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 瑞士 意大利 德国 11 日游

（签证配套：法国）

出发日期： 4 月 2 日、4 月 11 日、4 月 16 日、4 月 30 日

★ 土航精选：巴黎进罗马出，经典路线优行程！

★ 真材实料：万宝之宫——卢浮宫，全巴黎高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厦！

★ 舒适升级：意大利全程安排 4 星级 酒店！

★ 瑞士小镇：图恩湖及布里恩湖之间的阿尔卑斯小镇——因特拉肯！

★ 巴黎假日：特别安排巴黎自由活动，畅享花都的时尚与浪漫！

日 期 行 程 餐

第一天 上海伊斯坦布尔巴黎 TK027 PVGIST 2235/0520+1 TK1821 IST/CDG 0650+1/0930+1

晚上机场集合，搭乘国际航班经伊斯坦布尔转机前往巴黎。

X

第二天 巴黎

抵达后，游览法国国家艺术宝库--卢浮宫*（含门票，游览时间约1.5-2小时），欣赏琳琅满目的世界

艺术珍宝，以及有“卢浮宫三宝”之称的“蒙娜丽沙”、“维纳斯”雕像、“胜利女神”雕像；随后

在卢浮宫附近自由活动（约1小时），之后在繁华的奥斯曼大道附近安排自由活动（约2-3小时），体

验巴黎的美丽与浪漫。（本日晚餐自理）

X

午

X

第三天 巴黎

早餐后，继续观光巴黎市区(约 0.5 小时)，观赏巴黎的标志艾菲尔铁塔（外观），登临全巴黎高的摩

天大楼-蒙帕纳斯大厦*（含门票，游览时间约 1 小时）一览巴黎全景；接着参观 Fragonard 香水博物

馆，重温数百年历史的法国香水文化（游览时间：约 0.5 小时）；下午自由活动半天，尽享花都巴黎

的时尚浪漫。（本日晚餐自理）

早

午

X

第四天 巴黎-310KM-法国小镇

早餐后，继续观光巴黎市区（约 1 小时），在凯旋门、香榭里舍大道和协和广场的巴黎“历史轴线”，

品味贯穿其中的法兰西文化；之后前往法国小镇（本日晚餐自理）

早

午

X

第五天 法国小镇-320KM-因特拉肯

早餐后，前往两湖之间的瑞士小镇因特拉肯，市内观光：漫步荷黑威格繁华商业街（自由活动约 2-3

小时）；（本日午餐自理）

早

X

晚

第六天 因特拉肯-197KM-瓦杜兹-160KM-福森

早餐后，前往“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漫步瓦杜兹商业街，自由活动（约 0.5 小时）体会小城清新

氛围；后前往德国小镇福森。（本日午餐自理）

早

X

晚

第七天 福森—新天鹅堡-115KM—因斯布鲁克

早餐后，您可选择自费游览迪士尼城堡的原型，童话世界般的新天鹅堡，重温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二世的“天鹅骑士”之梦；之后前往阿尔卑斯山谷小镇因斯布鲁克（市区观光 0.5 小时）参观金碧辉

煌的金顶屋，游览中心广场，之后在金顶屋附近自由活动（约 0.5 小时），体味欧陆小镇风情。（本

日午餐自理）

早

X

晚

第八天 因斯布鲁克-385KM-威尼斯-155KM-博洛尼亚

早餐后，前往游览闻名世界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上下岛及岛上观光 3 小时），乘船进入威尼斯本岛，

游览水城的中心圣马可广场，外观千年历史的圣马可教堂，以及拥有着浪漫和哀伤传说的叹息桥；并

在玻璃工厂参观世界著名的玻璃制造艺术（约 0.5 小时，圣马可广场或犹太岛）；之后前往博洛尼亚（本

日晚餐自理）

早

午

X

第九天 博洛尼亚-105KM-佛罗伦萨-300KM-罗马

早餐后，前往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市区观光约 1 小时），观赏“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米开朗基罗的

早

X



传世名作：大卫像，瞻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瑰宝：圣母百花大教堂（外观），随后在圣十字教堂广

场附近自由活动（约 1 小时），畅游意大利的艺术中心。之后前往罗马。（本日午餐自理）

晚

第十天 罗马-梵蒂冈-罗马伊斯坦布尔上海 TK1864 FCOIST 1945/2320 TK026 ISTPVG 0120+/1630+1

早餐后，游览伟大的历史名城--罗马（市区观光约 1.5 小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里不仅

保留了原罗马帝国时代的遗物，遍布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瑰宝，更充满了现代“罗马

假日”的时尚风情，是世界各地对历史文明有兴趣游客的天堂：在古罗马废墟（外观）和古罗马角斗

场（外观）外感受历史的厚重，在古罗马凯旋门前重温帝国的荣耀，再去许愿池的喷泉前为幸福祈祷；

随后来到世界著名的宗教中心，天主教教廷所在地，城中之国——梵蒂冈，游览圣人像环绕的圣彼得

广场和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之后前往机场，搭乘国际航班经伊斯坦布尔转机返回上海。

（本日午餐自理）

早

X

第十一天 上海

抵达上海，结束令人难忘的旅程。

X

我公司保留因领馆、航空公司、欧洲展会、罢工、天气、交通状况等原因,调整行程以及航班的

权利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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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国内机场建设费 RMB.90/人）；

3. 西欧段三星级酒店配套，意大利段四星级酒店配套 (产生单间加价 RMB.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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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当地风味餐；

5. 门票: 卢浮宫，蒙帕纳斯大厦

6. 中文全程导游,旅游巴士,外籍司机；

7. 关于境外旅游人身意外保险，所有 75 周岁以下客人报名，均赠送保险一份，75 周岁及

以上客人建议自行购买符合自身身体状况及领馆要求的保险，并在送签前提供保险原

件，也可由我公司代办（100RMB/份），具体请联系我公司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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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不包含导游、领队、司机服务费（共计 800RMB/人）

注意事项：

1. 导游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景点游览顺序，但不得减少游览时间；

2. 行程中城市间的公里数为直线距离，仅作为参考；

3. 行程中的景点游览时间，包括步行、游船、火车、观光排队等候等时间总和；

4. 梵蒂冈作为教宗的驻地所在，会不定期的举行宗教活动，如遇此情况，圣彼得大教堂和

梵蒂冈广场则改为外观或用其他景点替代；

5. 本公司所不能控制之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政治动荡、天灾、恶劣天气、交通工具发生

技术问题、罢工等，本公司有权在启程前或出发后取消或替换任何一个旅游项目，亦有

权缩短或延长旅程。产生的额外支出或损失，根据旅游法及合同约定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行程附件：



1.收费景点游览时间(团费已含)

仅限于团队正常运作情况下，如遇到罢工，天气，交通严重堵塞等特殊情况，可能发生时间

略有减少，敬请谅解。

2.自由活动安排（自由活动期间无用车安排）

3. 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自费项目 内容说明 收费 选择√

1 巴黎红磨坊歌舞

表演

巴黎著名的夜总会歌舞表演，不一样的香都风情

包含：车费.司机服务费、门票预订费、夜总会服务生小费、香槟

所需时间：1 小时 45 分钟左右.

EUR.1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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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主菜和甜点

包含：定位费、餐费、服务费

所需时间：1 小时左右

EUR.70

3 巴黎 深度游 让您有机会游览巴黎歌剧院、爱丽舍宫、荣军院、亚历山大三十桥

巴黎圣母院（外观）等著名景点，体会不一样的夜巴黎

包含：专业地陪讲解、车费、司机服务费

所需时间：1.5 小时左右

EUR.60

4 巴黎 塞纳河游船 搭乘游船往西岱岛航行，再前往圣路易斯岛环绕一圈返回，沿途拜

访巴黎的发祥地，饱览两岸名胜古迹

包含：司机服务费、船票、船票预订费

所需时间：1 小时左右

EUR.30

5 巴黎 凡尔赛宫

（不含后花园）

游览法国封建时的帝王的行宫，始建于十六世纪，后屡经扩建形成

现存规模，凡尔赛宫的外观宏伟、壮观，内部陈设和装璜更富于艺

术魅力，处处金碧辉煌，豪华非凡。

包含：停车费、司机服务费、门票、讲解

所需时间：1.5 小时左右

EUR.60

6 巴黎 卢浮宫中文

讲解

项目描述：巴黎卢浮宫的中文讲解服务。

所含内容：预订费；中文讲解费用；设备租用费用。

所需时间：约 1 小时

EUR.30

7 少女峰 登临瑞士唯一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少女峰！乘坐观光火车登 EUR.160

景点名称 时间

1 巴黎蒙帕纳斯大厦 1小时

2 巴黎 卢浮宫 1.5-2 小时

名称 时间

1 巴黎 约半天

2 因特拉肯 约 2-3 小时

3 佛罗伦萨 约 1 小时

4 瓦杜兹 约 0.5 小时

5 因斯布鲁克 约 0.5 小时



上海拔 3500 米的峰峦之上，体验会当凌绝顶的感受，体验阿尔卑

斯山的神秘壮丽。

包含：上下山火车票，导游服务费

所需时间：4-5 小时左右（含上下山）

8 佛罗伦萨老宫博

物馆

项目描述：这是一座文艺复兴的宝库，是世界上美丽的博物馆之一，

收藏了大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物的作品。

包含：预订费、门票、中文讲解费、服务费、设备租用费用

所需时间：45 分钟左右

EUR.50

9 意大利特色餐 意大利的特色海鲜面、Pizza，含一杯酒水

包含：定位费、餐费、服务费

所需时间：1 个小时左右

EUR.50

10 威尼斯 “贡都拉” 独具特色的威尼斯凤尾船。体会水城生活的佳方式

包含：船票、服务小费（六人一条船）

所需时间：0.5 小时左右

EUR.35

11 罗马 深度游 深度的游览，让您更深入了解罗马，可以游览西班牙台阶等名胜。

包含：专业地陪讲解、地陪小费、车费、司机服务费

所需时间：1 小时左右

EUR.60

12 梵蒂冈圣彼得大

教堂中文讲解

项目描述：圣彼得大教堂中文讲解服务

包含：预订费、中文讲解费、服务费、设备租用费用

所需时间：45 分钟左右

EUR.30

13 威尼斯黄金大运

河

感受威尼斯共和国时代伟大建筑风采，乘坐 007 电影场景中的快

艇，穿越黄金大运河，途径 280 个贵族豪宅和莎士比亚名著中的里

亚托桥，领略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包含：船票、服务费。

EUR.50

14 新天鹅堡 德国著名景点：童话般的新天鹅堡

包含：定位费、景点门票、司导服务费

所需时间：1 小时左右

EUR.40

另行付费项目说明：

1. 另行付费项目完全是由游客根据自身意愿自主要求和选择参加，旅行社承诺绝不强迫游

客参加。

2. 不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的旅游者，旅行社会安排就近自由活动。

3. 另行付费项目的低成行人数为 20 人，低于 20 人价格会有所上升，导游会与客人协商一

致并书面确认。

4. 游客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的，可以在项目进行之前支付费用给导游。

5. 如果遇到天气、交通等原因；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另行付费项目不能进行的情况，旅

行社可以取消项目，并退还游客已经支付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