自费参加前往栖息在岩石的顶部，有着完美无缺的城墙包围着的圣保罗(St-Paul-

deVence)，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小镇，就像是雕刻家特地在地中海和山脉悬壁上雕刻出的一件完美作品。

圣保罗·德·旺斯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但很多教徒未必知道，他们在法国南部还有一座教都，这就是阿维尼翁。根据出土文物的测量，早在我国西汉

时期，阿维尼翁就已经存在了。13世纪末，由于罗马政教各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直接威胁到教皇的安全，因

此在法王腓力四世的支持和安排下，教皇克雷芒五世从罗马迁居到阿维尼翁，这里也成为了14世纪罗马教皇的

居所。

教皇宫殿坐落在阿维尼翁的罗纳河畔，是欧洲最大、最重要的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这座建筑始建于1334年，

先后有7位教皇在此居住。它是一座结合了宫殿与城堡为一体的建筑，是由教皇本笃12世下令兴建的。但是在

法国大革命期间，宫殿内部的圣像和摆设几乎完全被摧毁、洗劫一空，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内部空间。

早餐后，浏览这个在14世纪被作为罗马教皇居所的城市。在这座哥特式建筑下面的广场上，小宫殿和圣母院教

士的罗马主教堂构成了一组特殊的纪念碑，突显阿维侬在14世纪基督教化的欧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站在罗纳

河中的断桥上举目四望，体会古城的沧桑。

阿维尼翁老城

教皇宫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凡尔赛宫是欧洲最宏伟，最辉煌，最美丽的皇家花园，是17世纪专权王朝的象征；是法国古典主义最杰出的典

范。今天它已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凡尔赛宫内，国王内室，是国王的私人公寓，由加布里埃尔为

路易十五设计，包括路易十五去世时所在的卧室，游戏室，带最初书桌的书房，音乐厅以及一个漂亮的图书

馆。宫中厅室最为豪华瑰丽的当推镜厅，厅中西面大窗向花园，东墙安装大镜，故名镜厅。凡尔赛的公园是由

早餐后出发前往法国著名的凡尔赛宫。而后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凡尔赛宫

全天

全天



第9天 布鲁塞尔 - 鹿特丹 - 海牙- 荷兰风车村 - 阿姆斯特丹

勒诺特设计的，饰任何建筑的代表作，不同层次的组合建筑完美和谐，包括精心装饰的以喷泉，花床凉亭和

200多座雕塑为点缀的池塘；其中阿波罗喷泉特别引人瞩目。

尿尿小童是全球最著名的可爱小孩之一，是来到布鲁塞尔的游客必定要拜访的人物。他的塑像以青铜制成，高

60厘米，建于1619年，树立于布鲁塞尔市中心区恒温街(Rudel’Etuve)及橡树街(RuedeChene)转角处。

大广场是古代布鲁塞尔市的中心，大文豪雨果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长110米，宽68

米，地面全用花岗岩铺砌而成。从1971年开始，每隔两年，在8月15日前后的周末，布鲁塞尔广场都会有一项

盛大的庆典：铺设花毯。

原子球位于布鲁塞尔市西北郊易明多市立公园内、被誉为布鲁塞尔的“埃菲尔”的原子球，是比利时著名工程师

瓦特凯恩于1958 年为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设计的。博览会闭幕后，展品被拆除，只有原子球原封未动，它成为

现代布鲁塞尔的标志。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众多建筑物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市政厅，这座歌德式建筑物是布鲁塞尔的城市地标。建筑物

分两期建造，规模较大的左半部建于1402年，1455年建造右半部时，由PhilipeleBon主持建造了塔楼和96米高

的尖塔。塔尖有一座5米高的风向标，是布鲁塞尔守护神圣米歇尔的雕像。传说布鲁塞尔的领主曾因圣米歇尔相

救而幸免于难，领主为此授予圣米歇尔布鲁塞尔守护神的称号。市政厅的走廊内布满了壁画。在众多的肖像画

中有比利时的君主，有曾经统治过布鲁塞尔的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的国王，还有拿破仑。

撒尿小童

布鲁塞尔大广场

布鲁塞尔原子塔

布鲁塞尔市政厅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立体方块屋如巨大的魔方，相互倾斜排列，个性独特的外形无疑是鹿特丹的经典地标建筑。 历史背景立体方块

屋建于1984年，由荷兰建筑师Piet Blom负责设计。整个建筑由40幢方块房子倾斜45°连接而成，是荷兰最早的

立方体形房子。 设计理念Blom认为自己的设计就像一棵抽象的树，所有房子组合一起就成一片森林。具有强烈

的视觉效果。

早餐后出发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途经鹿特丹和海牙短暂停留。下午游览荷兰风车村和阿姆斯特丹市内名

胜：水坝广场、皇宫、英雄纪念碑，再乘玻璃观光船穿梭在运河上欣赏两岸充满十七世纪的景色。

立体方块屋（外观）

国会大厦与骑士楼

全天



海牙旧国会大厦是17世纪的古典建筑，它拥有精美的吐水口和工整对仗的窗户设计，从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庄严

古朴的坚毅精神。国会大厦的内院院内的骑士楼(Ridderzaal，Knights’ Hall)是国会的心脏建筑，它原本是13世

纪时荷兰公爵佛罗里斯五世的宴会厅，现在是用来举行重要国宴和典礼的场所。

坐落在鹿特丹老港口区的海事博物馆，大船模样的外观设计得极有特色。馆内现陈列着15世纪至今的船只模

型、航海地图及各种仪器，甚至还有废弃的莱茵河游船，参观这座博物馆相当于温习了鹿特丹的航海史。

荷兰风车村(Zaanse Schans)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北，约15分钟车程的一个景点。在这里你可以参观以赞河木材

建筑，十七世纪样式的绿色的木屋；以风作为动力，榨油、制颜料的风车，风车内部也可以参观；还有附近还

有乳酪工厂及木鞋工厂、古董店等。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北，约15分钟车程的一个景点。在这里你可以参观以赞

河木材建筑，十七世纪样式的绿色的木屋；以风作为动力，榨油、制颜料的风车，风车内部也可以参观；还有

附近还有乳酪工厂及木鞋工厂、古董店等。

王宫原为市政厅和法院，它曾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它所在的地方——大坝，也曾经

是全城最重要的广场和画家喜爱的创作主题，直到今天它仍然充满了活力。

国家纪念碑就坐落在水坝广场上，为了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勇敢士兵而修建的，这个碑正对着阿姆斯特丹皇

宫，旁边就是商业中心，颇为热闹。在方尖碑底部的四周，有众多姿态各异的人像，正面中段有女性雕刻，下

面被锁起来的男性雕塑表示战争中的苦难，描绘出悲伤与痛苦。前面左右有狮子像，好像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

面像一样保卫尖塔。

水坝广场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素有“肚脐”之称，是阿姆斯特丹的地标性建筑。水坝广场上有各色咖啡厅、

餐馆和酒吧，因地段特殊，价格相较略贵，但生意非常好，几乎经常需要等位。各色街头艺人也是水坝广场上

一道别有趣味的风景线，你可以看表演长鞭的杂耍艺人，时不时给路人一个“惊喜”的小丑，露天表演的学生乐

团，表演荷兰传统双人舞的老爷爷老奶奶......广场上胖嘟嘟的鸽子也会时不时围上来向你乞食。这里的一切都

充满了生气和欢乐，不妨要一份饮料，坐在广场边的石阶上，嗅着空气中的咖啡香，欣赏街头艺人新奇的表

演，和当地人一起感受这份愉悦。

完成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带作为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的艺术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荷兰“黄金

时代”时期阿姆斯特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蓬勃发展的具体体现。乘玻璃船畅游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穿

过连接各岛的大小桥梁，必能令阁下对荷兰加深了解。

自费项目参考价格：16欧元/人

海军历史博物馆

荷兰风车村

阿姆斯特丹王宫

国家纪念碑

水坝广场

阿姆斯特丹运河玻璃船畅游（自费）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第10天 阿姆斯特丹 - 科隆 - 法兰克福

第11天 法兰克福 - 海德堡 - 慕尼黑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北麓，西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德国和荷

兰，最后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全长1232千米，莱茵河在欧洲是一条著名的国际河流，沿途的列支敦士登、

奥地利、法国和荷兰都留下了它的足迹。
 

可自费品尝德国著名的美食猪肘子；自费莱茵河游船，游船经过罗累莱礁和圣阿哥，博帕德是莱茵河最美的一

段，不但环境优美，风景如画，而且积聚了两千年的丰厚文化底蕴，被列为世界遗产。
 

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大的教堂，也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以轻盈、雅致著称于世。位于科隆市中心，莱茵河

畔。由16万吨石头堆积而成的如同石笋般林立的科隆大教堂，从奠基之始直到形成今日之规模，其中所蕴涵的

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是其他建筑所无法比拟的。市中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店比比皆是，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是

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

法兰克福，德国最大的金融城市 ，一个商业和文化的动感之都，临近美茵河与莱茵河的交汇点。她拥有浓厚的

文化底蕴，是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故乡，是14至18世纪德意志皇帝选举及加冕之处；她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第三大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中央银行的所在地，同时聚集了400多家国际银行；经过二战

的重建，她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以数不胜数的Skyline而闻名，被誉为“莱茵河畔的曼哈顿”；同时她也

是欧洲第二大航空港，欧洲最忙碌的会议场所。传统和现代，商业和文化，动感和宁静，从来没有如此完美的

融合在一个城市里面。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与保护得极好的历史天际线形成鲜明的对比。
 

早餐后，起程前往德国科隆。抵步后游览著名的科隆大教堂。而后前往法兰克福。

莱茵河

科隆大教堂

法兰克福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两旁绿坡垂柳，引来在极学院书生，坐、卧其间，阅读、聊天、唱歌、一片朝气。在古老的石桥上，我们望见

山腰上十三世纪的红色城堡，心平静气时，您也许还能听见城堡所发出的哀怨史歌呢！海德堡坐落于内卡河

畔。内卡河在此处由狭窄而陡峭的 奥登山（Odenwald） 山谷流向莱茵河河谷，并与莱茵河在海德堡西北20千

米处的曼海姆交汇。著名的海德堡城堡位于高出内卡河海拔200米高的山上，俯视狭长的海德堡老城。

由领队带领，自费搭乘当地缆车，到达海德堡城堡。

城堡是建于十三世纪的古城，坐落于国王宝座山顶上，名胜古迹非常多，历史上经过几次扩建，形成歌特式、

巴洛克式及文艺复兴三种风格的混合体，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古堡的正门雕有披着盔甲的武士队，中

央庭园有喷泉以及四根花岗岩柱，四周则为音乐厅、玻璃厅等建筑物。古城现在多数的房间是开放给游客参

观，保存完好的一些大厅，目前仍可供宴会以及艺术表演之用。站在城廓上远望，满眼尽是无边无垠的葡萄

园，美不胜收。堡中能储存220000公升葡萄酒的“大酒桶”以及大酒窖，是海德堡城内最吸引观光客的原因。

开放时间: 宫殿庭院及大酒桶开放时间：08:00 -- 17:30。医药博物馆开放时间：4月至10月10:15 -- 18:00；11

月至3月10:00 -- 17:30
 

门票: 花园免费联票(齿轮火车、城堡庭院、大酒桶及医药博物馆)5欧元，优惠票3欧元语音导览(含中文)4欧元；

导游导览(仅德语和英语)4欧元，优惠票3欧元宫殿仅能跟随导游游览，请在售票处咨询当日安排。（门票因季

节变化价格会有所调整并不另行通知）

早餐后前往海德堡游览，傍晚抵达慕尼黑。
 

海德堡

海德堡城堡

全天

全天



第12天 慕尼黑 - 新天鹅堡 - 列支敦士登 -苏黎世

啤酒之都慕尼黑。慕尼黑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是一座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也是德国最瑰丽的宫廷文

化中心。12世纪以来的将近800年中，这里一直是拜恩王国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王城之地。到达后步行游览慕

尼黑，参观哥特式的市政厅大楼和众多教堂塔楼等古建筑组成的城市风貌。
 

慕尼黑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始建于1869年，位于拜恩州南部边境小城富森（Fuessen）近郊群峰中的一个小山峰上，是根据巴伐利亚国王

路德维希二世的梦想所设计，并花费了17年时间建造而成。城堡中洋溢着中世纪的气息，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城堡展现出变化无穷的面容。新天鹅堡的外型很独特，激发了许多现代童话城堡的灵感，包括美国国加州迪士

尼乐园和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睡美人城堡。东京迪士尼乐园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华特迪士尼世界中神奇王国的灰姑

娘城堡的灵感是来自德国的一些城堡。

外观，时间充裕的的情况下可选择自助购票进入参观（需至少提前一个月订票）

瓦杜兹位于莱茵河东岸，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盆地中。是列支敦士登的首都，也是列支敦士登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旅游接待中心。城市人口仅有5000多人。瓦杜兹原是一个古老的村镇，

始建于1322年，1499年毁于瑞士罗马帝国之战，16世纪初重建，1866年成为首都，市内有很多17至18世纪的

建筑，古朴而典雅，瓦杜兹最著名的建筑是瓦杜兹城堡，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和骄傲。这座古堡始建于9世纪，哥

特式的建筑风格，是国家元首大公住地，也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私人收藏博物馆，馆内珍藏历代大公收集的珍贵

文物和艺术品。

与欧洲其他国家庞杂的历史纠葛相比，这个欧洲小国的历史简单得像个童谣，国家以列支敦士登家族所拥有的

第一个城堡——列士敦士登城堡命名，现在，这个在维也纳郊外的城堡处于半废弃状态，常年只有一位职员看

守。
 

列支敦士登家族自1140年开始拥有此城堡直到13世纪为止，之后从1807年起又重新拥有该城堡。虽然在罗马时

代，列支敦士登王室也夺得过其他一些土地，但大多是由哈布斯堡王朝赐于，直至1719年1月23日，罗马帝国

皇帝查理六世宣布将史内勒贝格与瓦杜兹合并，并且将列士敦士登家族的地位提升为一个独立的小型亲王国

（Fürstentum），赐名为“列支敦士登”，列支敦士登自此才真正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主权成员国。
 

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工商、金融业和文化中心，连续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同时，苏黎世也

是最时尚、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除了潮流，苏黎世虽为大都市，又兼具小城市的独特魅力。

班霍夫大街是苏黎世最热闹的街道，商店众多，名牌林立，是购物和开眼界的好去处。传闻有人由于向往苏黎

世著名的班霍夫大道，每次都飞过半个地球到此花一个下午疯狂购物。这条1.4公里长的大道，却囊括了格罗布

斯和耶尔莫利两座耀眼的消费天堂，两旁的商店都陈列着华贵的商品，古董珍宝、名贵皮草、手表、珠宝首

饰、令人迷醉的法国香水，这是追求世界名牌的圣地。

第一站我们将前往梦幻一般的新天鹅堡。之后将驻足邮票小国列支敦士登：不足上海1%的可爱的欧洲国度。傍

晚到达苏黎世。

新天鹅堡

瓦杜兹

列支敦士登

苏黎世

班霍夫大街

全天



第13天 苏黎世 - 少女峰 - 因特拉肯 - 日内瓦

苏黎世湖是瑞士著名冰蚀湖。在瑞士高原东北部，从苏黎世市向东南延伸。湖面海拔406米。呈新月形，由东

南向西北延伸29公里，宽1—4公里，面积88平方公里。西北部较深，最深处143米。东南部较浅。湖岸坡度徐

缓，遍布葡萄园和果园，向南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
 

苏黎世湖风景极美，沿河畔筑有中世纪式的卵石小径可供游人在湖边散步，还可游泳、野餐、日光浴和乘船游

览湖区。湖里有很多水鸟，天鹅、野鸭等。
 

苏黎世湖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接着启程前往因特拉肯，因特拉肯是一座处于图恩湖与布里恩茨湖之间的城市，这里可以眺望到阿尔卑斯山雄

伟的群峰。这里有婀娜的雪山，安静的小镇，满眼的风景，令人流连忘返，绝对值得您为她驻足。

是欧洲的最高峰，是伯尔尼高地最迷人的景观，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的“皇后”。少女峰海拔4158米，横亘18公

里，宛如一位少女，披着长发，银装素裹，恬静地仰卧在白云之间。

如果说，地球上有一个城市能够真正的控制全世界，那这个城市必定是日内瓦。这里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

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性组织的总部所在地 

日内瓦老城区内石子铺成的街道，窄窄弯弯地向前沿伸着，仿佛是一只默默伸出的手臂，要把你带向上一个世

纪的童话中。绿树掩映中，忽隐忽现的欧式建筑古朴凝重。随处可见的公园内，古树参天，幽静美丽。无论是

身置老城或新城中，呈现在你面前的都是一个鲜花盛开、风景秀丽的美丽城市。日内瓦湖上的大喷泉更是闻名

遐迩。

日内瓦湖又名莱蒙湖，位于日内瓦近郊，同法国东部接壤，长72公里，宽8公里，面积580平方公里，瑞士境内

占362平方公里，法国境内占218平方公里。湖水最深处330米，两岸气候温和，四季宜人。日内瓦湖的水和雪

山、蓝天连成一片，成千上万的水鸭在湖面翱翔，雪白的天鹅在水中游弋。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及联合国欧洲本

部等国际组织就设在日内瓦湖畔，在这些机构旁边有一座20多米高的断了一只脚的四腿木椅雕塑，它在提醒我

们：世界每隔20分钟就有一个人受难。
 

今天将进入我们这次旅行的高潮。迷人的少女峰，美丽地的因特拉肯湖以及拥有钟表和湖泊中的贵族之称的日

内瓦。
 

因特拉肯

少女峰

日内瓦

日内瓦湖

大喷泉

全天



第14天 日内瓦 - 第戎 - 巴黎

费用说明 价格包含

1、交通：9-63座豪华旅游巴士；1、交通：欧美嘉专属旅游车队，17-63座豪华旅游巴士，如出行人数较少，调整为5到17座车司兼导商务小团 ；

2、住宿：三星级为主酒店，提供精美欧陆式自助早餐；

3、导游：资深中文国语导游；

4、司机：专职外籍司机。

价格不含

1、景点门票：旅游团经过景点请自主选择购买景点门票；

2、司导小费：(标准每人每天4欧元)；

3、单间差价：390欧元/人（单人报名保证同性客人拼房，如您要求住单间需交此费用，仅限全程购买)；

4、旅游保险：我们建议参团客人务必购买旅游保险，以保障个人旅游过程中出现病、财务丢失等意外情况，向保险公司索赔；

5、午、晚餐：在旅游过程中，我们的导游会向您推荐地道美味的当地餐馆，也会向您介绍实惠高效的快餐店， 用餐消费自主选择；

6、其他费用：代签费、签证材料邮费、酒店收费网络、电视等“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他费用。

500公升喷水量的喷泉是由130马力的电力推动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喷泉。水柱的高度在无风时可达140米，停

留在空中的水量达7吨之多。水从喷嘴喷出达到顶峰再回到水面，每个回合为16秒。自古以来，许多名作家、

大诗人都赞美、讴歌过它。亨利·詹姆斯称它是"出奇的蓝色的湖";拜伦则把它比喻成一面晶莹的镜子，"有着沉

思所需要的养料和空气";巴尔扎克则把它说成是"爱情的同义词"。其壮观景象，从日内瓦各地都可以望得见，如

今大喷泉于每年三月初到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为止，除了阴雨天之外，每天都准时做"喷水表演"，供民众参

观。

大花钟是日内瓦的重要地标：它位于莱蒙湖畔，随着季节变化而改变色彩，但总保持着鲜艳和芳香。瑞士号

称“花园之国”，同时又是“钟表之乡”，而更奇妙的是瑞士的能工巧匠绝妙地将花卉之美同钟表的制造工艺完美地

结合起来，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了“花钟”。瑞士人民对“花钟”的设计，颇为自豪，日内瓦市的地图，就采用“花

钟”作为该市的标记。

花钟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含

在宏伟宫殿的辉映下展现初茫萨尔1685年设计的半园形广场，用来迎接国王路易十四的骑马雕塑，是法国最壮

观的皇家广场之一。这座雕塑在1792年大革命期间被融化成为大炮。

第戎圣母院位于第戎市中心。这座圣母院是13世纪勃艮第建筑的杰出代表，继承了罗马艺术时期的建筑风格。

圣母院当初兴建时，所在地就是第戎主要的商业区。受空间所限，这座圣母院极为小巧，是整个勃艮第地区最

小的哥特式教堂。即使如此，圣母院仍然展现出庄严的宗教气氛。教堂的正面装饰极为引人注目，装饰着怪兽

出水口和成排的圆柱。教堂中殿有近18米高，空间显得高峻宽广，丝毫不觉局促。教堂内著名的“Black

Virgin”雕像，是为了纪念第戎在1513年突破瑞士围城所建立。

早餐后，启程前往以下景点参加游览，参观：

自由广场

第戎圣母院

早餐：含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士

自理

全天



自主选择自费项目及门票价格

圣保罗 ：10欧元/人；

铁力士登山缆车 ：92瑞郎/人；

教皇宫殿：11欧元/人；

贡多拉船：25欧/人；

罗马斗兽场：17欧/人

凡尔赛宫：18欧元/人

科隆大教堂进珍宝厅：4欧元/人

莱茵河游船：25欧/人

卢浮宫博物馆门票：15欧元/人（不包团体预定费）

塞纳河游船： 25欧/人 (晚上，包船票，预定费)

玻璃观光船：16欧/人

夜总会成人秀：60欧/人（晚上约1H）

观看花街：15欧/人（晚上）

法国大餐：65欧/人（海鲜盘，法国蝸牛，鵝肝醬，主菜，紅酒，甜品）

红磨坊夜总会：140欧/人（门票预定费，服务员小费，香槟，专车往返）

（门票因季节变化价格会有所调整并不另行通知）

必付项目
威尼斯游客税，游客税随团人数变动而变动，参考：30人以上*16欧/人，30人以下*20欧/人。

罗马进城税，游客税随团人数变动而变动，参考：30人以上*12欧/人，30人以下*18欧/人。

佛罗伦萨游客税，游客税随团人数变动而变动，参考：30人以上*10欧/人，30人以下*16欧/人。

比萨客税，游客税随团人数变动而变动，参考：20人以上*6欧/人，20人以下*12欧/人。

门票代购服务
可以代购以下景点门票，如需购买请在填写报名表时选填（通过我们代购门票均为成人票）。铁力士雪

山门票80欧元/人，现场购买92瑞郎。

接站地点 接站点：

9：00AM Meet at 211 Boulevard Vincent Auriol, 75013 Paris 即：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Place d'Italie）的麦当劳门前

送站点：大约 20:00pm-20:30pm。

（具体接送信息请以出发前收到的出团确认信为准）

注：旅游巴士非火车、地铁等轨道交通工具，受交通状况和天气影响比较大，接送站时间为估计时间，如需预定返程火车或汽车票，建议您尽量留

的换乘时间，避免交通堵塞或意外状况延迟而耽误您的行程。

签证须知 ★需要办理哪个国家签证

该团14天行程包含13晚住宿，其中意大利4晚，法国5晚，荷兰2晚，瑞士、卢森堡、德国各1晚。该团在法国停留时间最长，法国既是主要目的国

国，原则上需要办理法国申根签证。

（如有其它安排，请参考住宿天数，自行统计您在申根国的停留时间，原则是哪个国家停留时间最长，需要申请哪个国家的证。）

★该团需要您自行办理申根签证

如您需要办理申根签证，我们可以为您出具行程签证材料，在您报名付款后我们准备材料大概需要5-7个工作日，我们会通过E-Mail发送到您填写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无法提前3个月以上为您出具签证材料，如需提前3个月以上拿到材料请致电咨询！

为了保证您能顺利的办理签证，建议提前45天左右报名参团并预约签证。

旅游须知 游览国家/城市/景点

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摩纳哥、Vatican

注：部分团期路线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调整为先走9-15天行程后走2-8天行程。

报名流程
网上预订 → 网上支付 → 确认订单（1个工作日内） → 办理签证 → 发送出团确认信（出团前5天） → 开心出游

报名须知

网站上的日期均已确认出团，须支付全款报名，受位置数量限制，以完成付款的先后顺序来确认您是否报名成功。收到我们出具的确认信作为您参

证，在未收到确认信之前请不要预定衔接参团的交通或酒店，以免满团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接驳交通、酒店推荐

长途汽车预定和价格时刻查询：

http://www.nationalexpress.com/home.aspx

火车票预定和价格时刻查询： 

http://www.thetrainline.com/ 



http://www.nationalrail.co.uk/

酒店预订：

http://hotels.omegatravel.net/
如需定在集合地点Russell Square Station附近酒店，建议选择伦敦Russell Square周边，此区距离Russell Square Station较近。

旅游协议 为方便您的阅读，我们把部分改退团条款翻译为中文，未列条款及异议请以英文版本为准。

如您因个人原因取消参团或改期参团，根据您发送邮件确认改退的日期计算，我们会扣除以下费用：

退团，必要的费用扣除标准为：

出团前15天以上，收取旅游费用总额10％的费用

出团前14 -8天，收取旅游费用总额40％的费用

出团前7-0天，收取旅游费用总额100％的费用

改期，必要的费用扣除标准为：

出团前30天及以上：可免费更改一次团期（每个订单仅限一次机会，再次改期按照正常改退条款处理。）

出团前15天及以上，改期收取旅游费用总额5％的费用

出团前14 -8天，改期收取旅游费用总额30％的费用

出团前7-0天，收取旅游费用总额100％的费用

转让参团名额：

1、如您个人原因不能参加此团，需把名额转让给他人，在不影响房间分配的情况下，请您在出团前 7 天外书面通知我们，我们会尽量安排，不收

2、如我们已经为首次报名但无法参团的客人出具了签证材料，无论受转让方是否需要签证材料，我们都会收取转让方70镑/人的签证材料费用。

因拒签退团： 
如果您在有效时间递交了完整准确的签证材料，却遭到使馆无理由拒签，只要在出团前五天以上（不含第五天）邮件通知我们并出示使馆正式出具

们仅扣除25英镑的手续费，其他团款全部返还，出团前五天之内提供拒签信息，不论什么原因都不在我们的退款保障条款内，按照正常合同条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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