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森堡+THE MALL+新天鹅堡+瓦杜兹

法瑞意 9 晚 11 天

口岸：上海 航班：汉莎航班 签证：法签

出发日期 03.15

材料截止 03.03

产品特色：

 欧洲最大航空公司汉莎航空，来回国际段体验空中巨无霸—A380，法兰进罗马出，不走回头路。

 经典纵览：时尚前卫浪漫之都法国；远离都市喧嚣之瑞士；造访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梵蒂冈；融入文艺复兴

的古都意大利，热情洋溢~！

 外观童话城堡新天鹅堡在山峦云雾中犹如圣洁高雅的白天鹅，它优美的造型、梦幻的色彩令您过目不忘！

 巴巴 黎黎：：参观巴黎地标之卢浮宫卢浮宫让您有足够的时间体验巴黎旅游最具另类风情所在~！

 特别安排“袖珍王国”卢森堡市区游览。

 瑞士小镇瑞士小镇：：琉森：琉森：在这个被连绵雪山和蔚蓝湖泊环抱的中世纪古城中，与大自然亲密邂逅。

 探访奥地利山城—因斯布鲁克，尽享施华洛世奇水晶的纯净奢华。

 特别安排物美价廉的奢侈品王国-THE MALL。

 独特体验：特别为您献上坐落于欧洲阿尔卑斯山地的莱茵河谷，袖珍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

日 期 交 通 用 餐 行程与线路安排

第一天

03.15
/

上海  法兰克福 LH 729 PVG/FRA（1350/1845）

行程始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大厅。旅行团当天按照规定时间地点集合。办理托运

等登机手续后，等待搭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航班直飞德国法兰克福。抵达后入住酒店

休息，调整时差。

第二天

03.16

早

X

晚

法兰克福－约 237 公里－卢森堡－约 373 公里－巴黎

【今日游览 卢森堡市区观光】（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卢森堡是一个内陆小国，也

是现今欧洲大陆仅存的大公国，首都卢森堡市。因国土小、古堡多，又有“袖珍王国”、

“千堡之国”的称呼。卢森堡地形富于变化，在历史上又处于德法要道，地势险要，

一直是西欧重要军事要塞，有北方直布罗陀的称号。

【市区观光 01 佩特罗斯大峡谷】佩特罗斯大峡谷已是欧洲著名的观光地，站在大峡谷

上任何一座桥梁上，都可以看到谷中两壁生长的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更显出了佩特

罗斯大峡谷毫无拘束的自然之美。

【市区观光 02 阿尔道夫古桥】阿尔道夫古桥位于把卢森堡市分为新旧两部分的著名的

卢森堡配特罗斯大峡谷上，阿道尔夫大桥的桥拱是世界最大的石拱，桥拱壮观地横跨

佩特罗斯大峡谷，可容 6 条车道。

第三天

03.17

早

午

晚

巴黎

【今日游览 卢浮宫 含门票不含讲解】（观光+自由活动时间不少于 2 小时）卢浮宫位

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位居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欣赏镇馆三宝—神秘的

蒙娜莉莎、唯美的维纳斯雕像和振翅欲飞的胜利女神。之后在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广场

自由活动，在这洛可可艺术建筑风格下合影留念。

【今日游览 巴黎市区观光】（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巴黎被称之为“花都”，今日带

您领略花都风采。

【市区观光 01 凯旋门】正如其名，是迎接外出征战的军队凯旋的大门。它是世界上最

大的一座圆拱门。

【市区观光 02 香榭丽舍大道】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街”。每年七月十四号

的法国国庆大阅兵都在这条大道上举行。香榭丽舍大道也成为文学作品中贵族和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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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娱乐天堂。

【市区观光 03 协和广场】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是法国最著名的广

场，18 世纪由国王路易十五下令营建。建造之初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他至高无上的皇权，

取名“路易十五广场”。

【市区观光 04 法国巴黎战神广场】埃菲尔铁塔是一座于 1889 年建成位于法国巴黎战

神广场上的镂空结构铁塔，高 300 米，天线高 24 米，总高 324 米。铁塔设计新颖独特，

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成为法国和巴黎的一个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游客可选

择合适的角度与这座巴黎标志性建筑合影留念。

第四天

03.18

早

午

X

巴黎－约 315 公里－法国小镇

【今日游览 巴黎圣母院】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西堤岛上的教堂建筑，也是天主教巴

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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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 1163 年，

是巴黎大主教莫里斯·德·苏利决定兴建的，整座教堂在 1345 年全部建成，历时 180

多年。

【今日游览 奥斯曼大道】（自由活动时间不少于 2 小时）奥斯曼大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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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03.19

早

X

X

法国小镇—约 350 公里—琉森

【今日游览 琉森市区观光】（总观光+自由活动时间不少于 2 小时）卢塞恩，又译“琉

森”是琉森州的首府，位于瑞士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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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观光 01 卡佩尔桥】琉森最负盛名便是卡佩尔廊桥 Chapel Bridge 又叫教堂桥，

这是卢塞恩的标志，始建于 133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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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观光 02 狮子纪念碑】狮子纪念碑（Lion Monument）是卢塞恩数一数二的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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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观光 03 天鹅广场】琉森天鹅广场是瑞士著名的购物广场，琉森州拥有着历久不

衰的传统产业，天鹅广场的建筑采用的典型欧式风格，如梦如幻，如诗如画。整座广

场都透出农工的古典气息。

第六天

03.20

早

X

晚

琉森—约 132 公里—瓦杜兹—约 162 公里—富森

【今日游览 瓦杜兹】有着“邮票王国”之称的列支敦士登，漫步瓦杜兹商业街，体会

小城的清新氛围。

【今日游览 新天鹅堡】（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全名新天鹅石城堡，是 19 世纪晚期

的建筑，位于德国巴伐利亚西富森（Fussen）镇约 4公里。新天鹅城堡是德国的象征。由

于是迪斯尼城堡的原型，也有人叫白雪公主城堡。建于 1869 年。这座城堡是巴伐利亚

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行宫之一。

第七天

03.21

早

午

X

富森－约 115 公里－茵斯布鲁克－387 公里－威尼斯

【今日游览 因斯布鲁克市区观光】（总观光时间不少于 45 分钟）因斯布鲁克是奥地利

西南部城市，蒂罗尔州的首府，濒临因河(Inn)，这座美丽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谷

之中，意为“因河”上的桥。

【市区观光 01 玛丽亚.特蕾西亚大街】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的妻子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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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蕾西亚女王命名，是因斯布鲁克市中心一条宽阔的、略微弯曲的购物街，该市

最繁华街道之一。

【市区观光 02 中心广场】因斯布鲁克仍然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容貌，在狭窄的小街上，

哥特风格的楼房鳞次栉比。巴洛克式的大门和文艺复兴式的连拱廊展现出，漫步于此

仿佛置身于欧洲中世纪时代。

【市区观光 03 黄金屋顶】黄金屋顶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地标，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建于 1500 年，装饰着 2657 块镀金铜瓦。阳台上的浮雕刻画纹章、

符号，以及他生活中的其他人物。

第八天

03.22

早

X

晚

威尼斯－约 287 公里－THE MALL－约 34 公里－佛罗伦萨

【今日游览 威尼斯市区观光】（总上下岛+观光时间不少于 3 小时）威尼斯是 13 世纪

至 17 世纪末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艺术重镇，堪称世界最浪漫的城市之一。有 117 条水

道纵横交叉，享有“水城”“水上都市”“百岛城”等美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电影

节之一的威尼斯电影节于每年 8月至 9 月间在此举办。

【市区观光 01 圣马可广场】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

的公共活动中心。

【市区观光 02 带翅膀的狮子像】威尼斯的守护神和城市象征就是带翅膀的狮子。很多

地方均可以见到。

【市区观光 03 叹息桥】叹息桥的两端连接法院与监狱两处，死囚通过此桥之时，常是

行刑前的一刻，因感叹即将结束的人生而得名，为巴洛克风格的石桥。据说恋人们在

桥下接吻就可以天长地久。

【市区观光 04 玻璃制造艺术】威尼斯的玻璃作坊的制造技术已是世界一流，制作工艺

独一无二。

【the mall 购物】---全球最好的奢侈品打折中心。

【自由活动】（活动时间：1 小时左右）之后您可在里亚托桥附近自行安排活动时间。

【今日重要推荐游览 威尼斯贡多拉游船】推荐您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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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03.23

早

X

晚

佛罗伦萨－约 277 公里－罗马

【今日游览 佛罗伦萨市区观光】（总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

兴运动的发祥地。

【市区观光 01 花之圣母大教堂】花之圣母大教堂又名圣母百花大教堂，佛罗伦萨大教

堂。是世界五大教堂之一。1982 年作为佛罗伦萨历史中心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是佛罗伦萨的地标性建筑。

【市区观光 02 乔托钟楼】钟楼的设计者，不是别人，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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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又名乔托钟楼。如此高的哥特式建筑钟楼，在中

世纪教堂建筑中实属罕见。

【市区观光 03 圣十字教堂广场】圣十字广场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广场，圣十字大殿是广

场上的主要建筑。

【今日游览 罗马市区观光】（总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罗马也是古罗马和世界灿烂

文化的发祥地，已有 2500 余年历史，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建城历史悠久而

被昵称为“永恒之城”。

【市区观光 01 君士坦丁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是为庆祝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 3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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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提，并统一帝国而建的。建于公元 315 年，是罗马城现存的

三座凯旋门中年代最晚的一座。

【市区观光 02 罗马斗兽场】外观。意大利古罗马竞技场罗马斗兽场（Colosseum）是

古罗马帝国专供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观看斗兽或奴隶角斗的地方。建于公元 72-82

年间，是古罗马文明的象征。

【市区观光 03 古罗马废墟】古罗马废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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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游览 罗马国中国—梵蒂冈 不含讲解】（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参观全世界最

小的国家，占地 0.44 平方公里的梵蒂冈。参观圣彼得大教堂和林立着多利克柱式圆柱

的圣彼得广场。

第十天

03.24

早

/

罗马  法兰克福  上海

LH 233 FCO/FRA（1325/ 1525）+ LH 728 FRA/PVG（1755/1140+1）

【特别提醒今日为回程日】航班起飞前 3 小时，在导游的带领下抵达机场，在办理好

登机、退税等手续后，搭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航班经法兰克福转机飞往上海。夜宿飞

机上。

第十一天

03.25
/ /

上海

行程止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抵达大厅。抵达后，请将您的护照、登机牌交予领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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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配合！

费用包含：

1、申根旅游签证（ADS）随团进出，不允许擅自离团；

2、国际往返机票，含税；

3、全程住宿三-四星级酒店配套（产生单间三—四星每晚加价 400 元/人），酒店含早餐；

4、午晚餐为团队标准中式餐（餐标：五菜一汤，饭前茶水，饭后水果）；

5、包含费用：卢浮宫；

6、中文全程导游，旅游巴士；

7、境外旅游意外保险；

8、小费不另外收取。

费用不含：

1、境外个人消费、等一切以上不包含费用。

特别声明：

1、旅行社在不减少以上所列景点前提下，保留依据具体情况变更行程次序、酒店和航班的权利。

2、以上行程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附件，以最后出发行程为准。

3、导游人员有根据行程中的现实情况调整行程的权利！请各位游客配合！

各位贵宾：为了深入的体验欧洲各地的风情，更精致的享受欧洲地域文化，我们特向您推荐以下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自费项目是推荐性项目，所有团员都应本着“自愿自费”原则酌情参加，导游组织自费项目将不会带有任何

强迫因素，以下价格仅为参考价。

自 费 项 目 表

1 巴黎 红磨坊 车费，导游司机加班费，门票预定费，夜总会服务生小费，香 EUR160

http://baike.baidu.com/view/475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9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5.htm


夜总会歌舞表演 槟，1小时 45 分钟左右大型歌舞演出。

2
法国 巴黎

凡尔赛皇宫

全欧洲最为奢华，最具代表性的欧式皇宫！也是法国近代史中

最鼎盛时期法王路易十四的王宫，位于巴黎市郊的凡尔赛镇，

宫内陈设辉煌，名画、古物、雕像随处可见。

含门票、讲解费、停车费、团体预定费、司机加班费

EUR75

3
法国 巴黎

卢浮宫专业讲解

宫殿官导讲解，让您更加详细了解卢浮宫馆藏珍宝。

含团体预订费、讲解费、停车费
EUR35

4 蒙帕纳斯大厦 56 层 蒙帕纳斯大厦 56 层观光层门票。 EUR30

5
法国

法式大餐

法国面包，红/白葡萄酒，色拉，甜品，主菜，可选牛排/猪排/

鸡排/鱼排。
EUR70

6
法国 巴黎

塞纳河游船

白天乘坐游船，几乎河两岸重要景观都能尽收眼底。您能找到

最好的拍照角度将市政厅，司法大厦，议会大厦，贵族监狱，

法兰西学院，奥赛博物馆，自由女神像等闻名遐迩的建筑都拍

下来，一个小时的环游一定会令您留连往返。

1小时船票、预订费、车费、司机加班费

EUR45

7 法国 巴黎深度或夜游

弥补在白天中无法欣赏到的美丽景色：蒙马特高地及缆车（眺

望巴黎城市全景，了解巴黎当地人的娱乐活动），荣军院拿破仑

博物馆外观，拉丁街，凯旋门及最绚丽的浪漫夜景。

含车资、司机加班费、当地导游服务费，2小时左右

EUR75

8 意大利风味餐 意大利特色风味餐，含预订，导游服务费，餐厅小费。 EUR60

9
意大利 威尼斯

贡多拉游船

贡多拉以其设计独特、制造精巧闻名于世，数百年来始终作为

独特的交通工具为威尼斯人服务着。乘坐它畅游水城威尼斯的

大街小巷，领悟水城的独特魅力。

含船票、服务员小费（每船 6人）

EUR45

10 意大利 罗马深度游

全程耳机服务，官方导游可进入梵蒂冈教堂内详细介绍。并沿

着 2750 年以前欧洲历史的开端以及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影片

《罗马假日》中的路线，扩展我们的罗马深度游，拜访许愿泉，

西班牙广场等。（参与者每人可赠送百年手工冰激凌品尝）。

EUR70

11
意大利

比萨斜塔景区（不上塔）
含进城费；车费；司机导游服务费。1小时左右 EUR50

12 瑞士 铁力士山
上下山旋转缆车费，门票，车费，司机导游服务费。3 小时 30

分钟左右
EUR110

13 琉森湖 游船 车费、船票、服务费 EUR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