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 12 天品质游
双宫+少女峰+滴滴湖+科尔玛+五渔村+酒店双升级+赠送 WIFI
出发日期: 7.1/7.11/8.4/8.11

签证国家：法国

产品经理推荐：
推荐理由：
 区别传统线路体验 1：会拍照的旅程：导游手把手教您如何拍出美照；
 区别传统线路体验 2：有文化的旅程：导游与您各种知识有奖竞答；
优选航班：精选优质航空公司-奥地利航空&德国汉莎航空
酒店住宿：全程安排欧洲四星级酒店住宿，升级一晚五星酒店，一晚特色庄园酒店，品质不将就
餐饮安排：正餐中式六菜一汤用餐，同时安排意大利当地特色墨鱼面
特别赠送：WiFi 4 人一台，随时随地分享旅游美景


优雅法国：品味巴黎芳泽，塞纳河畔赏两岸旖旎风光；逛香榭丽舍大街，繁华奢靡尽收眼底。



寻访意大利艺术密码：闪耀辉煌荣光的永恒之都“罗马”
；即将消失的浪漫水都“威尼斯”；徐志摩笔下“翡冷
翠-佛罗伦萨”
；



醉美瑞士：因特拉肯-瑞士古老的旅游和疗养地之一，也是瑞士著名的度假胜地。感受阿尔卑斯山的蜿蜒与壮丽，
湖光山色的美好；惊喜安排自由活动，远眺雪山蓝天如画，近距离接触天鹅湖泊，享受亲近自然，更有机会选
购正宗瑞士制造的手表；

超值品质自费包：


塞纳河游船：带您穿梭于历史的长廊，陶醉于花都的浪漫。



漫步世界博物馆之首-卢浮宫入内参观，并安排官方专职讲解员。



亲临法兰西帝国荣耀巅峰，探秘-凡尔赛宫，入内参观，含专业讲解器。



少女峰-山顶云雾缭绕，宛如处于仙境的少女，有“欧洲之巅”之称；搭乘观光火车登上海拔 3500 米的少女峰
峰峦之上，欣赏阿尔卑斯山秀美的湖光山色。



小火车环游瓦杜兹，感受不一样的邮票大国。



滴滴湖-在德语中是少女湖的意思，眼前的风景宛如少女，美得清澈纯净，美得不食人间烟火。



科尔玛-大热综艺《中餐厅》的拍摄地；宫崎骏童话《哈尔的移动城堡》取景地。



依山傍海静谧小镇，彩色悬崖日落余晖-五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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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行程
天 数

第1天

行 程 内 容
上海  维也纳/法兰克福  巴黎
航班号：OS076 PVGVIE 1010 1530//OS417 VIECDG 1720 1925
或 LH729 PVGFRA 1315 1855//LH1052 FRACG 2130 2240
（航班为参考航班，略有调整，以实际的出发日期航班为准）
于指定时间上海浦东机场集合办理登机手续，搭乘国际航班转机前往巴黎。抵达后入住酒店。
餐

食

住 宿

第2天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巴黎周边酒店

巴黎
早餐后，前往游览【★凡尔赛宫】（入内参观，含讲解器，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凡尔赛宫宫殿为古
典主义风格建筑，外立面面为标准的古典主义三段式处理，即将立面划分为纵、横三段，建筑左右对称，
造型轮廓整齐、庄重雄伟，被称为是理性美的代表，如果凡尔赛宫的外观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感觉，那么它
的内部陈设及装潢就更富于艺术魅力，室内装饰极其豪华富丽是凡尔赛宫的一大特色。其奢华富丽和充满
想象力的建筑设计闻名于世。
【凯旋门】（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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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榭丽舍大道】（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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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菲尔铁塔】（外观）
：于 1889 年建成，位于法国巴黎战神广场上的镂空结构铁塔，铁塔设计新颖独
特，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是法国巴黎的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
【★花宫娜香水博物馆】（入内参观）：置身于一栋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公馆中，建筑内完全保留了当时的
风格，让人们在古典的华丽中尽览 300 年的香水历史。博物馆记录了香水和精油等产品发展和演进的全
过程，里面还有一个迷你香水加工厂，用 19 世纪铜制的蒸馏过滤装置，详尽演示如何从原始的材料中萃
取香精油。这里还陈列着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的造型精妙的香水瓶、香袋、香炉以及香水瀑布，展示了
玻璃工匠、水晶雕工、金银匠等的非凡才华。
餐

食

住 宿

第3天

早餐自理

酒店早餐

中式午餐

中式晚餐

巴黎周边酒店

巴黎
早餐后，游览【巴黎】
，巴黎是极为著名的世界艺术之都，印象派美术发源地，芭蕾舞的诞生地，欧洲启
蒙思想运动中心，电影的故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地。巴黎是世界著名的时尚与浪漫之都，巴黎是
历史名城、会议之都、创意重镇和美食乐园。巴黎市民为这座梦想之城带来缤纷活力，形成花都独一无二
的印记。
（整个巴黎市内共计观光时间不少于 3 小时）
【★卢浮宫】（入内参观，含讲解）：卢浮宫收藏了人类艺术古代部分的精华，有著“人类文明发展的总
索引”之誉，而就卢浮宫本身来说，她就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整个的卢浮宫是一个有著美丽花园的新古
典式宫殿，主体建筑带有长廊，廊柱间有精美的雕刻作为装饰，显得古朴端庄，精致典雅。
【★塞纳河游船】（白天乘船游览）：塞纳河两岸风光优美，到巴黎游塞纳河是必须的，它是法国第二大
河，一幢幢宏伟建筑屹立在它的左右，一座座历史悠久风格迥异的桥梁跨越两岸，站在船头你可以看到不
一样的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令人流连忘返。塞纳河上的桥共有36座，建造年代不同，建筑式样各
异，穿过一座座桥，也会随之带来一阵阵心跳，一次次惊讶，一个个震撼。
【老佛爷百货】：老佛爷百货全称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店，是由法语原名 Lafayette 音译而来。它诞生于
1893 年，占据了奥斯曼大道的 40 号，紧邻巴黎歌剧院。它曾经凭借豪华如宫殿的装修轰动一时。在拜
占庭式的巨型镂金雕花圆顶下，来往的人影绰约，像赴一场中世纪的聚会，购物真正成了一种享受。
【巴黎春天百货】
：巴黎春天百货在巴黎中心位置，距离卢浮宫博物馆、卡尼尔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步
行仅几分钟之遥，它创立于 1865 年，是一家专营奢侈品牌产品的百货公司。
餐

食

住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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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早餐
巴黎周边酒店

中式午餐

晚餐自理

第4天

巴黎-约 480KM-科尔玛-约 30KM-法国小镇
早餐后，前往有着“童话小镇”与“小威尼斯”之称的【科尔玛】（整个科尔玛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一个拥有着众多色彩斑斓的 15 世纪精美木造小楼的地方。这些灿烂的色彩，让一座中世纪的古老小镇永
远显得年轻而梦幻。因为地处法德边界，科尔玛既具有法国的浪漫风情，又独具德国的豪放风姿。
后前往法国小镇入住酒店。
餐

食

住 宿

酒店早餐

中式午餐

晚餐自理

法国小镇酒店

法国小镇-约 84KM-滴滴湖-约 211KM-因特拉肯
早餐后，前往黑森林地区的天然湖【滴滴湖】（整个滴滴湖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滴滴湖湖水清澈
见底，环湖杉树浓郁成荫，周围绵延的丘陵和西部海拔近 1500 米的费尔德古堡，以及黑森林那浓浓的绿、
幽幽的湖和林中鸟类天籁般的鸣啼，共同营造出这里独特的浪漫氛围。
第5天

之后，前往瑞士最著名的山峰之一【★少女峰】：乘坐观光火车登上海拔 3500 米的峰峦之上，途中欣赏
图恩湖与布里恩茨湖的美景，眺望欧洲屋脊---少女峰，也可在山顶的餐厅一边品尝咖啡或是品味美食，
一边体验会当凌绝顶的感受，观赏阿尔卑斯壮观的全景图（观光时间不少于 4 小时，含上下小火车）
餐

食

住 宿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中式晚餐

因特拉肯周边酒店

因特拉肯-约 198KM-瓦杜兹-约 160KM-菲森
早餐后，前往【因特拉肯】
，它是瑞士古老的旅游和疗养地之一，也是瑞士著名的度假胜地，以一年四季
风景醉人著称。
（整个因特拉肯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第6天

之后，前往“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兹】
，它是列支敦士登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
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和旅游中心 。瓦杜兹以印刷邮票著名于世，深受世界集邮者喜爱，每年销售收入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 12%（整个瓦杜兹城市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小火车环游】（含车票，观光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乘坐小火车环游瓦杜兹，感受不一样的邮票大国。
餐

食

住 宿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中式晚餐

菲森周边酒店

菲森-约 109KM-因斯布鲁克-约 390KM-威尼斯
早餐后，前往菲森郊外的【新天鹅堡】
（外观，观光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新天鹅城堡的建立者是巴伐利
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这个国王无治世之才，却充满艺术气质。它是路德维希二世的梦的世界，一个专
属美的世界。1886 年，在他死后的七个星期城堡向公众付费开放，并从此成为在欧洲访问量大的城堡之
一。迪斯尼乐园·睡美人城堡以及许多现代童话城堡的灵感也大都来源新天鹅堡，它看起来如此神奇！

第7天

之后，前往【因斯布鲁克】游览，奥地利西南部城市，蒂罗尔州首府。这座美丽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
谷之中，旁边流淌着因河。奥地利的高山，就跟她的音乐一样，是世界知名的。蒂洛尔州则是阿尔卑斯山
的心脏。无论是在因斯布鲁克的哪一个角落，都能见到白雪覆盖的山峦。因为北面被山脉遮挡，所以因斯
布鲁克气候宜人，是国际旅游的胜地。（整个因斯布鲁克游览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黄金屋顶】
（外观）
：黄金屋脊是茵斯布鲁克极具象征之一的建筑，贴上 2600 块镀金铜瓦的阳台屋顶，
布满砂岩浮雕的栏杆，还有壁画装饰的墙壁，都是观光客人聚集的焦点。
【自由活动】
：给一定的时间在因斯布鲁克自由活动。
餐

食

住 宿

第8天

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中式晚餐

威尼斯周边酒店

威尼斯-约 260KM-博洛尼亚
早餐后，前往【威尼斯】游览，威尼斯是水上城市，是文艺复兴的精华，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上
帝将眼泪流在了这里，却让它更加晶莹和柔情，就好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整个威尼斯观光时
间不少于 3 小时）
【圣马可广场】
（外观）
：被誉为“欧洲的客厅”和“世界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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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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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可大教堂】（外观）：位于圣马可广场，与总督宫毗连的圣马可大教堂建于 828 年，因火灾在 11
世纪重建，最初只是用来安放圣马可的遗骸，其后用来收藏十字军东征时期从各国掠夺回来的宝物。它曾
是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是威尼斯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更是一座收藏丰富艺术品的宝库。
【叹息桥】
（外观）
：叹息桥位于威尼斯总督府后面，是威尼斯著名的桥，也是电影《情定日落桥》的取景
地。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一名死囚看见从前的恋人在桥的另一端与新欢亲密依偎，
不禁深深叹息。叹息桥也因此成为恋人见证爱情的地方，据说恋人们在桥下亲吻，就可以相守终生。
【DFS 全球精品购物广场】
：位于 The Fondaco dei Tedeschi 宫殿内，它是威尼斯的地标性建筑，是当
地除了总督府外第二大重要历史建筑。探索来自 50 个奢华品牌的超过 55 款市场精品，数以万计的奢侈
品世界，一同歌颂世界上浪漫的城市威尼斯。您可自由畅享 2 小时。
餐

食

住 宿

第9天

酒店早餐

威尼斯特色墨鱼面

中式晚餐

博洛尼亚周边酒店

博洛尼亚-约 215KM-五渔村-约 160KM-佛罗伦萨
早餐后，前往【博洛尼亚】
，一座始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意大利古城，长期以来这里都被人们认为是佛罗
伦萨和威尼斯的垫脚石，名不见经传，可是事实上确是意大利被埋没的乐土之一。
（整个博洛尼亚观光时
间不少于 1 小时）
【马乔列广场】
（外观）
：马乔列广场是博洛尼亚主广场，始建于公元 1200 年，位于城市中 心，也是博
洛尼亚城区最大的公共广场。广场呈长方形，四周围绕 着数座重要的中世纪建筑，其中就有圣白托略大
殿。在广场西北角还有被视为城市标志的海神喷泉。
【四方区】
（外观）
：在马乔列广场东面，锁匠街周边的格子街道仍保留着罗马时代博洛尼亚的样子。这个
称为四方区的繁忙的地区拥有市中心最迷人、最富有趣味的货棚，用鹅卵石铺成的中世纪街道上，美味的
餐馆和流行咖啡馆、时尚酒吧以及紧邻的饭馆交相辉映。
之后驱车前往【★五渔村】
，五渔村是五个依山傍海的小村庄，俯瞰着地中海的北岸，很多旅游者都选择
在这五个小渔村之间进行徒步旅游，感受意大利乡村之美，五渔村（意大利语：CinqueTerre，又译：五
乡地、五村镇）位于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Liguria)拉斯佩齐亚省海沿岸地区， 1999 年被辟为国家公园。
（游览一个渔村，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餐

食

住 宿

第 10 天

午餐自理

中式晚餐

佛罗伦萨周边酒店

佛罗伦萨-约 280KM-罗马
早餐后，前往【佛罗伦萨】游览，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托斯卡纳区首府，位于亚平宁山脉
中段西麓盆地中。十五至十六世纪时佛罗伦萨是欧洲著名的艺术中心，以美术工艺品和纺织品驰名全欧。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举世闻名的文化旅游胜地。
（整个佛罗伦萨观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
【花之圣母教堂】（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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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乔托钟楼】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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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住 宿

第 11 天

酒店早餐

酒店早餐

中式午餐

中式晚餐

罗马周边酒店

罗马  法兰克福/慕尼黑  上海
航班号：LH239 FCOFRA 1905 2100 或 LH237 FCOFRA 1820 2015//LH732 FRAPVG 2205
1450+1
或 LH1847 FCOMUC 1900 2030//LH726 MUCPVG 2220 1515+1
（航班为参考航班，略有调整，以实际的出发日期航班为准）
早餐后，开始【罗马】游览，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是意大利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古
罗马和世界灿烂文化的发祥地，已有 2500 余年历史。它是一座艺术宝库、文化名城，占城区面积 40%
的古罗马城拥有着规模宏大的罗马古代建筑和艺术珍品。罗马，是是世界著名的游览地之一。（整个罗马
市区共计观光时间不少于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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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广场】
（车游）
：从 1980 年下半年起，罗马市政府对它进行了整顿，使之更加美丽壮观，更加文
艺。
【斗兽场】
（外观）
：古罗马时期的圆形角斗场，威严而壮观。
【君士坦丁凯旋门】
（外观）
：公元 315 年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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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罗马废墟】
（外观）
：昔日古罗马帝国的中心，是现存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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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国际航班起飞前 3 小时抵达机场，办理登机及退税手续，随后搭乘国际航班转机返回上海。
餐

食

住 宿

第 12 天





酒店早餐

中式午餐

晚餐自理

飞机上

上海
抵达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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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起飞时间以最后出团通知书上的为准，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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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包含
1)

2)

费用不包含

欧洲当地四至五星或同级酒店 9 晚+1 晚庄园酒店（双人标准 1)

护照费、申请签证中准备相关材料所需的制作、手续费，如

间，含西式早餐 10 餐）

未成年人所需的公证书、认证费；销签面试等费用

中式午、晚餐共计 12 餐+1 顿风味餐（六菜一汤，用餐时间 2)

一切个人消费

在飞机或船上以机船餐为准，不再另退餐费）

境外自由活动期间和转机期间因交通延阻、罢工、大风、大

3)

3)

国际往返机票（含机票税）经济舱

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一切不可抗力所引起的额外费用

4)

全程旅游巴士及专业司机

5)

全程中文导游服务

它客人拼房，或补单间，全程四-五星级酒店配套全程加价

6)

行程中带★入内景点的首道门票（瓦杜兹小火车、少女峰、卢

RMB4600 元/人)

浮宫（含讲解）、凡尔赛宫含讲解器、塞纳河游船、五渔村） 5)

行程中其他未提及的项目以及自理的餐费（餐自理—游客自

7)

团队旅游签证费、旅游意外险

行准备用餐，请参照行程中标注）

8)

司机导游服务费

4)

如产生单间需补房差（团队碰到产生单间，夫妻需拆房与其

6)

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用

7)

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
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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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项目推荐表
国

家

自 费 项 目

项

目 简 介

包 含 服 务

价 格
（欧元）

法国

巴黎深度游

世界上浪漫的城市，导游带您前往领略不一样的花
都别样风情。

包括门票；专业讲解；
车费；司机服务费

€ 85

瑞士

瑞士琉森湖
游船

利用 45 分的时间，亲近明艳动人的雪山冰湖，体
验瑞士的湖光山色。

包括船票、服务费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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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深度游

用大约 1 小时的时间，车辆慢慢前行在这座露天
包括专职地陪费用、
的博物馆中，让您更加深入的了解罗马，可以参观
车费、服务费用
许愿池、西班牙广场，让您看到不一样的古都风情。

€ 65

佛罗伦萨 T
骨牛排餐

佛罗伦萨式牛排,选用的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特
产的奇亚那种牛,涂满盐,胡椒,橄榄油用木炭烤制
成,以柔嫩多汁的口感著称,闻名海内外。

€ 80

意大利

包括餐费，车费，服
务费用

报名须知：
1. 最低成团人数按 20 人计，如低于该人数，则旅行社有权调整或取消团队；
2. 报名时须付 3000 元/人的定金，以保证机位预留；
3. 我社保留因航空公司航班调整、签证及不可抗力等因素推迟或调整出发日期及行程的权力；
4. 我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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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岁以下儿童参团不占床团费按照九折收取，6 岁以下儿童如要占床，则团费与成人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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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予以谅解和配合；
7. 拒签费用，申根签证 800 元/人；
8. 凡确认实际报名后，出发前 30 日以外取消，退还定金；
9. 出发前 30 日（含 30 日）至机票开票前取消，收取 3000 元起/人；
10. 机票（或行程内特殊交通火车、游轮等）开票后至出发前取消，收取机票费（其他交通费等）全
款+签证费 800 元/人
11. 客人被领馆拒签，同行的其他客人签证出来后要求取消的，按照正常取消时间收取相关费用；
12. 出发前 3 日内取消，只退部分未产生的门票以及餐费，其他无法退回；
13. 由于航空公司税收变化频繁，我社有权凭借航空公司的涨税通知收取税收差价。
具体签证的送签日期和截止日期请和产品销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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