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比法意瑞德郁金香品质之旅 9 晚 12 天

（郁金香公园/壁画小镇/加达尔湖）

出发日期：04/06 04/20 05/04 05/11

★全程安排三－四星级酒店住宿，意大利全程四星，住宿更为舒适，为游客提供品质优秀的服务

★游览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法国国家艺术宝库—“卢浮宫”，欣赏数千件不同时期的珍品和馆藏杰作。

★春季限时行程：漫游世界知名的库肯霍夫郁金香花园，成片花海彷彿梦中的世界，令人流连忘返。

★欧洲城堡寻踪：参观迪斯尼中白雪公主城堡原型—新天鹅堡（入内）

★荷兰安排风车村，参观木屐奶酪制作

★寻访意大利艺术密码：即将消失的浪漫水都“威尼斯”，时尚之都“米兰”

★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米兰大教堂

★意大利最漂亮，最干净，最大的湖—“加达尔湖

★游览欧洲之心脏城市—比利时布鲁塞尔

★游览瑞士中东部城市-琉森，感受阿尔卑斯山的蜿蜒与壮丽，湖光山色的美好

★袖珍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

★坐落在峡谷中的美丽壁画小镇-上阿默高

★自由自在：经典城市特别安排自由活动时间：

法国巴黎安排自由活动，可前往奥斯曼大街自由活动，可前往美籍华人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广场自

由活动

瑞士琉森安排自由活动，远眺雪山蓝天如画，近距离接触天鹅湖泊，享受亲近自然，有机会选购正宗瑞士制造的手表

出发日期：04/11 04/28

日期 交通 行程 用 餐

第一天 飞机

上海德黑兰

参考航班：W5076 PVGIKA 2300/0445+1

/按照指定时间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办理登机手续后，我们将满怀着快乐和期

待，准备搭乘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经德黑兰转机前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夜

宿在飞机上。

第二天
巴士

飞机

德黑兰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

参考航班：W5100 IKADUS 0645/0950
/



/

晚餐

抵达后，驱车前往阿姆斯特丹市区游览。从城市中心水坝广场（车上参观）开始参

观专为皇室接待外宾之用的场所荷兰皇宫（车上参观）。荷兰的钻石切割技术是世

界一流的，在专业的钻石加工厂（入内参观约 30 分钟）里，您可以亲眼目睹钻石

切割过程。如果您想更深入的体会河网纵横的水城，客人可自费选择乘坐畅游阿姆

斯特丹运河。游览阿姆斯特丹标志性景点---风车村，参观著名的木鞋加工厂，奶

酪厂。这里依然保存了 17、18 世纪桑斯地区的原貌，风车和各式手工艺品作坊构

成了一幅宁静而美丽农村。您可自行选择前往阿姆斯特丹夜游。

第三天 巴士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后，前往每年春夏之交最令人着迷的【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不少于约 60

分钟），这座世上最大的郁金香公园占地 32 公顷，每当花季，1000 多种 700 万多朵

郁金香、风信子争奇斗艳，粉紫、鲜黄、嫩红、纯白……五色缤纷的花海与绿径林

荫、喷泉池塘交织相映，景色如彩虹般多彩多姿。

随后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市区观光 1 小时）参观原子球（外观），黄

金广场，撒尿小童—于连像。

巴士 布鲁塞尔巴黎 早餐



第四天

午餐

/

早餐后，游览位于巴黎市郊世界闻名的法国王宫、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文物——【凡

尔赛宫*】，凡尔赛宫位于巴黎以西 20 公里，由路易十四建造，以其奢华富丽和充

满想象力的建筑设计闻名于世。建筑群总长 580 米，包括皇宫城堡、花园、特里亚

农宫等。是法国巴黎的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

随后前往市区游览拿破仑纪念战争胜利所在的凯旋门、以埃及方尖碑为代表的协和

广场；在代表时尚浪漫的香榭丽舍大道上自由活动拍照留念。（游览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随后前往艾菲尔铁塔广场摄影留念（共不少于 10 分钟）。

第五天 巴士

巴黎

早餐

/

晚餐

早餐后，参观世界上三大博物馆之一的

【卢浮宫*（不含讲解）】（游览时间：不少于 1.5 小时）：卢浮宫位于法国巴黎市中

心的塞纳河北岸（右岸），原是法国的王宫，居住过 50 位法国国王和王后，现是卢

浮宫博物馆，拥有的艺术收藏达 3.5 万件，包括雕塑、绘画、美术工艺及古代东方，

古代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等 7 个门类，您可以充分感受到欧洲文化的魅力。

【巴黎花宫娜香水博物馆】花宫娜（Fragonard）是一个骨灰级的香水国王品牌，

博物馆置身于一栋独特的建筑中，木地板和水晶枝形吊灯构成的空间华丽无比。来

到这儿您仿佛就回到了旧时的巴黎，让你在古典的华丽中尽览 300 年的香水历史。

(游览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入内参观)。

乘船游览迷人的【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的迷人景色。

您可以在巴黎繁华的【奥斯曼大道】附近自行安排活动时间（约 3 小时左右）--大

道长 2.53 公里，从巴黎第八区延伸到巴黎第九区，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由奥斯

曼男爵在巴黎开辟的一条宽阔的三线大道，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和春天百货两大百

货公司都坐落在奥斯曼大道，您可以选择在这喝一杯咖啡，或同好友一起逛逛街，

巴黎的美好时光由您自己掌握。行程结束后入住巴黎附近酒店休息。

http://baike.baidu.com/view/64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6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5324/134842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79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79.htm


第六天 巴士

巴黎琉森

早餐

/

/

早餐后前往瑞士蜜月小镇琉森，抵达后琉森市区游览，这里有城市的象征——建于

14 世纪的木质廊桥【卡佩尔桥】、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路易十六而牺牲

的瑞士雇佣兵的【狮子纪念碑】（不少于 30 分钟）。

第七天
巴士

琉森瓦杜兹富森

早餐

/

晚餐

早餐后，市中心自由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可自行选择乘坐缆车登上阿尔卑山顶

欣赏。后前往欧洲袖珍小国列支敦士登的首都瓦杜兹，它以印刷邮票著名于世，深

受世界集邮者喜爱，可在市区自由观光（不少于 30 分钟）。

第八天 巴士

富森上阿默高（壁画小镇）因斯布鲁克

早餐

/

晚餐

早餐后，前往富森附近犹如人间仙境的【新天鹅堡*】入内参观，（游览不少于 2 小

时）其中藏着有关魔法、国王，骑士的古老的民间传说。随后前往纯净壁画小镇【上

阿默高】，小镇每家每户墙上都有清晰可见华丽精美的壁画，比如老少皆知的《格

林童话》故事、历史传说等等，走进小镇访古寻幽，仿佛置身于一座巨型的户外壁

画博物馆。整个小镇充满浓郁的中世纪遗风古韵，又不失现代的纯净浪漫！【小镇】



自由活动（游览不少于 45 分钟），闲庭信步，用心感悟每一个故事，品味每一处精

彩。随手驱车前往因斯布鲁克老城自由活动(不少于 45 分钟)，漫步老城，眩目的

黄金屋顶就在你的眼前。

第九天 巴士

因斯布鲁克威尼斯

早餐

/

晚餐

早餐后，前往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抵达后,乘船进入本岛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

可广场既是威尼斯的心脏，也是威尼斯的象征，其正面矗立着教堂、钟楼等多座著

名建筑。之后远眺【叹息桥】，其是历史上死囚奔赴刑场的必经之地，桥下船夫常

听到桥上死囚临刑前的叹息声，因此取名叹息桥，参观玻璃制作工艺（不少于 20

分钟），圣马可广场自由活动（岛上共不少于 45 分钟），后在里亚托桥附近自由活

动（约 2 小时）。后乘坐【贡多拉】*，游览威尼斯运河(六人一船)，它是威尼斯特

有的、船头船尾高高翘起的黑色平底凤尾小船，水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传统交通

工具。

第十天 巴士

威尼斯加达尔湖米兰

早餐

/

晚餐

早餐后前往阿尔卑斯山下最美丽的湖泊－【加尔达湖】（湖区游览不少于 1小时），

留连于湖畔西米欧尼小镇，欣赏湖滨中世纪古堡，伴随湖光山色之美；也可漫步于

青石街道，浏览各式各样的精美小店，别有一番风。后前往米兰城市观光（不少于

1小时）：游览【伊曼纽二世拱廊】；外观米【兰大教堂】，米兰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

的哥特式教堂，坐落于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广场。



第十一天
巴士

飞机

米兰德黑兰上海

参考航班： W5111 MXPIKA 1135/1850

W5077 IKAPVG 2050/0955+1

早餐

/

/早餐后，驱车前往机场，在导游带领下办理登机和退税手续后，搭乘伊朗马汉航空

公司的国际航班经德黑兰转机返回上海。

第十二天 飞机

上海

/
抵达上海后，结束难忘的欧洲之旅。

温馨提示：抵达机场后请第一时间将您的护照、登机牌交予领队或导游，以便递交领馆进行

销签工作。根据领馆的要求，部分客人可能会被通知前往领馆进行面试销签，请提前做好思

想准备，谢谢您的配合！

以上行程仅为参考行程，我社保留根据航班，签证及前往国当时情况调整行程的权利！
如行程中出现途径或者远眺的景点则不是正式景点，可能会因天气、观赏角度的不同使观赏效果有一
定的影响。

如遇部分景点节假日休息或庆典等，导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合理的调整！以尽可能保证游览内

容。请各位游客理解与配合！

*行程仅供参考，我社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顺序，但保证所有景点
报价包含以下服务：

✿全程国际机票费用、燃油附加税；

✿全程 3-4 星酒店双标住宿；

✿全程旅游巴士(含保险)；

✿全程中文导游；

✿酒店内西式自助早餐，中式午、晚餐共计 9 餐（五菜一汤，用餐时间在飞机或船上以机船餐为准，不再

另退餐费。行程中公里数较长的午，晚餐导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退餐费以保证行程的顺利进行。）；

✿ADS 团队签证费用；

✿门票：卢浮宫（不含讲解）、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新天鹅堡（入内）

✿本公司已为参团旅客购买价值 30 万之人身意外保险。

✿境外工作人员服务费及城市消费税 1100 元/人民币；

报价不含以下服务：

✿个人护照办理费用；

✿如产生单间需补房差（人民币 300 元/间/晚）

✿航空保险费、行李保险费、超重行李费；

✿酒店客房、行李员、司机、餐馆等其它自愿支付小费；

✿各项私人额外费用如：洗衣、长途电话、酒水等消费；



✿行程安排外之任何观光项目及自费活动(包括这些活动期间的用车、导游和司机服务等费用)；

✿因私人原因、交通延阻、罢工、台风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特别注意事项：
1.材料的真实性

请务必保证客人在护照签名页及签证表格上亲笔签名；

请务必保证客人资料的真实性；

如客人无法保证以上两点，我公司将谢绝客人参团！

2.儿童价格

2-6 周岁儿童不占床，酒店不含早，其他服务同成人。

3.取消与改期

如遇拒签，我们将收取拒签费用 1000 元/人。

如因客人自身原因取消出行计划，我公司将收取相应的损失费用。

4.我社保留因航空公司机位调整、签证、汇率、燃油附加费上涨、出团人数不足等及不可抗力等原因推

迟或调整行程及出发日期的权利。

5.由于近期国际油价不断上升，我公司保留由于航空公司上调燃油附加费的原因，调整卖价的权力！

6.团队按不产生单男单女的原则分房，在不影响团队分房原则的前提下安排夫妻一间房，散拼团队因单男

单女问题可能产生夫妻、亲属、朋友等不同房，予以谅解和配合。

国家 城市 自费项目 内容说明（含门票，车费，司机加班费）
收费

(欧元）

荷兰

阿姆斯特丹游船

阿姆斯特丹上百条大小水道纵横交错，有 1000 多座各式桥架在河上，有“北

方威尼斯”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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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带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约 1个小时）

40/人

阿姆斯特丹夜游
在著名的性都阿姆斯特丹，观看橱窗女郎，表演秀，夜景游览。（18 岁以下

禁止参观）（约 1 个半小时）
60/人

沃伦丹渔村+鲱鱼餐
北海风光，古渔村小镇风土，品尝当地独特的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色鲱鱼餐。

（不退餐）（约 1.5 个小时）
50/人

法国 巴黎

巴黎深度游

巴黎的夜晚，雍容华贵，魅力四射，千万不容错过。游历巴黎各名胜璀璨之

景色。（包括：、圣母院外观、荣军院拿破仑金顶教堂外观、亚历山大三世大

桥、大宫殿外观、埃菲儿铁塔夜景让您陶醉在梦都的夜光下。（游览时间：1

个半小时左右）

85/人

巴黎法式大餐
标准三道式法式西餐，含一杯果汁或酒水，享用誉满全球的生蚝、鹅干酱，

主菜和甜点。（约 2 个半小时）（不退餐）
75/人

巴黎圣母院（不登钟

楼）

圣母院约建造于 1163年到 1250年间，属哥特式建筑形式，是法兰西岛地区

的哥特式教堂群里面，非常具有关键代表意义的一座。享誉世界的教堂，充
30/人



满故事的钟楼，不禁让人又回想起那不朽的名著中的各个片断。

（约 30个小时）

瑞士

雪朗峰+下午茶

瑞士著名的雪山山峰，007 电影《女王密令》的外景地。登上雪朗峰您可以

浏览包括铁力士山峰、少女峰在内 200 座山峰的 360 度雪山美景。一生中不

容错过的景色！并在 007旋转餐厅享用下午茶。 （约 3 个小时）

140/人

金色山口快车

欧洲最负盛名的全景观列车—金色山口快车 Goldenpass Line，往返琉森—因

特拉肯之间，列车穿梭于连绵山峦之间，穿越众多的峡谷，旅途让您饱览瑞

士的旖旎风光。（约 2 小时）

130/人

意大利

罗马深度游

少女喷泉、威尼斯广场、许愿池、万神殿，带你深度畅游罗马。找寻奥黛丽

赫本的足迹…试想您就是剧中的主角。（专业地陪讲解，全程配带耳机听讲

解项目时间：不少于 2小时）

60/人

梵蒂冈大教堂讲解 圣彼得大教堂及广场专业中文讲解（项目时间：不少于 50分钟） 30/人

佛罗伦萨博物馆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博物馆（约 1个小时） 50/人

佛罗伦萨皇宫
参观佛罗伦萨最古老也是意大利第一张世界航海图，以及影响文艺复兴最重

要的湿壁画，值得参加。（约 1 个小时）
50/人

威尼斯水上

豪华游艇

乘坐威尼斯豪华游艇，饱览水城的最好方式，沿着威尼斯大运河欣赏水城威

尼斯之独特风光，里亚多桥、圣马可故居…，体验当年茜茜公主游览威尼斯

之黄金路线，游览 1500 年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威尼斯经典景点逐一击破。游

艇 30分钟（10 人/船）（约 1 个小时）

40/人

威尼斯海鲜餐
意大利地中海海鲜大餐，全世界最倡导之健康饮食。含一杯酒水和威尼斯最

有名的墨鱼面，炸海鲜和甜点。（不退餐）（约1个小时）
45 /人

比萨斜塔

（不含登塔费）

闻名的比萨斜塔久斜而不倒，引得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座著名的斜塔下赞叹

不已。（约 1 个小时）
40/人

意大利风味餐

意大利餐是“西餐之母”，全世界倡导之健康饮食。含一杯酒水和享誉欧洲的

佛罗伦萨鲜嫩小牛排，原味海鲜面，正宗披萨饼和甜点。（不退餐）

（约 1.5个小时）

60/人

西米尼尔

西米尼尔位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是一亇充满生活气息、颇受欢

迎的旅游胜地。湖畔塞缪尼半岛被称为湖的珍珠，就连歌德也曾在这里流连

忘返。（约 1.5 个小时）

50/人

自费说明：

（1）自费项目是推荐性项目，每个团员都是在“自费自愿”的前提下参加的，导游组织自费项目不会带有任何强迫的态度；自费项

目报价为团体价格，人数不足 20 人，费用则会相应调整！

（2）请客人参加前慎重考虑，一旦付费后取消概不退还（依自费人数而定）

（3）若客人“自费自愿”参加自费项目，并接受此价格，请在客人签字确认处签名：

购物安排

国家 购物场所 商品特色 预计时间

法国 巴黎免税店 名品箱包、手表、眼镜、服装、化妆品、香水… 约 1小时

巴黎百货公司 名品箱包、手表、眼镜、服装、化妆品、香水… 约 2小时

尼斯香水工厂 各类当地特色香水制品 约 1个小时

瑞士 商业街 各类品牌手表、瑞士军刀 约 2个小时

意大利 威尼斯玻璃店 各类特色玻璃制品 约 1个小时

威尼斯 DFS 名品箱包、手表、眼镜、服装、化妆品、香水… 约 1个半小时

购物说明：



（1）不增加行程标注额外购物店（如增加须经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

（2）游客在指定购物店中为自愿购物，所购商品如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3）行程规定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这类购物店不属于旅游定点商店，若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4）游客自行前往的购物店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及造成未能退税，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