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法瑞意+新天鹅堡 9 晚 12 天

出发日期： 04/04 04/11 04/18 04/25

05/02 05/16 05/23 05/30

（W5 法签）

行程特色

经典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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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安排法国花宫娜香水博物馆游览，体验法国香水的浪漫情怀

✿✿ 安排艾菲尔铁塔广场自由拍照，游览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法国国家艺术宝库—“卢浮宫”，欣赏不同时期的珍品和馆藏杰作

✿✿ 登上 56层的【蒙帕纳斯大厦】

✿✿ 安排巴黎塞纳河景观餐厅用餐

✿✿ 欧洲城堡寻踪：外观迪斯尼中白雪公主城堡原型—新天鹅堡

✿✿ 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米兰大教堂

✿✿ 永恒之都-【罗马】、浪漫之都【威尼斯】、徐志摩笔下【翡冷翠-佛罗伦萨】

✿✿ 蜜月小镇-【琉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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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天数 行程内容 交通 用餐

D1

上海 德黑兰 米兰

参考航班： W5076 PVGIKA 2300/0530+1

飞机

巴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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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夜宿在飞机上。

D2

米兰佛罗伦萨

参考航班： W5110 IKAMXP 0625/1030

巴士

X

X

晚

抵达后，米兰城市观光（游览时间不少于 1小时）

【伊曼纽二世拱廊】；

【米兰大教堂】外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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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结束

后乘火车到罗马，抵达后入住佛罗伦萨附近酒店休息。

D3

佛罗伦萨罗马 巴士

早

中

晚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

【花之圣母教堂】佛罗伦萨的象征华丽的文艺复兴之花—花之圣母教堂，这座使用白、红、绿三色花岗岩贴

面的美丽教堂将文艺复兴时代所推崇的古典、优雅、自由诠释得淋漓尽致，难怪会被命名为“花之圣母”。(游

览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外观)

【乔托钟楼】这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一位与诗人但丁同时代的大壁画家乔托所设计的，故又名乔托钟楼。

如此高的钟楼，在中世纪教堂建筑中实属罕见。在教堂的对面，还有一个直径 27.5 米的八边形洗礼堂，内

部由穹顶覆盖，高约 31 米多。(游览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外观)

【市政厅广场】宏伟气派的市政厅广场是佛罗伦萨的政治中心，而那体现男人身体魅力的米开朗基罗的《大

卫》雕像，尽管是复制品，但依旧是驻足观看人数最多的雕像，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艺术气息(游览时间不

少于 20 分钟，外观)行程结束后入住罗马附近酒店休息

D4

罗马威尼斯 巴士

早

X

X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

【斗兽场 君士坦丁凯旋门】斗兽场是古罗马时期最大的圆形角斗场，威严而壮观；以及于公元 315 年罗马

最大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是为庆祝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 312 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提，并统一帝国而建

的。(游览时间不少于 20分钟，外观)



【古罗马废墟】是昔日古罗马帝国的中心，是现存世界最大面积的古罗马废墟，建有无数的宫殿和建筑群，

现在却只剩下颓垣败瓦，一片荒凉。（车览）

【圣彼得广场】这个集中各个时代的精华的广场，是罗马最大的广场，巴洛克式风格，可容纳 50 万人，是

罗马教廷用来从事大型宗教活动的地方，广场周围有 4列共 284 根多利安柱式的圆柱，圆柱上面是 140 个圣

人像。(游览时间不少于 15分钟，外观)

【圣彼得大教堂】是罗马天主教的中心教堂，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与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教廷，位于梵蒂冈，

是世界五大教堂之首，全世界第一大教堂。(游览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入内参观)(备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

堂是世界天主教信仰中心，经常于周三上午或者特殊宗教活动圣事期间，将不对外开放，届时将无法入内参

观，敬请各位贵宾理解与配合)行程结束后入住威尼斯附近酒店休息

D5

威尼斯因斯布鲁克 巴士

早

X

晚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

【叹息桥】建于 1603 年因桥上死囚的叹息声而得名的著名的叹息桥。叹息桥是一座外观上很奇特的桥，过

桥的人被完全的封闭在桥梁里，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游览时间不少于 15分钟，外观)

【圣马可广场】千万只飞翔和平鸽的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公共活动中心 (游览

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外观)

【圣马可大教堂】这里曾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教堂，是威尼斯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它同时也是一座收藏丰

富艺术品的宝库。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的骄傲，圣马可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负盛名的大教堂之一，是第

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出发地。(游览时间不少于 30分钟，外观)

【PALAZZO ROTA 水晶博物馆】可以欣赏到由世界上著名的水晶玻璃工艺大师精心打造最具代表性的水晶玻璃

制品的过程，无论你喜欢传统风格还是现代风格，博物馆都不会令你失望，他们的接待人员热情和煦，并且

通晓英语，德语，中文等多语种，帮你更好的了解水晶玻璃制作工艺乃至整个威尼斯的发展历程。(游览时

间不少于 30 分钟，入内参观)随后在里亚托桥附近自由活动。结束后前往因斯布鲁克附近酒店入住休息。

D6 因斯布鲁克富森琉森 巴士



早

中

X

早餐后参观：

【黄金屋顶】在城中心有一栋修建于 1500 年的豪华二层建筑，宽 16 米，仅屋顶就高达 3.7 米，且由 2600

块镀金铜瓦镶嵌而成，这便是鼎鼎大名的金顶屋。(游览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外观)特蕾西亚女王大街自由

活动(时间不少于 1小时)，随后驱车前往富森，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

【新天鹅堡】这是按照传说中白雪公主城堡的式样建造，梦幻的气氛、加上围绕城堡四周的湖泊，确实如人

间仙境。新天鹅城堡的建立者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他梦想将城堡建成为一个童话般的世

界。由于白色城堡耸立在高高的山上，其四周环山和湖泊。所以一年四季，风光各异。(游览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外观)行程结束后前往琉森附近入住酒店休息。

D7

琉森法国小镇 巴士

早

X

晚

早餐后，开始美妙的观光之旅：

【狮子纪念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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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琉森数一数

二的雕刻作品，一支箭深深地插进了濒临死亡的雄狮背上，狮子面露痛苦的神情，前爪按盾牌和长矛，盾牌

上有瑞士国徽。（游览时间不少于 15分钟，外观）

【卡贝尔桥】这是一座建于 14 世纪的木质廊桥，是琉森的象征，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有顶木桥，桥的横眉上

绘有 120 幅宗教历史油画。 (游览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外观)，市中心自由活动(时间不少于 1小时)

行程结束后入住法国小镇附近酒店休息。

D8

法国小镇巴黎 巴士

早

X

X

早餐后游览；

【凯旋门】巴黎凯旋门是欧洲纪念战争胜利的一种建筑。这是欧洲 100 多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巴黎

市四大代表建筑，1806 年为了庆祝在“奥斯特里茨战争”中的巨大胜利，拿破仑在这里放下了第一块基石。

(游览时间不少于 10分钟，外观)

【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是法国最著名广场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游览时间不

少于 10 分钟，外观)

【香榭丽舍大道】这是巴黎城一条著名的大街，是条美丽的散步大道，法国人形容她为“世界上美丽的大街”。

(游览时间不少于 10分钟，外观)

【蒙帕纳斯大厦】*，从塞纳河左岸俯瞰包括埃菲尔铁塔在内的巴黎全景。自行选择乘船游览迷人的塞纳河

游船 ，欣赏两岸的迷人景色。行程结束后入住巴黎附近酒店休息。



D9

巴黎 巴士

早

X

晚

早餐后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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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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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

巴黎杜塞尔多夫 巴士 早

X

晚

早餐后，客人可选择自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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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结束后

驱车前往杜塞尔多夫附近入住酒店休息。

D11

杜塞尔多夫 德黑兰 上海

参考航班：W5107 1150 2010 W5077 2050 0955+1

巴士

飞机 早

X于国际航班起飞前 3小时，在导游的带领下抵达机场办理登机、退税等各项手续后，搭乘伊朗马汉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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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国际航班经德黑兰转机返回上海。

D12

上海

抵达国内后，愉快行程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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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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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帕纳斯大厦

✿本公司已为参团旅客购买价值 30 万之人身意外保险。

✿司机导游服务费 1100/人民币，由导游在机场代为收取。

报价不含以下服务：

✿个人护照办理费用；

✿航空保险费、行李保险费、超重行李费；

✿酒店客房、行李员、餐馆等其它自愿支付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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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景点未经特殊标注，均不含官导/不做入内参观；

✿巴黎卢浮宫专职讲解费用；

✿单人间房差(不保证夫妻、成年子女与父母同房，否则需补单房差 3-4 星 2700 元 / 间 / 全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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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保证客人资料的真实性；

如客人无法保证以上，我公司将谢绝客人参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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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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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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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馨 提 示

一、行程提示：

✿ 由于进入欧洲旅游旺季，境外酒店爆满，计划中团队的行程可能会由于欧洲众多的展会、宗教节日而做出略微变更，我公司将依

当时情况调整住宿城市，但是不会影响酒店星级及整体游览时间；

✿ 欧洲同北京时间时差：夏季六小时；冬季七小时（个别国家不同地区也会有时差，均以当地时间为准）；

✿ 行程中所列航班号及时间仅供参考，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整，出签证之后将给予最后确认行程。行程景点实际游览最短



时间，以行程中标注时间为准；

✿ 行程中所注明的城市间距离，参照境外地图，仅供参考，视当地交通状况进行调整，但不减少游览内容；

✿ 根据欧共体法律规定，导游和司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0小时；

✿ 如遇部分景点节假日休息或庆典等，本社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以尽可能保证游览内容。但客观因素限制确实

无法安排的，敬请各位贵宾理解和配合；

✿ 请您在境外期间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 由于欧洲各国国情不同，您在欧洲旅游时除了准备信用卡及银联卡外，请适当准备一些现金：欧洲主要流通货币为欧元，其他货

币在使用或在欧洲兑换欧元时都会有汇率损失，建议您出国前兑换好所需欧元。最好参照您的行程来准备适量欧元/英镑（1000

左右为宜），以备自行购物时使用。如果您携带信用卡，请在国内确认好已经激活可以在境外使用！

二、酒店提示：

✿ 行程中所列酒店星级标准为当地酒店评定标准；

✿ 欧洲酒店大堂都比较小，很多电梯每次只能乘坐两个人和行李，大部分酒店没有电梯；

✿ 由于各种原因，如环境保护、历史悠久、欧洲气候较温和等，多数欧洲酒店无空调设备；

✿ 欧洲酒店大部分的床都比较短窄。有些酒店房间可能为家庭房（大小床）；每标间可接待两大人带一个 2岁以下儿童（不占床），

具体费用根据所报团队情况而定；若一个大人带一个 2岁以下儿童参团，建议住一个标间，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 欧洲有些酒店的双人标准房会设置一大一小两张床，方便有小孩的家庭游客；还有些酒店双人房只设置一张大的双人大床，放置

双份床上用品，有时是二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用时可拉开；

✿ 欧洲人习惯吃简单的早餐，行程中所列早餐由酒店提供，通常只有面包、咖啡、茶、果汁等。

✿ 用餐提示：

✿ 行程中午餐和晚餐以中式桌餐为主，西式简餐为辅；

✿ 根据国际航班团队搭乘要求，团队通常须提前 3-3.5 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请各位游客谅解；

✿ 如遇下列情况将退客人餐费，具体退餐标准请参考“服务项目”栏：

✿ 欧洲部分城市、城镇没有中式餐厅的；

✿ 欧洲有些城市的中餐厅不接待团队用餐的；

✿ 团队行程用餐时间在高速公路休息站，无法安排中餐厅用餐的。

三、保险提示：

✿ 我社为各位游客购买的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最高保额为人民币 30万元，客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另行购买更高保额的保险产品；

✿ 旅游意外伤害险不包括游客自身携带疾病、旧病复发等情况。

✿ 关于境外旅游人身意外保险，所有 70 周岁以下客人报名，均赠送保险一份，70 周岁以上客人另加收保险费用 290 元/人，凡 70

周岁以上（含 70周岁）参团者，需同时提供由三甲医院开具的近期体检单。

四、退费提示：

✿ 团队在境外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未游览景点的门票费用，但

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 因不可抗拒之客观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地震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取消、领馆签证延误、报名人数

不足等特殊情况，我公司会取消或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签证费、住、食、及交通费、国家航空运价调整等）我

公司会要求客人补足差价。

五、退税提示：

✿ 作为居住在欧盟以外的游客，您有权申请退还您在欧洲购买且带离欧盟商品的增值税/消费税。由于各商店退税程序和退税率不

同，最好向您购买商品的商店询问清楚，并索取相关票据。

✿ 购物退税三步曲：

✿ 在有 Tax Free Shopping(退税购物)标志的商店购物，并索要您的退税支票(Refund Cheque) ；

✿ 盖章：出境时，出示您购买的商品，收据和护照，以便取得退税支票上的海关章；

✿ 获得退税。



✿ 退税是欧盟对非欧盟游客在欧洲购物的优惠政策，整个退税手续及流程均由欧洲国家控制，经常会出现退税不成功、税单邮递过

程中丢失导致无法退税等问题，我们会负责协调处理，但无法承担任何赔偿。另外游客未在旅游团指定商店购物造成未能退税，

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导游有责任和义务协助游客办理退税手续,导游应详细讲解退税流程、注意事项及税单的正确填写。但

是如果因为游客个人问题（如没有仔细听讲、没有按照流程操作、没有按照流程邮寄税单）或者客观原因（如遇到海关退税部门

临时休息、海关临时更改流程、税单在邮寄过程中发生问题商家没有收到税单等）在退税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您被扣款、无法

退钱、退税金额有所出入等情况，旅行社和导游仅能协助您积极处理，并不能承担您的损失，请游客们理解。相关退税事宜可参

考《欧洲退税说明》。

✿ 欧洲购物退税是游客的个人权利，领队或导游只能协助您检查退税表格，但是对此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遇到海关罢工、工会

开会或其他各种无法预知的情况，未能获得海关敲章等，最终导致游客无法成功退税的，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敬请见谅；

✿ 在法国巴黎春天或者老佛爷百货公司购物，可以在相应商店内设的退税窗口选择以信用卡做担保（商店会收取一定金额的手续

费），当场获得所退现金税款。但是，选择此类退税方法的游客必须在欧盟机场出关时将盖有退税章及海关确认章的退税表格回

执寄送回退税公司。特别注意，无论何种情况，若退税公司未收到盖章的退税表格（哪怕是因为邮寄遗失），退税公司都有权从

您的信用卡中扣除此笔税款。所以，我公司建议慎重选择退税方式，尽量选择在机场盖章后现场现金退税（无需信用卡做担保）。

六、销签提示：

✿ 当您从欧洲离境时，一定检查海关是否给您的护照盖了清晰的离境章，它是您已经回到中国的唯一凭证。如果没有盖章或者章不

清晰无法辨认将会导致使馆要求您面试销签，由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非常抱歉只能由本人承担！ 请您谅解的同时也请您自己

务必仔细留意；

✿ 按照欧洲各使馆现行规定，会抽查团队部分或全部出团客人回国后面试销签。使馆会在团队出团后予以通知，抽查到的客人必须

按照使馆通知时间本人前往使馆。建议客人将返程机票订在回国当天下午或第二天；如遇回国抵达当天为周五、周六或周日，请

订下周一下午或晚上的航班，以避免使馆通知面试而耽误航班（各使馆周五下午不对外办公）；

✿ 部分使馆通常会待客人回国几天后才通知面试销签，此种情况较难理解，但实属使馆现行做法。且所有面试费用由客人自理，请

各位客人做好被通知面试销签准备；

✿ 我公司保留使馆对客人抽查面试的权力(送签与销签)，因面试而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客人自理；如被抽查面试，客人必须去领馆配

合工作，否则整团客人将被拒签或者护照不能及时从领馆取出，如因客人不配合领馆工作而产生的损失，由该客人承担；

✿ 请务必保管好全程登机牌，并核对姓名拼写，发生姓名错误请及时告知导游，及时补救。若因客人自身原因丢失、缺损登机牌证

明或姓名不正确，请抵达中国后配合旅行社第一时间前往使馆面试销签；如果不能当即销签，使馆将会通知面试核销签证，由此

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客人承担！

七、景点说明：

✿ 行程中未标注“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景点均含首道门票；

✿ 欧洲大多数教堂可免费入内参观，若时间允许您也可排队入内参观；

✿ 如遇景点、商店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游览先后顺序，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

八、购物说明：

✿ 全程不强制购物；

✿ 游客在指定购物店中为自愿购物，所购商品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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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客自行前往的购物店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 此参考行程和旅游费用，我公司将根据参团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临时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

✿ 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本公司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调整房间分房情况；

✿ 质量反馈表，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填写《团队

质量反馈表》。

九、其他提示：

✿ 此参考行程和旅游费用，我公司将根据参团人数、航班、签证及目的地国临时变化保留调整的权利；

✿ 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本公司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调整房间分房情况；

✿ 质量反馈表，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秉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填写《团队

质量反馈表》。



自 费 项 目 一 览 表

地点 名称 项目简介 包含服务 欧元/人

巴黎

凡尔赛宫

(不含后花园)

位于巴黎西南的凡尔赛宫，是法国封建时的帝王的行宫，始建于

十六世纪，后屡次经扩建形成现存规模。凡尔赛宫的外观宏伟、

壮观，内部陈设和装潢更富于艺术魅力，处处金碧辉煌，豪华非

凡。

包括门票、预定和

讲解、车票、服务

费

65 欧/人

卢浮宫专业讲解
艺术的殿堂，专业的博物馆讲解员，让你更深入的了解欧洲古典

艺术。

包括预定和讲解、

服务费
35 欧/人

巴黎塞纳河游船
乘船往西岱岛航行，再前往圣路易斯岛环绕一圈返回，沿途既可

以拜访巴黎的发祥地，又可以饱览两岸名胜古迹。
包括预订费；船票 40 欧/人

巴黎深度游 坐缆车前往毕加索居住过的蒙马特高地，巴黎旅游中轴线意外

最具另类风情所在。外观圣心大教堂；漫步于画家村，《天使爱

美丽》的现代童话在这里上演；外观华丽庄严的金鼎荣军院，这

是拿破仑的长眠之地；近距离外观巴黎的第一标志——埃菲尔铁

塔，拍摄其最美的一面；还有位于巴黎市中心、西提岛上的巴黎

圣母院（外观），则因为同名电影而闻名于世，吸引着全世界游

客前来参观游览。

包括讲解；车费；

司机服务费。
85 欧/人

巴黎法式大餐
三道式西餐，体验优雅高贵的用餐礼仪，细细品味法式大餐浓情，

还有美味的红酒。

包括预订费；餐费；

服务生小费
75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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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讲解；车费；

司机服务费。
30/人

巴黎新夏娃歌舞

表演（小红磨坊，

含晚餐）

新夏娃夜总会，位于蒙马特的核心,是巴黎最好的剧院之一。建于

1897 年, 12 月 24 日开业。1949 年,在 Rene Bardi 的管理下,由著名

的室内设计师重新装修，选择新的风格主题并且重命名为新夏

娃。1997 年为庆祝创立 100 周年,当前所有者 Adrien Pierini 创建

了他的第一个滑稽剧《世纪表演》。然后在 2010 年,发布了他最新

的舞台剧，原创音乐和惯例古典芭蕾以及现代混合编排出的一场

惊人的，令人难忘的舞台剧《Paris je t'aime》颇受欢迎。（约 2个

小时）

包括预订费；餐费；

服务生小费

160 /人

瑞士

雪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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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3 个小时）

包括预定和讲解、

车票、服务费
140/人

少女峰 上下山火车票，导游服务费（约 5 个小时）
包括门票、预定和

车票、服务费
160/人

皮拉图斯金色环

游

皮拉图斯是瑞士最神秘、最美丽的雪山，金色环游是非常独特且

令人激动的短途行程，全程通过四种形式迥异的交通方式组成

（客人可从中选取一种）：乘游船到阿尔卑纳赫施塔德:再换乘世

界上倾斜度最大的齿轨列车前往皮拉图斯雪山顶；乘坐缆车和高

空吊舱到弗莱克穆恩特格和克林斯。多角度的游览体验，不容错

过。（约 4 个小时）

包括预定和讲解、

车票、服务费
130/人

瑞士铁力士雪山

搭乘三种缆车登上山顶：四人小缆车、五十人大缆车、世上最独

特的 360 度旋转观光缆车， 山顶参观上万年历史的冰冻，更可

以欣赏阿尔卑斯山。（约 2 个半小时）

包括门票、预定、

车票、服务费
105 /人



琉森湖游船

琉森湖是瑞士联邦的发源地，湖畔散布着独家小镇，抬头便可见

到巍峨的雪山，乘坐游船欣赏美丽的湖泊之际，也一同欣赏琉森

城镇美景。

包括船票、预订费 50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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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门票、预定、

车票、服务费
130/人

蒙特勒市

瑞士境内著名的度假旅游胜地，整个城市坐落在湖边，湖光山色，

温馨祥和，风景秀丽，旖旎迷人。沿途迤逦的散布着浅滩和小码

头，到处都是私人游艇和豪华住宅。茜茜公主曾在此养病度假。

（约 1 个小时）

包括门票、预定、

车票、服务费
40/人

首都伯尔尼

瑞士首都，是一座具有中世纪风貌的城市。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

织列入世界文化名城之列。城中有叮当作响的有轨列车、富有特

色的廊街，更有定时出现敲钟人的瑞士大钟，代表着瑞士钟表业

的象征。（约 1 个小时）

包括门票、预定、

车票、服务费
40/人

德国

科隆

科隆是北威州最大的城市，屹立在莱茵河边的科隆大教堂，它有

两座哥特式尖塔，科隆大教堂是世界上目前最高的双塔教堂，它

已成为科隆市的象征和游客们向往的名胜之地并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 （约 2 个小时）

包括预定、车票、

服务费
50/人

阿尔卑斯山深度

之旅

参观世界著名的壁画镇--上默阿高，连上帝都眷顾的小镇，将神

话和童话美轮美奂的结合在一起。游览德国城堡之路上的林登霍

夫堡，巴伐利亚浪漫皇帝路德维希最珍爱的夏宫。（不含入堡门

票）（约 4 个小时）

包括预定、车票、

服务费
50/人

新天鹅堡
欧洲最具童话色彩的古堡，在梦幻般的背下，体验城堡辉映下的

明媚阳光。（约 2 个半小时）

包括门票、预定、

车票、服务费
60/人

慕尼黑猪手餐 品尝当地最具特色的猪手餐，含啤酒一杯。（约 1 个小时）
包括预订费；餐费；

服务生小费
35/人

意大利

威尼斯贡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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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游船行驶约 25 分钟，

须 6人同船。

包括租船的费用、

服务费
40 欧/人

梵蒂冈圣彼得大

教堂及广场专业

中文讲解

圣彼得大教堂及广场的专业中文讲解服务
包括预订费；专业

中文讲解费用
30 欧/人

比萨斜塔（不上

塔）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斜塔，观看建筑史上的八大奇迹之一（外观），

屹立 800 年不倒，意大利的标志。

包括进城费；车费；

司机服务费
40 欧/人

罗马深度游 项目描述：少女喷泉、西班牙广场、许愿池，带您深度畅游罗马

包括附加车费、进

城费停车费、服务

费

60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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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预订费；餐费；

服务生小费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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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因为报名人数不足或者天气等原因，无法安排自选项目，导游或者领队有权取消已经提前安排收费的自选项目。

✿以上推荐的为 20 人以上参加的团队优惠价格，如果人数未达 20 人，将无法享受团队价格，具体价格视参加的人数而调整。

✿自选项目需要提前预定，已经由当地导游或领队安排确认，不得无故取消，感谢您的配合。

✿以上自选项目，仅在时间允许范围之内安排，具体根据实际正常旅游行程之外的空闲时间由导游统一安排；如时间不允许，则将不

安排自选活动，敬请各位贵宾谅解。

✿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勾进行选择。

* 导游组织参加自费活动是本着“自费自愿“不带任何强迫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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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价格为 20 人以上参加的团队优惠价格，如人数未达 20 人，将无法享受团队价格（大人小孩同价），具体价格视参加人数

http://www.sh-bus.com/Spots/Detail/1628


而调整。若客人自愿参加自费项目，请在客人签字处签名。回国后再对自费项目有所投诉，我社概不负责！

* 请您在您愿意参加的自费项目后打“√”

客人确认（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