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Europamundo巴士旅行。
我们讲中文！

度假季：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方案一) 奥捷匈斯+德国
第1天
维也纳 VIENNA
今日亮点: 抵达维也纳;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维也纳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第4天
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
BUDAPEST - BRATISLAVA - PRAGUE
今日亮点: 探索布拉迪斯拉发; 捷克风光; 布拉格晚餐后
接送。
早餐后乘车前往多瑙河沿岸的斯洛伐克首都——布拉
迪斯拉发。游览其迷人的历史中心, 并享用午餐。午
餐后, 乘车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抵达布拉格, 首
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旅行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魅力。晚餐后返
回酒店。

第5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的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带给我们内容丰富
的城市之旅, 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们将穿过布拉
格城堡 (包含门票) , 并在之后乘坐伏尔塔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的城
市。晚上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
在此享用晚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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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茨堡
德国

并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
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
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维也纳 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欣赏这座让人印象深
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 漫步于阳关大道及充满
活力的市中心。之后, 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冶
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广
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享用晚餐。

第3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今日亮点: 多瑙河游船; 布达佩斯城市游览; 晚餐后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并于11: 30左右抵
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发现这座 “多瑙河明
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 一侧是历史
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斯。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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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胜, 之后自由活
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用晚餐。



参考酒店

第6天
布拉格-劳夫-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PRAGUE - LAUF - WURZBURG - FRANKFURT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早餐后, 乘车前往德国。抵达巴伐利亚地区, 首先来到
佩格尼茨河畔的劳夫 (LAUF AN DERPEGNITZ) 。这座
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因其充满活力的市集广场及城堡
而出名。之后前往维尔茨堡, 享用午餐, 并参观这座美
因河畔的巴伐利亚城市。该市曾作为主教辖区, 现今是
一座洋溢着活力与繁忙气息的大学城。继续前行, 抵达
法兰克福。探索这座历史名城, 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
就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7天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奥捷匈斯+德荷
第1天至第6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7天
法兰克福-莱茵河游船-科隆-阿姆斯特丹
FRANKFURT - CRUISE ON THE RIVER RHINE - COLOGNE 
(KÖLN)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莱茵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乘坐小小的莱茵河游船, 从吕德斯海姆小镇
出发前往圣高尔, 这是莱茵河风景最为秀丽的一段。随
后乘车前往科隆, 探索这座因雄伟庄严的哥特教堂而闻
名的城市。之后继续前往荷兰, 于下午晚些时候抵达阿
姆斯特丹。

第8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 (Volendam) ; 艾
瑟尔湖 (Ijsselmeer Lake) 游船;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览。
今天我们将在荷兰度过开心的一天, 首先驱车前往桑斯
安风车村 (Zaanse Schans) , 欣赏美丽的风车, 古老的运
河, 当地特有的建筑。随后前往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
伦丹, 乘坐游船从沃伦丹前往马尔肯 (Marken) 。马尔肯
曾是艾瑟尔湖中的一个小岛, 如今由大堤与陆地相连, 
这里的房子都建在桩柱上。随后返回阿姆斯特丹进行
全景游览, 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参观钻石
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游览将采用徒步的形式, 导游会
通过耳机进行语音讲解。最后, 于晚餐时间来到伦勃朗
广场 (Rembrandtplein) ,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且
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9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早餐后, 行程结束。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布拉迪斯拉发
斯洛伐克 佩格尼茨

德国

荷兰

百水屋
维也纳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维也纳; 布达佩斯; 布拉格
• 游船: 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布拉格伏尔

塔瓦河游船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阿姆斯特丹
• 游船: 莱茵河游船; 艾瑟尔湖游船 (沃伦

丹-马尔肯) 
• 晚饭后接送: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

酒店
• 门票: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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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接送: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店;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布拉格老城
广场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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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价格

罗马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伦敦

法瑞意法瑞意
法瑞意+英国法瑞意+英国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法瑞意

第2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罗马城市观光; 罗马斗兽场和梵蒂冈; 晚饭后
接送服务。
早餐后, 乘车开启对这座 “永恒之城” 的追寻与探
索。来到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参观位于世界
基督教主要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随后, 入内参观罗

筑将带我们追溯200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罗马帝国古代
社会。晚上, 前往卡沃尔区, 那里有许多国际餐厅可供
晚餐选择。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4天
佛罗伦萨-威尼斯 FLORENCE - VENICE
今日亮点: 威尼斯运河游船; 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 
(Murano) 水晶玻璃制作工坊。
今天, 我们将穿越亚平宁山脉前往威尼斯, 沿途观赏惊
叹的山脉景观。抵达威尼斯后, 乘船穿过朱待卡岛, 抵
达威尼斯岛。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 参观壮观的圣马
可广场及大教堂 (包括门票) 。之后, 参观穆拉诺水晶
玻璃工坊, 观赏古老而独特的水晶玻璃制作工艺。之
后自由活动, 享受自由时光。
晚上返回梅斯特雷地区(Mestre)入住酒店。

第5天
威尼斯-维罗纳-苏黎世 
VENICE - VERONA - ZURICH
今日亮点: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阿尔
卑斯山脉美丽的村庄, 湖泊和雪山景观。
我们将从威尼斯出发, 前往维罗纳。抵达后, 搭乘城市
班车前往其历史中心。导游将带领您漫步于罗密欧和
朱丽叶的故乡—— “爱之城” 维罗纳！然后, 乘车前
往美丽的国际大都市——卢加诺。这里是瑞士意大利
语区的中心, 拥有美丽的湖泊, 在这里享受悠闲的漫步
时光。午饭后, 出发前往苏黎世, 沿途美丽的湖泊和白
雪皑皑的山峰时时映入眼帘。抵达苏黎世后, 您可以
在湖边的历史中心自由活动, 也可以在提供各种国际
美食的众多餐厅中用餐。

第6天
布拉格-劳夫-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PRAGUE - LAUF - WURZBURG - FRANKFURT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早餐后, 乘车前往德国。抵达巴伐利亚地区, 首先来到
佩格尼茨河畔的劳夫 (LAUF AN DERPEGNITZ) 。这座
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因其充满活力的市集广场及城
堡而出名。之后前往维尔茨堡, 享用午餐, 并参观这座
美因河畔的巴伐利亚城市。该市曾作为主教辖区, 现

罗马竞技场
罗马

44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马的地标性建筑——罗马斗兽场 (包括门票) , 这座建

第3天
罗马-佛罗伦萨 ROME - FLORENCE
今日亮点:  佛罗伦萨资深导游陪同游览; 米开朗基罗
广场。
今天我们驱车离开罗马, 一路向北出发, 沿途欣赏美丽
的风景。抵达佛罗伦萨, 直奔米开朗基罗广场。傍晚, 
我们将游览历史悠久的老城中心, 并参观韦奇奥桥, 圣
母百花大教堂和市政广场, 这座城市宛如一座户外博物
馆。之后享受一些自由的休闲时光。晚上, 自由就餐, 
在该地区您可以找到诸多供应国际美食的餐厅。

出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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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 ＄ 1374  1819    1704    2268

平季 ＄ 1431  1876    1773    2337

编号 : 23626编号 : 23584

旺季 ＄ 1465  1910    1835    2399

第1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台伯河岸区夜游。
欢迎来到罗马！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会的详细信
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晚上, 我们将
带您前往台伯河岸区, 体验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在狭
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漫步, 探寻隐藏的宝藏, 比如低调的
中世纪教堂和有趣的纪念品小商店。您可以在充满意
大利风情的餐厅 (非正式西餐) 和小餐馆体验当地传统
美食。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提供国际美食的餐厅。
晚餐后返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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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游船: 威尼斯上岛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城市游览: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巴黎

 

• 门票: 罗马斗兽场;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
堂和穆拉诺水晶玻璃工坊; 埃菲尔铁塔
二层登塔

• 缆车: 格林瓦尔德first缆车
• 正餐: 卢塞恩午餐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巴黎; 

伦敦
• 晚饭后接送: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斯特

或Soho区回酒店
• 渡轮: 法国加莱-英国多佛

伯尔尼

圣心堂
巴黎

今是一座洋溢着活力与繁忙气息的大学城。继续前行, 
抵达法兰克福。探索这座历史名城, 在众多国际餐厅中
择一就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7天
苏黎世-伯尔尼-巴黎 
ZURICH - BERNE - PARIS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乘车前往伯尔尼, 欣赏沿途如画般的风景。伯尔尼是建
在阿勒河弯道周围的一座联邦城市, 旧城区保存有许多
中世纪建筑。停下来, 散散步。接下来, 我们将前往法
国。途中, 我们将欣赏到美丽的湖景。晚上抵达巴黎。

第8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大家游览浪漫的巴黎, 探索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遗迹。来到埃菲
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
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乘坐
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风景如画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就餐,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美食
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9天
巴黎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自
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店, 该

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温馨提示: 也可以选择自费项目——迪士尼乐园。

第10天
巴黎PARIS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法瑞意+英国
第1天至第8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9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自
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店, 该
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蜒
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区酒
店。

第10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和
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雷, 
游览其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观
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到伦敦
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多餐厅中
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1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接
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等
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和白
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队交接仪
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动。晚上, 在
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地的生
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选择您喜欢
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2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卡姆登区 (Camden district) 。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
午餐时间, 前往卡姆登区。这里拥有伦敦最多样化和最
繁华的街边市场之一, 我们可以发现承载世界各地文化
的文物。自由活动, 行程到此结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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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及罗马卡
沃尔区晚餐后回酒店; 巴黎Quartier Latin
晚餐后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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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价格

奧地利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意大利+奥捷匈斯意大利+奥捷匈斯
奥捷匈斯+德意奥捷匈斯+德意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二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方案一) 意大利+奥捷匈斯

第2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罗马城市观光; 罗马斗兽场和梵蒂冈; 晚饭后
接送服务。
早餐后, 乘车开启对这座 “永恒之城” 的追寻与探
索。来到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参观位于世界
基督教主要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随后, 入内参观罗
马的地标性建筑——罗马斗兽场 (包括门票) , 这座建
筑将带我们追溯200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罗马帝国古代
社会。晚上, 前往卡沃尔区, 那里有许多国际餐厅可供
晚餐选择。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3天
罗马-佛罗伦萨 ROME - FLORENCE
今日亮点:  佛罗伦萨资深导游陪同游览; 米开朗基罗
广场。
今天我们驱车离开罗马, 一路向北出发, 沿途欣赏美丽
的风景。抵达佛罗伦萨, 直奔米开朗基罗广场。傍晚, 
我们将游览历史悠久的老城中心, 并参观韦奇奥桥, 圣
母百花大教堂和市政广场, 这座城市宛如一座户外博物
馆。之后享受一些自由的休闲时光。晚上, 自由就餐, 
在该地区您可以找到诸多供应国际美食的餐厅。

第4天
佛罗伦萨-威尼斯 FLORENCE - VENICE
今日亮点 :  威尼斯运河游船; 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 
(Murano) 水晶玻璃制作工坊。
今天, 我们将穿越亚平宁山脉前往威尼斯, 沿途观赏惊
叹的山脉景观。抵达威尼斯后, 乘船穿过朱待卡岛, 抵
达威尼斯岛。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 参观壮观的圣马
可广场及大教堂 (包括门票) 。之后, 参观穆拉诺水晶
玻璃工坊, 观赏古老而独特的水晶玻璃制作工艺。之
后自由活动, 享受自由时光。
晚上返回梅斯特雷地区(Mestre)入住酒店。

第5天
威尼斯-因斯布鲁克-基茨比厄尔
VENICE - INNSBRUCK - KITZBUHEL
今日亮点: 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 晚餐。
我们将离开威尼斯前往奥地利。首先抵达因斯布鲁克, 
在历史中心漫步并享用午餐。之后沿山脉间风景优美
的公路前往基茨比厄尔。基茨比厄尔是一座风景如画
的高山小镇, 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 全年大部分时
间都可见降雪。自由活动, 并享用晚餐 (可选素食) 。
温馨提示: 若参团人数较少, 威尼斯到因斯布鲁克间交
通可能改为火车。

第6天
基茨比厄尔-萨尔斯堡-维也纳 
KITZBUHEL - SALZBURG - VIENNA
今日亮点: 高山缆车; 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 自然
风光; 特劳恩湖游船。
早餐后, 搭乘高山缆车前往基茨比厄尔周边高山, 这
里一年中有9个月都会下雪, 风景很是奇妙。在夏季, 
若有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 “高山花园” 。继续奥
地利探索之旅, 穿过一座座山, 抵达萨尔斯堡。萨尔
斯堡的历史老城已被列入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导游将带领我们穿过其间一条条漂亮的街道。接下
来, 途经山川湖泊, 前往奥地利著名的朝圣地——圣
沃 尔 夫 冈 。 之 后 前 往 特 劳 恩 基 兴 
(TRAUNKIRCHEN) , 乘坐特劳恩湖 (Traunsee Lake) 
游船欣赏格蒙登 (GMUNDEN) 的四座城堡。傍晚, 
乘车前往维也纳。

第7天
维也纳 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让人印象深
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 漫步于阳关大道及充满
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冶
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广
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在那里享用晚餐。

第8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自由女神像
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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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01
05

17, 31
14
11
02
06

11, 25
29
12
12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平季 ＄ 1419 1909 1556     2075

淡季 ＄ 1385 1875 1522    2041

1385＄起，11/12 日

编号 : 23597 编号 : 23585

旺季 ＄ 1511 2001 1653    2172

第1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台伯河岸区夜游。
欢迎来到罗马！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
店。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会的
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晚上, 
我们将带您前往台伯河岸区, 体验罗马人的日常生
活。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漫步, 探寻隐藏的宝藏, 比
如低调的中世纪教堂和有趣的纪念品小商店。您可以
在充满意大利风情的餐厅 (非正式西餐) 和小餐馆体验
当地传统美食。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提供国际美食的
餐厅。晚餐后返回酒店。

今日亮点: 多瑙河游船; 布达佩斯城市游览; 晚餐后
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并于11: 30左右抵
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带您探索这座  “多瑙河
明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 一侧是历
史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斯。享用午
餐, 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胜, 之后自由活
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用晚餐



布拉格

特雷維噴泉
罗马

第9天
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
BUDAPEST - BRATISLAVA - PRAGUE
今日亮点: 探索布拉迪斯拉发; 捷克风光; 布拉格晚餐后
接送。
早餐后乘车前往多瑙河沿岸的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
斯拉发。游览其迷人的历史中心, 并享用午餐。午餐后, 
乘车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抵达布拉格, 首先来到
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
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魅力。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10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首
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丰富的
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们将穿过
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晚
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享用
晚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1天
布拉格 PRAGUE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奥捷匈斯+德意
第1天至第10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11天
布拉格-劳夫-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PRAGUE - LAUF - WURZBURG - FRANKFURT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早餐后, 乘车前往德国。抵达巴伐利亚地区, 首先来到
佩格尼茨河畔的劳夫 (LAUF AN DERPEGNITZ) 。这座
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因其充满活力的市集广场和城堡
闻名。之后前往维尔茨堡, 享用午餐, 并参观这座美因
河畔的巴伐利亚城市。该市曾为主教辖区, 现今是一座
洋溢着活力与繁忙气息的大学城。继续前行, 抵达法兰
克福。探索这座历史名城, 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
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12天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早餐后, 行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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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布达

佩斯; 布拉格
• 游船:  威尼斯上岛游船; 特劳恩湖游船; 

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
河游船
 

• 门票:  罗马斗兽场;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
和穆拉诺水晶玻璃工坊; 布拉格城堡

• 缆车: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高山缆车
• 正餐: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晚餐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维也纳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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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及罗马卡
沃尔区回酒店;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
店;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布拉格
老
城广场回酒店



 
大教堂
马德里

蒙特塞拉特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西葡+英法西葡+英法
摩登欧洲摩登欧洲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西葡+英法
第1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接机回酒店; 晚间前往格兰大道 
 (Gran Vía) 。
欢迎来到马德里！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
会。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
随时查看。傍晚乘车前往埃及古庙 (Egyptian Debod 
Temple),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和格兰大道。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 遍布印度餐厅, 中餐馆, 西
班牙餐厅或中东餐厅, 您可以选择喜欢的餐厅就餐。

第2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马德里城市游览; 丽池公园 (the Retiro 
Park) 漫步;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Las Ventas bullring) 
; 晚餐后接送。
早晨开启马德里全景游览, 包括普拉多大道 (Paseo del 
Prado), 西贝莱斯广场 (Cibeles), 海神喷泉 (Neptuno), 阿
尔卡拉门 (Gate of Alcalá), 哥伦布广场 (Plaza de Colón) 
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还有市中心绿洲——丽池
公园的小湖和玻璃宫。接下来入内参观世界上最著名
的斗牛场之一——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包含门票) 。参
观斗牛博物馆, 了解斗牛表演的传统。下午自由活
动。傍晚提供前往马德里皇宫对面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的交通服务。这是一个优雅而又繁华的地段, 
遍布各式各样的美食餐厅, 如西班牙当地餐厅, 国际美
食及中餐厅, 享用晚餐, 餐后返回酒店。

第3天
马德里-萨拉戈萨-波夫莱特-蒙特塞拉特-巴塞罗那
MADRID - ZARAGOZA (SARAGOSSA) - POBLET - 
MONTSERRAT - BARCELONA
今日亮点: 波夫莱特修道院; 搭乘齿轮火车前往蒙特塞
拉特。
早晨穿过卡斯蒂利亚地区前往阿拉贡 (Aragón) 。中
途在萨拉戈萨稍作停留, 参观皮拉尔圣母教堂。随后
前往四周环绕着美丽城墙的波夫莱特修道院, 它是世
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修道院之一 (包含门票及
导游讲解) 。结束后前往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乘坐齿

轮火车上山, 欣赏沿途的奇妙景色。之后乘车前往巴
塞罗那。
温馨提示: 冬季昼短夜长, 11月至次年3月间, 为能在太
阳落山前参观蒙特塞拉, 我们将取消波夫莱特修道院
的行程。

第4天
巴塞罗那 BARCELONA
今日亮点: 巴塞罗那城市游览; 西班牙村 (Spanish 
Village) ; 兰布拉大街 (Las Ramblas) 晚间接送。
今天经验丰富的当地导游将带领我们 (温馨提示: 若
参团人数低于15人, 讲解将由我们自己的导游提供) , 
探索巴塞罗那这座地中海沿岸的伟大城市。参观其
历史中心以及建于中世纪的哥特社区。参观奥林匹
克运动会举办地, 以及参观由著名建筑大师高迪设计
的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接下来前往参观 “西班
牙村”  (Poble Espanyol或Spanish Village) , 这是一座露
天的建筑博物馆, 坐落于巴塞罗那最具象征意义的地
区之一。欣赏西班牙的精工细作, 探索不同区域的建
筑风格与风土人情。之后自由活动。傍晚我们提供
前往兰布拉大街和加泰罗尼亚广场地区的交通服务, 
您可以在这里享用晚餐, 之后返回酒店。

第5天
巴塞罗那-巴黎 BARCELONA - PARIS
今日亮点: 高铁站送站; 巴黎蒙马特晚间接送。
早餐后, 乘车前往火车站, 搭乘高铁前往巴黎。在舒适
的高铁上享受沿途美景, 车程共计6小时30分。抵达巴
黎后, 前往酒店。傍晚, 前往蒙马特地区。蒙马特因其
画家, 艺术家以及歌舞表演而闻名, 于供应各式菜肴的
餐厅中落座, 在晚餐中感受这个奇妙美丽的地区。之
后搭乘缆车登上山顶, 欣赏巴黎的非凡夜景。乘车返
回酒店。
温馨提示: 只有当人数达到15人以上时, 导游才会陪同
团队乘坐高铁。

第6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
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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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亞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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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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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起，10/12 日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淡季 ＄ 1317 1901 1568    2269

平季 ＄ 1459 2052 1739     2440

方案一
ID: 23586

方案二
ID: 23638

旺季 ＄ 1493 2086 1761    2462



坎特伯雷大教堂
肯特

参考酒店

温馨提醒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火车行李限重20KG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
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
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
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
往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
就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
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7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
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
区酒店。

第8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
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
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
雷, 游览其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
到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
多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9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等
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和白
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队交接
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动。晚
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
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选
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0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卡姆登区 (Camden district)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
馆。
午餐时间, 前往卡姆登区, 这里拥有伦敦最多样化和最
繁华的街边市场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承载世界
各地文化的文物。自由活动, 行程到此结束。

(方案二) 摩登欧洲
第1天至第9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10天
伦敦-科尔切斯特- (夜邮轮) 
LONDON - COLCHESTER -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山区风光; 邮轮。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
馆。
午餐时间, 前往卡姆登区, 这里是伦敦最多样化和最繁
华的街边市场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承载世界各
地文化的文物, 自由活动。大约下午4点, 前往英格兰
最古老的城市——科尔切斯特, 自由漫步。之后前往
哈威奇搭乘夜邮轮前往荷兰。
温馨提示: 由于邮轮舱位有限, 如遇满舱, 我们将改变
路线: 下午3点由伦敦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前往比利
时, 夜宿安特卫普。

第11天
 (夜游轮) -沃伦丹-阿姆斯特丹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 VOLENDAM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 (Volendam) ;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览。
早晨8点左右抵达荷兰角港 (Hoek Van Holland) , 接下
来在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稍作停留, 之后驱车
前往阿姆斯特丹。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游览行程将徒
步完成,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我
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 (Rembrandtplein) , 这里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晚餐。

第12天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马德里; 波夫莱特; 巴塞罗那; 

巴黎; 伦敦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马德里埃及古庙, 西班牙广

场, 格兰大道, 东方广场回酒店; 巴塞罗
那兰布拉大街, 加泰罗尼亚广场回酒店; 
巴黎Latin Quarter区回酒店; 伦敦塔, 莱斯
特或Soho区回酒店

• 门票: 马德里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波夫莱
特修道院; 巴塞罗那西班牙村; 巴黎埃菲
尔铁塔二层登塔

• 火车: 蒙特塞拉特齿轨火车
• 渡轮: 法国加莱-英国多佛
• 高铁: 巴塞罗那-巴黎高铁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阿姆斯特丹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马德里埃及古庙, 西班牙广

场, 格兰大道; 马德里东方广场; 巴塞罗
那兰布拉大街, 加泰罗尼亚广场; 巴黎拉
丁区回酒店;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斯特
或Soho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
场回酒店

• 门票: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波夫莱特修道
院; 巴萨罗那西班牙村; 巴黎艾菲尔铁塔
二层登塔;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 火车: 蒙特塞拉特
• 渡轮: 英国哈威奇-荷兰角港
• 高铁: 巴塞罗那-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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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波罗的海三国北欧+波罗的海三国 方案一

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兰 方案二

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德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德 方案三

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德捷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德捷 方案四

(方案一) 北欧+波罗的海三国
第1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抵达斯德哥尔摩;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并入
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光。
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务
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德哥尔摩。接下来, 自由活动, 建议前往博物馆和公园, 
尤其推荐瓦萨沉船博物馆和市政厅。

第3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全天在斯德哥尔摩自由活动。晚上登上前往芬
兰的邮轮, 入住带有独立卫浴的双人客舱。

第4天
 (邮轮) -纳坦利-赫尔辛基
STOCKHOLM - TURKU FERRY - NAANTALI - HELSINKI
今日亮点: 森林, 湖泊, 宜人的自然风光。
抵达芬兰前, 建议您早起来甲板看日出。在邮轮沿奥
兰群岛航行时, 欣赏迷人的海景。奥兰群岛由森林覆
盖着的数百个岛屿组成。邮轮抵达芬兰土库, 陆续下
船, 漫步游览深受瑞典风格影响的土库。乘车前往不
远处的纳坦利, 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有着许多海
边小木屋。接下来前往赫尔辛基, 抵达后享用午餐。
午餐后赫尔辛基自由活动, 您可游览其古老的市场, 受
俄罗斯风格影响的建筑等。

第5天
赫尔辛基-邮轮-塔林
HELSINKI - HELSINKI - TALLINN FERRY - TALLINN 
今日亮点: 在离开赫尔辛基的船上, 欣赏海边美丽的
风景。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尔辛
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自由漫步, 您可以通过步

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之后乘船前往爱沙尼亚, 在2小时
30分的航程中, 您将会欣赏到周边小岛的美丽风景。

第6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塔林城市游览。
作为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是一个惊艳的中世纪城市, 
市中心保存完好。我们将游览整座城市, 城墙, 教堂, 
广场以及中世纪街道。下午自由活动。

第7天
塔林 TALLIN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兰
第1天至第6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7天
塔林-帕尔努-图雷达-里加
TALLINN - PARNU - TURAIDA - RIGA
今日亮点: 沿途欣赏广袤的森林以及乡间小镇; 图雷达
城堡 (Turaida castle) ; 午餐。
今天将穿过森林和平原, 来到著名的温泉之城帕尔
努。随后前往拉脱维亚。图雷达城堡是一座中世纪
城堡, 被一座大型公园围绕, 里面有拉脱维亚民俗雕
塑。午餐后前往参观锡尔古达, 它号称 “拉脱维亚的
瑞士” 。随后前往里加, 于下午抵达。

第8天
里加 RIGA
今日亮点: 里加城市游览。
欣赏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美景。它是波罗的海国家
中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更加现代, 很好地保留了苏维埃
统治时期的风格。下午自由活动。

第9天
里加-隆黛尔-维尔纽斯
RIGA - RUNDALE - VILNIUS
今日亮点: 隆黛尔宫 (Rundale palace) ; 十字架山 (Hill 
of crosses) ; 特拉凯城堡 (Trakai castle) ; 午餐。
清晨, 出发前往立陶宛, 途中参观巴洛克式的隆黛尔
宫, 它和俄罗斯冬宫均出自天才设计师拉斯特雷利之
手。之后进入立陶宛, 这个国家深受天主教的影响, 其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之地就是十字架山, 成千上万
大大小小的十字架矗立在这里。沿途享用午餐。之
后前往参观特拉凯城堡, 这座华丽的城堡位于维尔纽
斯附近一个湖中小岛上。抵达维尔纽斯, 结束一天的
行程。
温馨提示: 受日照时间影响, 我们可能会在周三城市游
览之后, 前往参观特拉凯城堡。1010

方案二 ,三, 四

每人价格

出发日期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 1910 2759 2115 3078

＄ 1841 2690 2029 2992

2304, 1801, 291224

23
04, 18
01, 29

12
24

今天我们将全景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3个岛
屿组成, 它们相互连通。我们将游览老城, 它又被称为 
“桥梁架起的城市” 。这里充满生气与活力, 有许多
饱含纪念意义的建筑, 如坐落于大广场上的大教堂和
皇宫, 以及诺贝尔博物馆,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在这里
领奖。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从峡湾街观景台来俯瞰斯

＄ 844 1329 1539 2280

＄ 884 1369 1590 2331

23

方案一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04, 18
01, 29

19
24

844＄起，7/12/15/17 日

旺季 ＄ 918 1403 1613 2354

旺季 ＄ 1910 2759 2120 3083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方案一
ID: 23595

方案二
ID: 23591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方案三
ID: 23589

方案四
ID: 2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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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天
维尔纽斯 VILNIUS
今日亮点: 维尔纽斯城市游览。
维尔纽斯建于七座小丘上, 被称为 “东方的罗马” 。
参观市中心的巴洛克式教堂, 城墙, 城堡, 街市以及沿街
的1200座中世纪房屋。下午自由活动。

第11天
维尔纽斯-格鲁塔斯公园-奥古斯图夫-华沙 
VILNIUS - GRUTAS PARK - AUGUSTOW - WARSAW
今日亮点: 格鲁塔斯公园 (GRUTAS PARK) 。
今天我们将前往波兰。首先游览格鲁塔斯公园, 即人们
所熟知的 “斯大林世界” , 里面有86座苏维埃时期的
雕像。中午在奥古斯图夫迷人的湖边小镇享用午餐, 之
后继续前往波兰中心地区。傍晚抵达华沙。

第12天
华沙WARSAW
今日亮点: 华沙城市游览。
今天开始游览华沙, 参观其老城区, 王宫, 犹太英雄纪念
碑 (Ghetto Heroes Monument) 和瓦津基公园 (Lazienki 
Park) 。之后自由活动, 可以随心漫步一番。

(方案三) 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德
第1天至第11天行程同方案二
第12天
华沙-波兹南 WARSAW - POZNAN
今日亮点: 华沙城市游览。
今天开始游览华沙, 首先参观其老城区, 王宫, 犹太英雄
纪念碑 (Ghetto Heroes Monument) 和瓦津基公园 
(Lazienki Park) 。之后自由活动, 享用午餐。大约15: 00, 
前往波美拉尼亚地区 (Pomerania) , 抵达波兹南, 这是一
个十分活跃的城市, 有着宽阔的主广场和绝佳的氛围, 
花点时间来探索这座城市。

第13天
波兹南-柏林 POZNAN - BERLIN
早晨乘车前往柏林, 约上午11点30抵达柏林。

第14天
柏林 BERLIN
今日亮点: 柏林城市观光——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
林墙博物馆。
今天, 导游将带领我们探索这座非凡的德国首都, 感受

当地的文化。我们将依次参观其历史中心, 博物馆岛, 
国会大厦, 勃兰登堡门以及城市公园。之后前往柏林大
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馆。通过参观, 我们切身感受
这座城市在20世纪所经历的磨难。随后可自由活动。
傍晚来到充满活力的康德大街 (Kanstrasse) , 在这里你
可以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包括印度餐, 中餐, 意
餐, 德餐等)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15天
柏林BERLI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四) 北欧+波罗的海三国+波德捷
第1天至第14天行程同方案三
第15天
柏林-德累斯顿-布拉格 
BERLIN - DRESDEN - PRAGUE
今日亮点: 德累斯顿城市游览; 布拉格晚餐后接送服
务。
早餐后, 乘车穿过森林前往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已成为
德国主要旅行目的地之一, 这里有许多卓越的建筑及艺
术遗产, 您将有充足的时间来探索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
宫殿。选择您喜欢的餐厅或咖啡馆享用午餐, 午餐后, 
驱车前往捷克布拉格。
抵达布拉格, 首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旅行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
魅力。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16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
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
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
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晚
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享用
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7天
布拉格 PRAGUE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温馨提醒

北欧地理位置邻近北极，夏天日照
时间长，冬天寒冷日照时间短。

赫尔辛基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斯德哥尔摩; 塔林 
• 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游船
• 邮轮: 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芬兰赫尔辛基-爱沙尼亚塔林邮轮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斯德哥尔摩; 塔林; 里加; 维尔

纽斯; 华沙
• 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游船
• 夜间接送服务: 柏林康德大街回酒店
• 门票: 图雷达城堡; 隆黛尔宫; 特拉凯城

堡; 格鲁塔斯公园
• 正餐: 图雷达午餐; 隆黛尔午餐

(方案三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柏林
• 门票: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

物 馆
• 邮轮: 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芬兰赫尔辛基-爱沙尼亚塔林邮轮

(方案四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柏林; 布拉格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 夜间接送服务: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 门票: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

馆; 布拉格城堡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柏林

1111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EU
RO

PA
M

U
N

D
O

 T
O

U
RS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基茨比厄尔
奧地利

布拉迪斯拉发
斯洛伐克

newnew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布拉格+慕尼黑+奥地利布拉格+慕尼黑+奥地利 方案一

东欧低语东欧低语 方案二

奥捷匈斯+德国奥捷匈斯+德国 方案三

(方案一) 布拉格+慕尼黑+奥地利 黑。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边, 可以参观到充满未来感的
宝马世界 (BMW Welt) , 这座迷人的建筑中承办着宝
马汽车各式的展览。随后, 享用午餐并在历史城区漫
步。下午, 驱车前往奥地利, 于晚间抵达因斯布鲁克, 
在老城区 “金色屋顶” 附近享用饭餐。

第4天
因斯布鲁克-基茨比厄尔INNSBRUCK - KITZBUHEL
今日亮点: 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美丽的自然景观; 晚餐。
今天我们将参观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著名的水晶之
乡。游览奇妙的水晶花园, 了解水晶的制作过程。漫
步因斯布鲁克的历史中心漫步。之后沿山脉间风景
优美的公路前往基茨比厄尔。基茨比厄尔是一座风
景如画的高山小镇, 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 全年大
部分时间都可见降雪。自由活动, 并享用晚餐 (可选
素食) 。

第5天
基茨比厄尔-萨尔斯堡-维也纳 
KITZBUHEL - SALZBURG - VIENNA 
今日亮点: 高山缆车; 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 自
然风光; 特劳恩湖游船。
早餐后, 搭乘高山缆车前往基茨比厄尔周边高山, 这里
一年中有9个月都会下雪, 风景很是奇妙。在夏季, 若
有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 “高山花园” 。继续奥地利
探索之旅, 穿过一座座山, 抵达萨尔斯堡。萨尔斯堡的
历史老城已被列入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导游将
带领我们穿过其间一条条漂亮的街道。接下来, 途经
山川湖泊, 前往奥地利著名的朝圣地——圣沃尔夫
冈。之后前往特劳恩基兴(TRAUNKIRCHEN) , 乘坐
特劳恩湖 (Traunsee Lake) 游船欣赏格蒙登 
(GMUNDEN) 的四座城堡。傍晚, 乘车前往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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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2
06
18

01, 15
12
03
07

12, 26
30
13
13

因斯布鲁克
奥地利

第1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接机; 老城广场餐后接送。
欢迎来到布拉格！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
查看。晚些时候我们将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
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
格的魅力。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 晚餐后返回
酒店。

第2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丰
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们
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瓦河
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
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
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3天
布拉格-慕尼黑-因斯布鲁克
PRAGUE - MUNICH - INNSBRUCK 
今日亮点: 宝马世界; 因斯布鲁克老城。
早晨, 我们将前往巴伐利亚地区, 并于正午抵达慕尼

淡季 ＄ 792    1110  923 1271 980 1328

平季 ＄ 809     1117   923 1271 980    1328

792＄起，7/8/8 日

旺季 ＄ 849    1157 969 1317  1026  1374

ID: 23642  ID: 23607  ID: 23596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布达佩斯

参考酒店

萨尔斯堡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第8天
布达佩斯 BUDAPEST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布拉格; 维也纳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特劳恩湖

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维

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店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慕尼黑宝马世界; 施

华洛世奇水晶博物馆 
• 缆车: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高山缆车
• 正餐: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晚餐

(方案二/方案三 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布达佩斯
• 游船: 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宝马世界; 施华洛世奇

水晶博物馆

1innsbruck
1 kitzbuhel

2 vienna
1 budapest

prague
2

1313

今日亮点: 探索布拉迪斯拉发; 捷克风光。
早餐后乘车前往多瑙河沿岸的斯洛伐克首都——布
拉迪斯拉发。游览其迷人的历史中心, 并享用午餐。
午餐后, 乘车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傍晚抵达布
拉格, 行程到此结束。请核对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
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方案三) 奥捷匈斯+德国
第1天至第6天行程同方案二
第8天
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 
BUDAPEST - BRATISLAVA - PRAGUE

第6天
维也纳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让人印象
深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 漫步于阳关大道及充
满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
冶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
广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在那里享用晚餐。

第7天
维也纳VIENNA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东欧低语
第1天至第6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7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今日亮点:多瑙河游船;布达佩斯城市游览;晚餐后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并于11: 30左右抵
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带您探索这座  “多瑙
河明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 一侧是
历史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斯。享用
午餐, 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胜, 之后自由活
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用晚餐。

• 晚饭后接送: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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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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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L I N E

奥匈捷+德国奥匈捷+德国
摩登欧洲摩登欧洲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奥匈捷+德国
第1天
柏林 BERLIN
今日亮点: 抵达柏林;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并入
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光。
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务
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包括印度餐, 中餐, 意餐, 
德餐等)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3天
柏林-德累斯顿-布拉格 
BERLIN - DRESDEN - PRAGUE 
今日亮点: 德累斯顿城市游览; 布拉格晚餐后接送
服务。
早餐后, 乘车穿过森林前往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已
成为德国主要旅行目的地之一, 这里有许多卓越的
建筑及艺术遗产, 您将有充足的时间来探索这里令
人印象深刻的宫殿。选择您喜欢的餐厅或咖啡馆
享用午餐, 午餐后, 驱车前往捷克布拉格。
抵达布拉格, 首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旅行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
的魅力。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4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
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

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
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
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
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5天
布拉格-慕尼黑-因斯布鲁克
PRAGUE - MUNICH - INNSBRUCK  
今日亮点: 宝马世界; 因斯布鲁克老城。
早晨, 我们将前往巴伐利亚地区, 并于正午抵达慕尼
黑。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边, 可以参观到充满未来感的
宝马世界 (BMW Welt) , 这座迷人的建筑中承办着宝
马汽车各式的展览。随后, 享用午餐并在历史城区漫
步。下午, 驱车前往奥地利, 于晚间抵达因斯布鲁克, 
在老城区 “金色屋顶” 附近享用饭餐。

第6天
因斯布鲁克-基茨比厄尔INNSBRUCK - KITZBUHEL
今日亮点: 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美丽的自然景观; 晚
餐。
今天我们将参观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著名的水晶之
乡。游览奇妙的水晶花园, 了解水晶的制作过程。漫
步因斯布鲁克的历史中心漫步。之后沿山脉间风景
优美的公路前往基茨比厄尔。基茨比厄尔是一座风
景如画的高山小镇, 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 全年大
部分时间都可见降雪。自由活动, 并享用晚餐 (可选
素食) 。

第7天
基茨比厄尔-萨尔斯堡-维也纳 
KITZBUHEL - SALZBURG - VIENNA
今日亮点: 高山缆车; 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 自
然风光; 特劳恩湖游船。
早餐后, 搭乘高山缆车前往基茨比厄尔周边高山, 这里
一年中有9个月都会下雪, 风景很是奇妙。在夏季, 若
有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 “高山花园” 。继续奥地利
探索之旅, 穿过一座座山, 抵达萨尔斯堡。萨尔斯堡的
历史老城已被列入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导游将
带领我们穿过其间一条条漂亮的街道。接下来, 途经
山川湖泊, 前往奥地利著名的朝圣地——圣沃尔夫
冈。之后前往特劳恩基兴 (TRAUNKIRCHEN) , 乘坐
特劳恩湖 (Traunsee Lake) 游船欣赏格蒙登 
(GMUNDEN) 的四座城堡。傍晚, 乘车前往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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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鐘
布拉格

德累斯顿
德国

2022年4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30
04

16, 30
13
10
01
05

10, 24
28
11
11

1163＄起，10/11 日

第2天
柏林 BERLIN
今日亮点: 柏林城市观光——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
林墙博物馆。
今天, 导游将带领我们探索这座非凡的德国首都城市, 
感受当地的文化。我们将依次参观其历史中心, 博物
馆岛, 国会大厦, 勃兰登堡门以及城市公园。之后前往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馆。通过参观, 我们
将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在20世纪所经历的磨难。傍晚
来到充满活力的康德大街 (Kanstrasse) , 在这里你可以

淡季 ＄ 1163 1608 1482    1989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 1163 1608 1505     2012

旺季 ＄ 1220 1665 1528    2035

方案一
ID: 23593

方案二
ID:  23636 



参考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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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奧地利

可以在搭乘下一段缆车前来一杯咖啡。沿着蜿蜒的
小径徒步, 最终到达 “悬崖栈道” 。勇敢登上悬崖栈
道, 在壮丽宏伟的风景中漫步, 欣赏周围的雪山冰川, 
之后在山顶享用午餐 (报价包含午餐) 。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往瑞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卢塞恩。晚上, 自由漫步, 享受私人时光并享用晚餐, 
然后驱车返回苏黎世的酒店。

第8天
苏黎世-伯尔尼-巴黎 
ZURICH - BERNE - PARIS
今日亮点: 探索瑞士首都——伯尔尼。
乘车前往伯尔尼, 欣赏沿途如画般的风景。伯尔尼
是建在阿勒河弯道周围的一座联邦城市, 旧城区保
存有许多中世纪建筑。停下来, 散散步。随后, 我们
将前往法国。途中, 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湖景。晚上
抵达巴黎。

第9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
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
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
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
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
往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
就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
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10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同您前往BENLUX免
税店, 该店为巴黎最知名, 品牌最齐全的免税店之一。
温馨提示: 有兴趣的话, 也可选择自费项目——迪士尼
乐园。

第11天
巴黎 PARIS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行

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柏林; 布拉格; 维也纳; 布达佩斯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特劳恩湖游

 

• 门票: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馆; 
布拉格城堡; 宝马世界; 施华洛世奇水晶
博物馆

• 缆车: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高山缆车
• 正餐: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晚餐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柏林; 布拉格; 巴黎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巴黎塞纳

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柏林康德大街回酒店; 布拉格

老城广场回酒店
• 门票: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馆; 

布拉格城堡; 慕尼黑宝马世界; 施华洛世
奇水晶博物馆; 巴黎埃菲尔铁塔二层登塔

• 缆车: 格林瓦尔德first缆车
• 正餐: 卢塞恩午餐

berlin

innsbruck

zurich
12

kitzbuhel
1

prague2

paris3 vienna
2

budapest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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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门
巴黎第8天

维也纳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让人印象
深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 漫步于阳关大道及充
满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
冶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
广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在那里享用晚餐。

第9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今日亮点: 多瑙河游船; 布达佩斯城市游览; 晚餐后
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并于11: 30左右抵
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带您探索这座  “多瑙
河明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 一侧是
历史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斯。享用
午餐, 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胜, 之后自由活
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用晚餐。

第10天
布达佩斯 BUDAPEST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摩登欧洲
第1天至第5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6天
因斯布鲁克-苏黎世INNSBRUCK - ZURICH 
今日亮点: 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美丽的自然景观; 搭乘
火车。
我们今天将首先参观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著名的水晶
之乡。游览奇妙的水晶花园, 了解水晶的制作过程。
随后, 在前往苏黎世之前, 可以漫步一番, 欣赏美丽的
风景。抵达苏黎世后, 我们将在河畔边的历史城区落
座就餐, 于众多国际美食中享受夜晚。
温馨提示: 在某些情况下, 因斯布鲁克-苏黎世可以乘
坐火车。

第7天
苏黎世-卢塞恩-苏黎世 
ZURICH - LUCERNE - ZURICH
今日亮点: 美丽的自然景观; 格林德瓦菲斯特(first) 峰
上山缆车; 山顶午餐。
今天, 我们将欣赏到高山湖泊等美丽的自然景观, 特别
是因特拉肯地区令人赞叹的自然风光。搭乘格林德
瓦first缆车上山, 首先我们将在格林德瓦稍作停留, 您

船;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柏林康德大街回酒店; 布拉

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
酒店;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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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典俄罗斯经典
第1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抵达圣彼得堡;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 抵达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
您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
光。请注意查看酒店接待区信息板, 确认接下来您将
享有的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
姓名等。

第2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圣彼得堡全景导览; 彼得保罗要塞; 彼得夏宫。
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 我们开始游览这座美丽的城
市。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 涅瓦河口, 建在近40

个岛屿上, 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也曾是俄帝国的首
都。城中的博物馆, 宫殿及其他城市建筑向我们诉说
着沙皇俄国的历史。彼得保罗要塞 (包含门票) 是当初
建设圣彼得堡最重要的基础。城市周边还有许多宫
殿, 在导游陪同下前往参观被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
产的彼德宫——夏宫 (包含门票) 。由于豪华壮丽的建
筑及无与伦比的喷泉, 又被誉为 “俄罗斯的凡尔赛
宫”, 曾经也是沙皇的居所。

第3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Hermitage Museum) 。
今天我们将前往参观艾尔米塔什这座伟大的博物
馆, 博物馆坐落在曾作为沙皇冬宫 (包含门票) 的建
筑群中。下午自由活动, 享受放松的闲暇时光。

温馨提醒
俄 罗 斯 地 理 位 置 邻 近 北 极 ， 夏 天 日 照 时 间
长，冬天寒冷日照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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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維爾
俄罗斯

圣彼得堡夏宫
俄罗斯

＄ 1568 2269 

＄ 1414 2115

双人间 单人间

＄ 1636 2337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9
10, 24

07
04
30

1414＄起，9 日

旺季
平季
淡季

ID: 23600



苏兹达尔
俄罗斯

第4天
圣彼得堡-诺夫哥罗德-瓦尔代-特维尔 
ST. PETERSBURG - NOVGOROD - VALDAY - TVER
今日亮点: 俄罗斯平原; 林地和湖区; 诺夫哥罗德; 
晚餐。
我们出发前往诺夫哥罗德, 它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
和文化中心之一, 参观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 (包含官
导和门票), 旧市场区和雅罗斯拉夫庭 (Yaroslav’s 
Court) 。享用午餐, 之后前往风景如画的湖边小镇瓦
尔代, 参观湖心小岛上一座古老的修道院, 之后前往特
维尔。享用晚餐。

第5天
特维尔-谢尔盖耶夫-帕萨德-苏兹达尔
TVER - SERGEI POSAD - SUZDAL  
今日亮点: 沿狭窄的乡间小路前行, 饱览乡间小镇美
景; 柴可夫斯基故居; 午餐。
特维尔坐落于伏尔加河上游沿岸, 曾是特维尔公国的
都城, 莫斯科公国最大的竞争者。接下来, 前往游览金
环小镇。在克林小镇稍作停留, 参观杰出作曲家柴可
夫斯基的故居 (包含门票) 。之后继续前往谢尔盖耶
夫, 参观被俄罗斯人视为重要的精神中心的圣三一修
道院。享用午餐, 午餐后, 继续沿金环之路行驶, 穿过
金环历史名镇, 来到亚历山大罗夫, 这里的克里姆林宫
是专门为 “恐怖大帝” 伊凡四世而修建。继续前行
来到苏兹达尔。晚餐中欣赏巴拉莱卡表演 (若参团人
数少于15人, 则不含表演) 。

第6天
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莫斯科
SUZDAL - VLADIMIR - MOSCOW
今日亮点: 苏兹达尔游览; 午餐。
早晨我们将前往参观俄罗斯套娃的制作与绘画, 并有
机会亲自体验为套娃着色。之后游览公认最美丽的

金环小镇——苏兹达尔。蜿蜒的运河, 盛放的鲜花和
圆顶建筑赋予这座小镇浓浓的童话气息。我们将参
观木制建筑与人民生活博物馆, 该博物馆完整呈现了
古代俄罗斯人乡村生活的真实风貌, 这里坐落着圆木
民居, 磨坊以及变形大教堂等各式建筑。在St Eugen修
道院欣赏钟声音乐会。之后前往弗拉基米尔, 参观宏
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享用午餐, 继续前往莫斯科。

第7天
莫斯科 MOSCOW
今日亮点: 莫斯科城市游览, 含克里姆林宫及其主要教
堂入内参观。
今天我们将游览俄罗斯伟大的首都——莫斯科。这
座城市非常巧妙的将过去, 现在与未来相融合。游览
宽阔的阳光大道, 优雅的购物区, 列宁墓所在的红场, 
圣瓦西里大教堂以及救世主大教堂。入内参观克里
姆林宫, 及其中两个著名的大教堂。如果幸运的话, 我
们还将看到 (但无法保证) 克里姆林宫教堂广场阅兵
仪式。下午自由活动。

第8天
莫斯科 MOSCOW
今日亮点: 俯瞰莫斯科;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
今天我们将详细的了解俄罗斯及其首都莫斯科的历
史。途径莫斯科大学对面的观景台, 在新婚夫妇摆满
盛开鲜花的这个地方, 俯瞰整个莫斯科的风景。 (注
意: 我们将在周六游览结束后登上观景台, 而非周日) 
。之后入内参观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 (包含门票) , 
进一步了解苏联时期的历史。下午自由活动。

第9天
莫斯科 MOSCOW
早餐后, 行程结束。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行

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送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圣彼得堡; 诺夫哥罗德; 特维尔; 

苏兹达尔; 莫斯科
• 市郊游览: 圣彼得堡夏宫
• 门票: 彼得保罗要塞; 夏宫和艾尔米塔什博

物馆; 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 瓦尔代岛修道
院; 克林柴可夫斯基故居; 苏兹达尔俄罗斯
套娃工坊; 木制建筑与人民生活博物馆; 变
形大教堂; St Eugen修道院; 弗拉基米尔圣
母升天大教堂;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及主要
教堂;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

• 4顿午餐: 诺夫哥罗德; 谢尔盖耶夫-帕萨
德; 苏兹达尔; 弗拉基米尔

• 2顿晚餐: 特维尔; 苏兹达尔

st. petersburg

moscow 3

suzdal 1
tver 1

3

EUROPA
M

UN
DO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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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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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地 方案二

深度探索法国深度探索法国 方案三

第2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 蒙马特地区。
在导游的讲解中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其悠
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
遗迹。
晚些时候前往蒙马特地区。蒙马特因其画家, 艺术家
以及歌舞表演而闻名。于供应各式菜肴的餐厅中落
座, 在午餐中感受这个奇妙美丽的地区。之后可返回
酒店, 或自由活动。

第3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凡尔赛宫。
今天我们将乘车前往凡尔赛宫, 欣赏宏伟的宫殿及美
丽的花园。下午自由活动。

第4天
巴黎-鲁昂-阿罗芒什-卡昂
PARIS - ROUEN - ARROMANCHES - CAEN
今日亮点 :  莫奈故居; 鲁昂; 诺曼底登陆中抢滩登
陆点。
今天我们将提早出发, 前往诺曼底。途径吉维尼
(GIVERNY) 小镇, 参观莫奈故居及花园 (包含门票) 。
我们平日所说的印象派艺术, 其艺术中心就在诺曼
底。继续前行, 抵达诺曼底的首府鲁昂, 漫步于中世纪
的街道和教堂中, 享用午餐。继续乘车前往阿罗芒什, 
踏足这里的海滩, 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
录。之后, 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卡昂。抵达后, 在
市中心自由活动。

第5天
卡昂-圣米歇尔山-圣马洛-迪南-雷恩
CAEN - MONT ST. MICHEL - ST. MALO - DINAN - 
RENNES 
今日亮点: 圣米歇尔山; 布列塔尼大区。
首先出发前往圣米歇尔山, 参观这座位于岛上的修道
院。之后前往位于布列塔尼大区的圣马洛, 一座被坚
固城墙守卫着的城市。稍作停留, 享用午餐。下午, 乘
车前往游览美丽的布列塔尼小镇迪南。随后前往布
列塔尼首府雷恩, 游览丰富有趣, 极具纪念意义的历史
中心。

第6天
雷恩-昂热-图尔-维朗德里-昂布瓦斯
RENNES - ANGERS - TOURS - VILLANDRY - AMBOISE
今日亮点: 卢瓦尔河谷以及城堡游览; 晚餐。
早晨, 出发前往昂热城堡。若您感兴趣, 可以参观城堡
里世界上最大的中世纪挂毯——约翰启示录挂毯。
随后前往卢瓦尔河谷地区, 抵达其首府——图尔, 在城
中漫步并享用午餐。下午, 参观因城堡花园 (包含门
票) 与园内的鲜花而闻名的维朗德里城堡。结束后前
往极具趣味的中世纪小镇昂布瓦斯。享用晚餐 (报价
包含晚餐) 。

温馨提示: 如遇满房, 将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入住图尔
酒店。

第7天
昂布瓦斯-舍农索堡-香波堡-巴黎
AMBOISE - CHENONCEAUX - CHAMBORD - PARIS
今日亮点: 卢瓦尔河谷城堡。
今天,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卢瓦尔河谷。首先徒步穿过
昂布瓦斯前往克洛吕斯城堡 (Clos Lucé mansion, 达
芬奇曾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时光。之后进
一步深入探索卢瓦尔河谷, 参观建立在卢瓦尔河的支
流谢尔河上的舍农索堡 (包含门票) 。接下来前往参
观卢瓦尔河谷最壮观的城堡——香波堡 (包含公园入
园门票) 。随后出发前往巴黎, 于18: 00左右到达并结
束本次行程。
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方案二) 法国一地
第1天至第6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7天
昂布瓦斯-舍农索堡-香波堡-利摩日
AMBOISE - CHENONCEAUX - CHAMBORD - LIMOGES
今日亮点: 卢瓦尔河谷城堡。
今天,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卢瓦尔河谷。首先在徒步穿
过昂布瓦斯前往克洛吕斯城堡 (Clos Lucé mansion) , 
达芬奇曾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三年短暂的时光。
之后参观建立在卢瓦尔河的支流谢尔河上的舍农索
堡 (包含门票) , 进一步深入探索卢瓦尔河谷。接下来
前往参观卢瓦尔河谷最壮观的城堡——香波堡 (包含
公园入园门票) 。之后前往法国中部地区, 在克勒斯
河畔阿让通 (ARGENTON SUR CREUSE) 稍作停留, 这
是一座克勒兹 (Creuse River) 河畔的中世纪小镇。继
续前往以瓷器闻名的利摩日, 您可以在市中心漫步, 欣
赏宏伟的大教堂。

第8天
利摩日-萨拉-贝纳克-罗卡马杜尔
LIMOGES - SARLAT - BEYNAC - ROCAMADOUR
今日亮点: 多尔多涅河谷 (Dordogne Valley) 地区令
人难忘的乡村小镇; 拉斯科洞穴博物馆; 贝纳克的中世
纪城堡; 晚餐。
由利摩日出发前往多尔多涅省。很少有其他地区能
像多尔多涅这样, 拥有美丽多彩, 令人留恋的乡村小
镇。首先抵达拉斯科 (LASCAUX)  (包含拉斯科洞穴
博物馆门票, 洞穴复制品) 。我们将通过丰富精彩的
璧画遗迹, 了解该遗址的史前文化。之后前往萨拉世
界遗产小镇, 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中心至今保存完
好。留出一些时间在此漫步, 并享用午餐。贝纳克城
堡 (包含门票) 建立于中世纪, 地理位置优越, 可以俯瞰
整个多尔多涅河。之后前往罗卡马杜尔, 罗卡马杜尔
是一座矗立在悬崖上的小村庄, 庄严地俯瞰着群山之
中的阿尔祖河谷。建议您沿十字路口向下走, 之后再
乘电梯返回。享用晚餐。

第9天
罗卡马杜尔-帕迪拉克-红宝石古镇-圣埃美隆-波尔多
ROCAMADOUR - PADIRAC - COLLONGE LA ROUGE - 
ST EMILION - BORDEAUX
今日亮点: 帕迪拉克深洞; 法国南部地区及酿酒师。
今天我们将参观令人叹为观止的帕迪拉克深洞, 在地
下75米处乘坐地下河游船参观洞内。之后前往法国
最美丽的村庄红宝石古镇 (COLLONGE LA ROUGE) , 
无与伦比的红色砂岩是其独特的标志。享用午餐,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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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地

第1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抵达机场; 接机前往酒店。
欢迎来到巴黎！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送您
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
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 

法国我的爱 方案一法国我的爱

(方案一) 法国我的爱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淡季 ＄ -

969＄起，7/10/14 日

卢瓦爾河谷

15, 29
17
14
04

02, 16, 30

平季 ＄ 969   1499  1607  2285 2189  3124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2103  3038

旺季 ＄ 986  1516  1607  2285 2229  3164

方案一
ID: 23614

方案二
ID: 23616

方案三
ID: 23612



吉維尼莫奈的花園
法國

法國

后乘车前往波尔多葡萄酒中心产区——圣埃美隆。
漫步圣埃美隆, 之后继续前往波尔多。
温馨提示: 帕迪拉克深洞可能会在11月份由于天气原
因不对外开放。

第10天
波尔多-巴黎 BORDEAUS - PARIS
今日亮点: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乘坐高铁抵达巴黎。
波尔多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里您将感叹于 “水镜” 广场的魅力, 漫步于老城
广场的步行街上, 穿梭于11世纪的大教堂间。之后参
观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包含门票, 以及免费西班牙
语, 法语或英语电子导览)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是
一间交互式博物馆, 讲述着葡萄酒的历史及其生产技
术, 令人印象深刻。还可以从观景台360°观赏波尔多
的美景, 顺便品尝一款可口的葡萄酒。稍后, 在加隆 
(Garonne River) 河畔自由活动, 在周边的小餐馆里享
用午餐。随后乘坐现代化高铁,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
间里穿越500公里, 从波尔多抵达巴黎列车站。服务到
此结束。
温馨提示: 如果在巴黎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车站到酒店
的接送服务将不包含在报价内。

(方案三) 深度探索法国
第1天至第9天行程同方案二
第10天
波尔多-卢尔德 BORDEAUS - LOURDES
今日亮点: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卢尔德; 晚餐。
波尔多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里您将感叹于 “水镜” 广场的魅力, 漫步于老城
广场的步行街上, 穿梭于11世纪的大教堂间。参观波
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包含门票, 以及免费西班牙语, 法
语或英语电子导览)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是一间交
互式博物馆, 这里讲述着葡萄酒的历史及其生产技术, 
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还可以从观景台360°观赏波尔
多的美景, 顺便品尝一款可口的葡萄酒。稍后, 在加隆 
(Garonne River) 河畔自由活动, 在周边的小餐馆里享
用午餐。继续前往比利牛斯山脉, 并于下午到达卢尔
德, 参观著名的卢尔德圣所朝圣地 (建议您参加晚上
九点的烛光游行) 。
享用晚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11天
卢尔德- 圣贝尔特朗-卡尔卡松-马赛
LOURDES - ST. BERTRAND DE COMMINGES - 
CARCASSONNE - MARSELLA
今日亮点: 中世纪小镇圣贝尔特朗 (ST. BERTRAND) 或
卡尔卡松。
参观完比利牛斯山脉, 在中世纪小镇圣贝尔特朗稍作停
留, 小镇坐落在山腰上, 宏伟的教堂为主要建筑, 城中漫
步。随后, 乘车前往被欧洲最美丽的城墙环绕的卡尔卡

松, 城中漫步并享用午餐。下午, 乘车前往法国第二大
城市——马赛, 游览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旧港。
温馨提示: 若参团人数较少, 可能安排搭乘火车从卡尔
卡松前往马赛 (导游会为大家购买车票, 并告知乘车
地点。另外会有导游在马赛车站等候您) 。

第12天
阿尔勒-阿维尼翁-里昂 
ARLES - AVIGNON - LYON
今日亮点: 普罗旺斯; 莱博的光影采石场; 乡村小镇, 田
园风光, 历史文化。
今天我们将参观普罗旺斯这个美丽的地方。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勒, 向我们展示着中世纪罗马帝
国时期的遗产, 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梵高。之后前往普
罗旺斯的莱博 (LES BEAUX) , 参观光影采石场 
(Carrieres de Lumiere) 。这里曾是一座采石场, 如今作
为一个巨大画廊, 展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 画作, 同
时伴有声效体验。接下来前往阿维尼翁, 游览其宏伟
的教皇宫, 并享用午餐。午餐后, 乘车前往里昂。穿过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旧城区, 搭乘登山缆车抵达富
维耶圣母堂, 站在教堂左侧的平台上, 可俯瞰里昂全城
的景色。

第13天
里昂-图尔尼-博讷-第戎 
LYON - TOURNUS - BEANUE - DIJON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拉罗谢波城堡 (Rochepot 
Castle) 。
离开里昂, 前往勃艮第大区。首先抵达图尔尼, 一个拥
有巨大石门和修道院的漂亮小镇。随后沿乡间小路
穿过一座座美丽葡萄园, 抵达拉罗谢波, 参观中世纪城
堡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勃艮第的葡萄酒之都——
博讷, 参观葡萄酒博物馆或体验历史悠久的临终关怀
中心。午后, 前往勃艮第的首府——第戎。热闹的街
道, 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错落有致, 公爵宫尤其值得一看。

第13天
第戎-丰特奈修道院-丰塔内利-韦兹莱-巴黎
DIJON-ABADIA DE FONTENAY - FONTANELLI - 
VEZELAY - PARIS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丰特奈修道院 (Fontenay 
abbey) 入内参观。
由第戎出发, 前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丰特奈西笃
会修道院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瑟米尔-昂诺克西奥 
(SEMUR EN AUXOIS) 稍作停留, 引人瞩目的城墙包
围着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城市。接下来, 前往勃艮第大
区的最美丽的小镇之一的韦兹莱, 庄严的大教堂是 “
圣詹姆斯之路”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 
的起点之一。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巴黎, 随后行程结束, 
请查看您的航班时间,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行

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巴黎
• 市郊游览: 巴黎凡尔赛
• 门票: 吉维尼莫奈故居; 维朗德里城堡花

园; 舍农索堡; 香波堡花园;  
• 晚餐: 昂布瓦斯

(方案二附加服务)
• 门票: 拉斯科洞穴博物馆和洞穴复制品; 

贝纳克城堡; 帕迪拉克深洞; 波尔多葡萄
酒博物馆

• 高铁: 波尔多-巴黎
• 2顿晚餐: 昂布瓦斯, 罗卡马杜尔

(方案三附加服务）
• 游船: 帕迪拉克深洞游船
• 门票: 拉斯科洞穴博物馆的门票以及洞

穴模型; 贝纳克城堡; 帕迪拉克深洞; 波
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莱博的光影采石场; 
拉罗谢波中世纪城堡; 丰特奈修道院

• 缆车: 里昂登山缆车
• 3顿晚餐: 昂布瓦斯; 罗卡马杜尔; 卢尔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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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L I N E

苏兹达尔
俄罗斯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北欧四国+俄罗斯                     北欧四国+俄罗斯                     

北欧四国+俄罗斯北欧四国+俄罗斯

方案一

方案二

行程在抵达圣彼堡后结束行程在抵达圣彼堡后结束

第1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今日亮点: 抵达哥本哈根,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
您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
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
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
等。 

第2天
哥本哈根-欧登塞-奥胡斯
COPENHAGEN - ODENSE - ARHUS
今日亮点: 游览哥本哈根, 欣赏丹麦南部的宜人风景。
早晨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全景游览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 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城市。闹市中心的蒂沃利公
园, 克里斯蒂安堡宫, 哥本哈根新港与小美人鱼雕像, 
过去与现代的碰撞在这里形成强烈对比。穿过长达20
公里的大贝尔特桥前往日德兰半岛, 途中欣赏宜人的
风景。抵达欧登塞, 参观其哥特式大教堂及安徒生故
居。然后继续乘车前往奥胡斯, 入住酒店。

第3天
奥胡斯-希茨海尔斯- (邮轮) -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
ARHUS - KRISTIANSAND FERRY - KRISTIANSAND - 
STAVANGER
今日亮点: 挪威海岸线。
乘车前往希茨海尔斯, 搭乘邮轮穿过北海, 经三个
小时, 抵达挪威克里斯蒂安桑。继续沿着挪威南部
海岸线前行, 下一站抵达风景如画的小镇斯塔万格, 
那里有繁忙的峡湾港口。
温馨提示: 邮轮班次时间视季节而定, 无特殊情况, 
我们将安排船上午餐。

第4天
斯塔万格-卑尔根 STAVANGER - BERGEN 
今日亮点: 美丽的峡湾及海洋景观; 弗洛伊恩登山
缆车。
出发后首先前往斯塔万格 “岩中之剑”  (Swords in 
Rock) 纪念碑, 追忆维京历史。随后穿过隧道和桥梁, 
有时还需乘坐峡湾渡轮, 穿过世界上最深的隧道之一
来欣赏壮丽的自然风光, 在舒适惬意中我们将抵达卑
尔根。享用午餐, 午餐后, 乘坐弗洛伊恩缆车登上山

顶, 饱览卑尔根峡湾的壮丽景色。之后自由活动, 体验
峡湾之都的魅力。

第5天
卑尔根-奥斯陆 BERGEN - OSLO 
今日亮点: 高山与峡湾; 峡湾游船。
今天我们将体验到更为奇妙的景观, 挪威内陆地区的
峡湾, 冰川, 湖泊和森林美景。首先前往挪威最大的峡
湾——松恩峡湾, 途径沃斯美丽的TVINDEFOSSEN瀑
布。抵达松恩峡湾, 乘坐居德旺恩和弗拉姆之间的峡
湾游船。在两个小时的航行中, 您可以饱览壮丽的自
然风光。继续乘车穿过冰雪覆盖的地区, 以及世界上
最长的拉尔达尔隧道(Lærdal Tunnel) 。接下来参观位
于博尔贡(Borgund, 建于12世纪的木制教堂 (包含门
票) , 该教堂是挪威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教堂。最
后抵达奥斯陆, 游览奥斯陆港口, 主要街道以及维格兰
雕塑公园(Vigelandsparken又名Frognerparken) 里的雕
塑作品。

第6天
奥斯陆-厄勒布鲁-斯德哥尔摩
OSLO - OREBRO - STOCKHOLM 
今日亮点: 奥斯陆城市游览; 高山, 森林和湖泊风光。
在当地导游陪同下游览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斯
陆, 你既可以看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建筑, 又会发
现古色古香的经典建筑; 既不乏美丽的城市风光, 又有
着大型的雕塑公园, 还曾被提名 “欧洲绿色之都” 。
之后, 若您感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维京博物馆。出发
前往瑞典, 沿途欣赏森林湖泊美景。抵达厄勒布鲁, 稍
作停留, 漫步游览湖边城堡以及其历史中心, 享用午
餐。午餐后, 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抵达后入住酒店。

第7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今天我们将全景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3个岛
屿组成, 它们相互连通。我们将游览老城, 它又被称为 
“桥梁架起的城市” 。这里充满生气与活力, 有许多
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 如坐落于大广场上的大教堂和
皇宫, 以及诺贝尔博物馆,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在这里
领奖。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从峡湾街观景台来俯瞰斯
德哥尔摩。接下来, 自由活动, 建议前往博物馆和公园, 
尤其推荐瓦萨沉船博物馆和市政厅。

Helsinki

Copenhagen

aarhus

stavanger

bergen

oslo

1

1
1 2

2
Tallinn

STOCKHOLM

1

1
1

1
3/2 st. petersburg

3
11

moscow
suzdal

tver

2020

小美人鱼
丹麦

18
29

13, 27
24
19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10月

2229＄起，15/20 日

(方案一) 北欧四国+俄罗斯 结束圣彼得堡

平季 ＄ 2485 3602 3511 4976

淡季 ＄ 2229 3346 3238 4703

旺季 ＄ 2497 3614 3511 4976

方案一
ID: 23604  

方案二
ID: 2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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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若行程中有搭乘火车, Europarmundo 
的导游不会随团上火车. 另火车上行
李重量限制为20K

北欧与俄罗斯地理位置邻近北极，
夏天日照时间长，冬天寒冷日照时
间短。

北欧国家大都不接受现金付款, 我们
建议您用信用卡支付

圣彼得堡
俄羅斯

第8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全天在斯德哥尔摩自由活动。晚上登上前往芬兰
的邮轮, 入住带有独立卫浴的双人客舱。

第9天
夜邮轮) -纳坦利-赫尔辛基
STOCKHOLM-TURKU FERRY - NAANTALI - HELSINKI
今日亮点: 森林, 湖泊, 宜人的自然风光。
抵达芬兰前, 建议您早起来甲板看日出。在邮轮沿奥兰群
岛航行时, 欣赏迷人的海景。奥兰群岛由森林覆盖着的数
百个岛屿组成。邮轮抵达芬兰土库, 陆续下船, 漫步游览
深受瑞典风格影响的土库。乘车前往不远处的纳坦利, 这
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有着许多海边小木屋。接下来前
往赫尔辛基, 抵达后享用午餐。午餐后赫尔辛基自由活
动, 您可游览其古老的市场, 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等。

第10天
赫尔辛基-邮轮-塔林
HELSINKI - HELSINKI-TALLINN FERRY - TALLINN
今日亮点: 在离开赫尔辛基的船上, 欣赏海边美丽的风景。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尔辛
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在漫步的过程中您可以通过
步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之后乘船前往爱沙尼亚, 在2小
时30分的航程中, 您将会欣赏到周边小岛的美丽风景。

第11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塔林城市游览。
作为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是一个惊艳的中世纪城市, 
市中心保存完好。我们将游览整座城市, 城墙, 教堂, 广
场以及中世纪街道。下午自由活动。

第12天
塔林-纳尔瓦-圣彼得堡
TALLINN - NARVA -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爱沙尼亚-俄罗斯。
今天我们离开爱沙尼亚, 前往俄罗斯, 途中在边境小镇
纳尔瓦小镇稍作停留。在两国边境处, 可以看到令人印
象深刻的堡垒建筑。办理过关手续 (过关检查时间可
能较长, 请您耐心等候) , 之后前往俄罗斯享用午餐。抵
达圣彼得堡, 入住酒店。

第13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 我们开始游览这座美丽的城市。
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 涅瓦河口, 建在近40个岛屿
上, 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也曾是俄帝国的首都。城中的
博物馆, 宫殿及其他城市建筑向我们诉说着沙皇俄国的
历史。彼得保罗要塞 (包含门票) 是当初建设圣彼得堡
最重要的基础。城市周边还有许多宫殿, 在导游陪同下
前往参观被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彼德宫——夏
宫 (包含门票) , 凭借豪华壮丽的建筑及无与伦比的喷泉, 
又被誉为 “俄罗斯的凡尔赛宫” , 曾经是沙皇的居所。

第14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Hermitage Museum) 。
今天我们将前往参观艾尔米塔什这座伟大的博物馆, 博
物馆坐落在沙皇冬宫 (包含门票) 的建筑群中。下午自
由活动, 享受放松的闲暇时光。

第15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早餐后, 乘车前往机场, 服务结束。

(方案二) 北欧四国+俄罗斯
第1天至第14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15天
圣彼得堡-诺夫哥罗德-瓦尔代-特维尔 
ST. PETERSBURG - NOVGOROD - VALDAY - TVER
今日亮点: 俄罗斯平原; 林地和湖区; 诺夫哥罗德; 晚餐。
我们出发前往诺夫哥罗德, 它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和
文化中心之一, 参观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 (包含官导和
门票), 旧市场区和雅罗斯拉夫庭 (Yaroslav’s Court) 。
享用午餐, 之后前往风景如画的湖边小镇瓦尔代, 参观
湖心小岛上一座古老的修道院, 之后前往特维尔。享用
晚餐。

第16天
特维尔-谢尔盖耶夫-帕萨德-苏兹达尔
TVER - SERGEI POSAD - SUZDAL
今日亮点: 沿狭窄的乡间小路前行, 饱览乡间小镇美景; 
柴可夫斯基故居; 午餐。
特维尔坐落于伏尔加河上游沿岸, 曾是特维尔公国的
都城, 莫斯科公国最大的竞争者。接下来, 前往游览
金环小镇。在克林小镇稍作停留, 参观杰出作曲家柴
可夫斯基的故居 (包含门票) 。之后继续前往谢尔盖
耶夫, 参观被俄罗斯人视为重要的精神中心的圣三一
修道院。享用午餐, 午餐后, 继续沿金环之路行驶, 穿
过金环历史名镇, 来到亚历山大罗夫, 这里的克里姆
林宫是专门为 “恐怖大帝” 伊凡四世而修建。继续
前行来到苏兹达尔。晚餐中欣赏巴拉莱卡表演 (若参
团人数少于15人, 则不含表演) 。

第17天
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莫斯科
SUZDAL - VLADIMIR - MOSCOW
今日亮点: 苏兹达尔游览; 午餐。
早晨我们将前往参观俄罗斯套娃的制作与绘画, 并
有机会亲自体验为套娃着色。之后游览公认最美丽
的金环小镇——苏兹达尔。蜿蜒的运河, 盛放的鲜
花和圆顶建筑赋予这座小镇浓浓的童话气息。我们
将参观木制建筑与人民生活博物馆, 该博物馆完整
呈现了古代俄罗斯人乡村生活的真实风貌, 这里坐
落着圆木民居, 磨坊以及变形大教堂等各式建筑。
在St Eugen修道院欣赏钟声音乐会。之后前往弗拉
基米尔, 参观宏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享用午餐, 继
续前往莫斯科。

第18天
莫斯科 MOSCOW
今日亮点: 莫斯科城市游览, 含克里姆林宫及其主要教
堂入内参观。
今天我们将游览俄罗斯伟大的首都——莫斯科。这座
城市非常巧妙的将过去, 现在与未来相融合。游览宽阔
的阳光大道, 优雅的购物区, 列宁墓所在的红场, 圣瓦西
里大教堂以及救世主大教堂。入内参观克里姆林宫, 及
其中两个著名的大教堂。如果幸运的话, 我们还将看到 
(但无法保证) 克里姆林宫教堂广场阅兵仪式。下午自
由活动。

第19天
莫斯科 MOSCOW
今日亮点: 俯瞰莫斯科;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
今天我们将详细的了解俄罗斯及其首都莫斯科的历
史。途径莫斯科大学对面的观景台, 在新婚夫妇摆满
盛开鲜花的这个地方, 俯瞰整个莫斯科的风景。 (注
意: 我们将在周六游览结束后登上观景台, 而非周日) 
。之后入内参观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 (包含门票) , 
进一步了解苏联时期的历史。下午自由活动。

第20天
莫斯科 MOSCOW
早餐后, 乘车前往机场, 服务结束。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行

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送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哥本哈根; 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塔林; 圣彼得堡
• 市郊游览: 圣彼得堡彼得夏宫
• 游船: 松恩峡湾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游船
• 门票: 博尔贡教堂; 彼得保罗要塞; 夏宫和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 邮轮: 丹麦-挪威邮轮; 挪威峡湾邮轮; 瑞典

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 芬兰赫尔辛
基-爱沙尼亚塔林邮轮

• 缆车: 卑尔根弗洛伊恩缆车
• 正餐: 纳尔瓦午餐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诺夫哥罗德; 特维尔; 苏兹达尔; 

莫斯科
• 门票: 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 瓦尔代岛修道

院; 克林柴可夫斯基故居; 苏兹达尔俄罗斯
套娃工坊; 木制建筑与人民生活博物馆; 变
形大教堂; St Eugen修道院; 弗拉基米尔圣
母升天大教堂;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及主要
教堂;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

• 4顿午餐: 纳尔瓦; 诺夫哥罗德; 谢尔盖耶
夫-帕萨德; 弗拉基米尔。

• 2顿晚餐: 特维尔; 苏兹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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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基茨比厄尔
瑞士

尿尿小童
布魯塞爾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甜蜜奇遇甜蜜奇遇 方案一

东西欧大全景东西欧大全景 方案二

英比荷法+东欧英比荷法+东欧 方案三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一) 甜蜜奇遇

第3天
罗马-佛罗伦萨 ROME - FLORENCE
今日亮点:  佛罗伦萨资深导游陪同游览; 米开朗基罗
广场。
今天我们驱车离开罗马, 一路向北出发, 沿途欣赏美丽
的风景。抵达佛罗伦萨, 直奔米开朗基罗广场。傍晚, 
我们将游览历史悠久的老城中心, 并参观韦奇奥桥, 圣
母百花大教堂和市政广场, 这座城市宛如一座户外博
物馆。之后享受一些自由的休闲时光。晚上, 自由就
餐, 在该地区您可以找到诸多供应国际美食的餐厅。

第4天
佛罗伦萨-威尼斯 FLORENCE - VENICE
今日亮点 :  威尼斯运河游船; 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 
(Murano) 水晶玻璃制作工坊。
今天, 我们将穿越亚平宁山脉前往威尼斯, 沿途观赏惊
叹的山脉景观。抵达威尼斯后, 乘船穿过朱待卡岛, 抵
达威尼斯岛。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 参观壮观的圣马
可广场及大教堂 (包括门票) 。之后, 参观穆拉诺水晶
玻璃工坊, 观赏古老而独特的水晶玻璃制作工艺。之
后自由活动, 享受自由时光。
晚上返回梅斯特雷地区(Mestre)入住酒店。

第5天
威尼斯-因斯布鲁克-基茨比厄尔
VENICE - INNSBRUCK - KITZBUHEL
今日亮点: 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 晚餐。
我们将离开威尼斯前往奥地利。首先抵达因斯布鲁
克, 在历史中心漫步并享用午餐。之后沿山脉间风景
优美的公路前往基茨比厄尔。基茨比厄尔是一座风
景如画的高山小镇, 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 全年大
部分时间都可见降雪。自由活动, 并享用晚餐 (可选
素食) 。
温馨提示: 若参团人数较少, 威尼斯到因斯布鲁克间交
通可能改为火车。

第6天
基茨比厄尔-萨尔斯堡-维也纳 
KITZBUHEL - SALZBURG - VIENNA
今日亮点: 高山缆车; 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 自
然风光; 特劳恩湖游船。
早餐后, 搭乘高山缆车前往基茨比厄尔周边高山, 这
里一年中有9个月都会下雪, 风景很是奇妙。在夏季, 

若有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 “高山花园” 。继续奥
地利探索之旅, 穿过一座座山, 抵达萨尔斯堡。萨尔
斯堡的历史老城已被列入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导游将带领我们穿过其间一条条漂亮的街道。接下
来, 途经山川湖泊, 前往奥地利著名的朝圣地——圣
沃 尔 夫 冈 。 之 后 前 往 特 劳 恩 基 兴
(TRAUNKIRCHEN) , 乘坐特劳恩湖 (Traunsee Lake) 
游船欣赏格蒙登 (GMUNDEN) 的四座城堡。傍晚, 
乘车前往维也纳。

第7天
维也纳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让人印象
深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 漫步于阳关大道及充
满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
冶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
广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在那里享用晚餐。

第9天
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
BUDAPEST - BRATISLAVA - PRAGUE
今日亮点: 探索布拉迪斯拉发; 捷克风光; 布拉格晚餐
后接送。
早餐后乘车前往多瑙河沿岸的斯洛伐克首都——布
拉迪斯拉发。游览其迷人的历史中心, 并享用午餐。
午餐后, 乘车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抵达布拉格, 
首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
力的观光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魅力。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0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
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
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
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
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
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1天
布拉格-劳夫-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PRAGUE - LAUF - WURZBURG - FRANKFURT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早餐后, 乘车前往德国。抵达巴伐利亚地区, 首先来
到佩格尼茨河畔的劳夫 (LAUF AN DERPEGNITZ) 
。这座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因其充满活力的市集广
场和城堡闻名。之后前往维尔茨堡, 享用午餐, 并参
观这座美因河畔的巴伐利亚城市。该市曾为主教辖
区, 现今是一座洋溢着活力与繁忙气息的大学城。继
续前行, 抵达法兰克福。探索这座历史名城, 在众多
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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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罗马城市观光; 罗马斗兽场和梵蒂冈; 晚饭
后接送服务。
早餐后, 乘车开启对这座 “永恒之城” 的追寻与探
索。来到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参观位于世界
基督教主要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随后, 入内参观罗
马的地标性建筑——罗马斗兽场 (包括门票) , 这座建
筑将带我们追溯200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罗马帝国古
代社会。晚上, 前往卡沃尔区, 那里有许多国际餐厅可
供晚餐选择。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平季 ＄ 1864   2508  2223  2975   2651 3580

淡季 ＄ 1818  2462  2177 2929  2582 3511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1818＄起，14/16/19 日

第1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台伯河岸区夜游。
欢迎来到罗马！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
店。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会的
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晚
上, 我们将带您前往台伯河岸区, 体验罗马人的日常生
活。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漫步, 探寻隐藏的宝藏, 比
如低调的中世纪教堂和有趣的纪念品小商店。您可
以在充满意大利风情的餐厅 (非正式西餐) 和小餐馆
体验当地传统美食。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提供国际美
食的餐厅。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8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今日亮点: 多瑙河游船; 布达佩斯城市游览; 晚餐后
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并于11: 30左右抵
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带您探索这座  “多瑙
河明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 一侧是
历史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斯。享用
午餐, 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胜, 之后自由活
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用晚餐。

旺季 ＄ 1972  2616  2320  3072  2776 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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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的房子
布拉格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天文鐘
魯昂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行

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维也

纳; 布达佩斯; 布拉格; 阿姆斯特丹
• 游船:  威尼斯上岛游船; 特劳恩湖游船; 布

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
船; 莱茵河游船; 艾瑟尔湖游船 (沃伦丹-马
尔肯) 
 

• 门票:  罗马斗兽场;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水晶玻璃工坊; 布拉格城堡; 阿姆斯
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 缆车: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高山缆车
• 正餐: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晚餐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巴黎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巴黎Quartier Latin 回酒店
• 门票: 巴黎艾菲尔铁塔二层登塔

(方案三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伦敦
• 晚饭后接送: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斯特或

Soho区回酒店
• 渡轮: 法国加来-英国多佛

第12天
法兰克福-莱茵河游船-科隆-阿姆斯特丹
FRANKFURT - CRUISE ON THE RIVER RHINE - 
COLOGNE (KÖLN)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莱茵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乘坐小小的莱茵河游船, 从吕德斯海姆小
镇出发前往圣高尔, 这是莱茵河风景最为秀丽的一
段。随后乘车前往科隆, 探索这座因雄伟庄严的哥特
大教堂闻名的城市。之后继续前往荷兰, 于傍晚抵达
阿姆斯特丹。

第13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Volendam) ; 艾
瑟尔湖 (Ijsselmeer Lake) 游船;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览。
今天我们将在荷兰度过开心的一天, 首先驱车前往桑
斯安风车村 (Zaanse Schans) , 欣赏美丽的风车, 古老的
运河, 当地特有的建筑。接下来抵达风景如画的渔村
小镇沃伦丹, 乘坐短途游船从沃伦丹前往马尔肯 
(Marken) 。马尔肯曾是艾瑟尔湖中的一个小岛, 如今
由大堤与陆地相连, 这里的房子都建在桩柱上。之后
我们将返回阿姆斯特丹进行全景游览, 游览狭窄的运
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
部分行程游览将采用徒步的形式,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
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我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 
(Rembrandtplein) ,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
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14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东西欧大全景
第1天至第13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14天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布鲁日-巴黎            
AMSTERDAM - BRUSSELS - BRUGES -PARIS
今日亮点: 感受比利时。
早餐后, 出发前往布鲁塞尔。抵达布鲁塞尔大广场, 稍
作停留并在原子塔前拍照留念。随后乘车前往素有 
“北方威尼斯” 之称的布鲁日。布鲁日, 是欧洲最美
十大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一座奇妙的弗兰德城市 
(Flemish City) 。
午餐后前往法国巴黎, 入住酒店。

第15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大家游览浪漫的巴黎, 探索其悠久的历
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遗迹。来到
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锻铁建筑的二
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分为南北两个部
分, 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
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风景如画历史悠久的
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就餐,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
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16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温馨提示: 也可以选择自费项目——迪士尼乐园。
服务结束, 请核对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
住宿。

第10天
波尔多-巴黎 BORDEAUS - PARIS
今日亮点: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乘坐高铁抵达巴黎。
波尔多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里您将感叹于 “水镜” 广场的魅力, 漫步于老城
广场的步行街上, 穿梭于11世纪的大教堂间。之后参
观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包含门票, 以及免费西班牙
语, 法语或英语电子导览)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是
一间交互式博物馆, 讲述着葡萄酒的历史及其生产技
术, 令人印象深刻。还可以从观景台360°观赏波尔多
的美景, 顺便品尝一款可口的葡萄酒。稍后, 在加隆 
(Garonne River) 河畔自由活动, 在周边的小餐馆里享
用午餐。随后乘坐现代化高铁,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
间里穿越500公里, 从波尔多抵达巴黎列车站。服务到
此结束。
温馨提示: 如果在巴黎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车站到酒店
的接送服务将不包含在报价内。

(方案三) 英比荷法+东欧
第1天至第15天行程同方案二
第16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
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
区酒店。

第17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
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
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
雷, 游览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
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到
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多
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8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等
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和白
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队交接
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动。晚
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
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选
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9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卡姆登区 (Camden district) 。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
物馆。
午餐时间, 乘车前往卡姆登, 这里以伦敦最为多样化和
奢华的街头市场而闻名, 在此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文
化遗迹。自由活动, 行程到此结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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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区回酒店;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店; 

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店

•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及罗马卡沃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布拉格老城广



杜伦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方案二 方案三

   

安尼克

英国一地英国一地 方案一

英爱大全景英爱大全景 方案二

英爱漫步英爱漫步 方案三

newnew

newnew

(方案一) 英国一地

第2天
伦敦-牛津-约克-杜伦
LONDON - CAMBRIDGE - YORK - DURH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山间小镇。
早上, 我们启程出发前往英格兰北部。首先抵达第一
站——剑桥, 游览这座令人神往的美丽大学城。午餐
后, 继续前往约克。自由活动, 这里的大教堂, 罗马帝
国时期的城墙以及热闹的购物街将给我们留下美好的
回忆。继续向北, 前往杜伦。探索这座充满生气的中
世纪小镇, 游览美丽的城堡及杜伦大教堂。

第4天
杜伦-安尼克-爱丁堡
DURHAM - ALNWICK - EDINBURGH
今日亮点: 抵达苏格兰; 安尼克堡及美丽的海边风景; 
爱丁堡城市游览。
今天我们将前往苏格兰, 在风景如画的小镇安尼克稍
作停留。安尼克堡不仅依山傍水, 周围绿树如茵, 区内

还有美丽公园, 是《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霍格沃
茨(Hogwarts)魔法学校的主要取景场地。继续乘车前
往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这也是欧洲北部地区最
为活跃的城市之一。爱丁堡的旧城和新城一起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爱丁堡城堡俯瞰着
城中陡峭的街道和美丽的公园。导游将陪同我们进
行观光游览。

第5天
爱丁堡EDINBURGH
全天自由活动。
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探索发现令你难忘的地方。

第6天
爱丁堡-斯特林-皮特洛赫里-布莱尔城堡-因弗内斯
EDINBURGH - STIRLING - PITLOCHRY - BLAIR 
PALACE - INVERNESS
今日亮点: 皮特洛赫里的传统威士忌酒厂; 布莱尔城堡 
(Blair Castle) ; 晚餐。
启程前往苏格兰北部。首先我们参观斯特林以及令
人赞叹的历史中心, 以及矗立于悬崖上的斯特林城
堡。我们还将看到华莱士纪念碑 (WALLACE 
Monument, 不含门票) 。该纪念碑为纪念13世纪对苏
格兰独立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战争英雄威廉
华莱士 (William Wallace) 而建, 他因影片《勇敢的心》
而闻名于世。之后, 继续向北出发, 抵达风景如画的小
镇皮特洛赫里。在这里, 我们将参观传统威士忌酒
厂——布莱尔阿索尔 (Blair Athol) , 即金铃 (Bell) 的生
产地。享用午餐。午餐后, 参观布莱尔城堡 (包含门
票) 以及令人目不暇接的城堡花园。继续向北出发, 
抵达因弗内斯。因弗内斯是一座靠近尼斯湖的海滨
小镇。享用晚餐。
温馨提示: 苏格兰北部酒店分布十分有限, 当天住宿, 
某些团期 (通常是8月份出发团期) 将调整入住因弗内
斯附近小镇,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7天
因弗内斯INVERNESS
今日亮点: 苏格兰北部高地风光; 艾琳多南堡 (Elean 
Donan Castle) ; 尼斯湖游船; 晚餐。
今天我们将欣赏苏格兰北部高地的美丽风光, 森林, 湖
泊, 荒地以及峡湾。参观艾琳多南堡 (包含门票) , 安详
的湖水和古老的城堡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之
后前往参观奥古斯都堡, 参观小镇的水闸系统。享用
午餐, 并自由活动。下午, 返回尼斯湖。在黑色的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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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天
伦敦-牛津-约克-杜伦
LONDON - CAMBRIDGE - YORK - DURH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山间小镇。
早上, 我们启程出发前往英格兰北部。首先抵达第
一站——剑桥, 游览这座令人神往的美丽大学城。
午餐后, 继续前往约克。自由活动, 这里的大教堂, 
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墙以及热闹的购物街将给我们
留下美好的回忆。继续向北, 前往杜伦。探索这座
充满生气的中世纪小镇, 游览美丽的城堡及杜伦大
教堂。

平季 ＄ 1687  2462  2628   3740   1932  2838

第1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天, 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 从当地风情, 文化
和历史等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
敦塔和白金汉宫, 在这里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
家卫队交接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
由活动。晚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
步, 感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气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
娱乐场所。选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
酒店。 

1687＄起，9/16/12 日

旺季 ＄ 1818  2593 2787  3899   2075 2981

方案一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ID: 23648 ID: 23613 ID: 2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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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斯特林

格拉斯哥

参考酒店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伦敦; 爱丁堡
• 游船: 尼斯湖游船
• 晚饭后接送: 伦敦莱斯特或Soho区回酒

店
• 门票: 皮特洛赫里的传统威士忌酒厂; 布

莱尔城堡; 艾琳多南堡; 厄克哈特城堡
• 晚餐: 因弗内斯*2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都柏林; 克朗马克诺斯
• 游船: 罗斯城堡
• 门票: 宝尔势格庄园花园; 凯袖宫; 基拉

尼国家公园马车漫游之旅; 本拉提民俗
公园; 莫赫悬崖; 克朗马克诺斯遗址

• 渡轮: 苏格兰-爱尔兰, 爱尔兰-威尔士
• 正餐: 科克; 利默里克

(方案三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伦敦; 爱丁堡; 都柏林
• 游船: 尼斯湖游船
• 晚饭后接送: 伦敦莱斯特或Soho区回酒

店
• 门票: 皮特洛赫里的传统威士忌酒厂; 布

莱尔城堡; 艾琳多南堡; 厄克哈特城堡
• 渡轮: 苏格兰到爱尔兰; 爱尔兰到威尔士
• 正餐: 因弗内斯*2

湖上, 乘坐游船欣赏周围地区完整的风光以及中世纪
厄克哈特城堡 (URQUHART) 巡游。
享用晚餐, 晚餐后入住酒店。

第8天
因弗内斯-威廉堡-因弗雷里-罗蒙湖-格拉斯哥
INVERNESS - FORT WILLIAM - INVERARAY - LOCH 
LOMOND - GLASGOW
今日亮点: 苏格兰北部美丽风光。
今天, 我们将继续陶醉于美丽的自然风光中。首先前
往斯皮恩桥 (SPEAN BRIDGE) , 突击队纪念碑讲述着二
战的历史。之后前往英国最高山峰本尼维斯山脚下的
威廉堡, 这是苏格兰一个主要的旅游中心。之后继续
前行, 途中经过基尔亨城堡 (KILCHURN Castle) 废墟, 
在周边黑暗湖水以及迷人的景色的映衬下依旧如梦如
幻。抵达因弗雷里, 一座位于法恩湾边, 历史悠久的美
丽村庄, 游览安静的街道及因弗雷里城堡。享用午餐, 
午餐后前往苏格兰最受欢迎的湖泊之一的洛蒙德湖, 
在岸边热闹的巴洛赫小镇漫步。下午前往格拉斯哥并
自由活动。

第9天
格拉斯哥-伦敦GLASGOW - LONDON 
出发前往伦敦。
温馨提示: 此行将通过乘坐长途车, 或常规交通工具如
公共汽车, 火车或者飞机完成。
抵达英国首都, 行程结束。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并考
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方案二) 英爱大全景
第1天至第8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9天
格拉斯哥-贝尔法斯特-都柏林
GLASGOW - BELFAST - DUBLIN
今日亮点: 乘坐渡轮前往爱尔兰。
今天我们将离开格拉斯哥, 前往苏格兰南部。在凯恩莱
恩乘坐渡轮, 前往爱尔兰, 并抵达北爱尔兰首府——贝
尔法斯特, 一座正在为克服不同宗教冲突而努力的城
市。我们将继续前往爱尔兰共和国, 并抵达都柏林。

第10天
都柏林 DUBLIN
今日亮点: 都柏林城市游览。
今天我们将游览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在利菲河
(River Liffey) 畔散步, 参观其公园, 古老的大学以及繁华
的市区。之后漫步前往三一学院 (由于日照时长的变
化, 可能将该行程调整至前一天下午进行) 。下午自由
活动。

第11天
都柏林-宝尔势格庄园-基尔肯尼-凯袖宫-科克
DUBLIN - POWERSCOURT - KILKENNY - CASHEL - CORK
今日亮点: 宝尔势格庄园 (Powerscourt) 花园; 凯袖宫 
(Rock of Cashel) ; 科克晚餐。
早晨, 我们由都柏林出发前往宝尔势格庄园, 参观建于
18世纪的宏伟花园 (包含门票) 。欣赏园中的喷泉, 日
式花园以及宠物墓地。之后前往基尔肯尼, 享用午餐, 
并在热闹的城中漫步。继续向南出发, 抵达凯袖宫 (
包含门票) , 一座中世纪的堡垒, 象征着爱尔兰人民对
抗英国人的战争。下午到达爱尔兰第二大城市——
科克, 在市中心漫步并享用晚餐。

第12天
科克-金塞尔-基拉尼-利默里克
CORK - KINSALE - KILLARNEY – LIMERICK
今日亮点: 金塞尔; 基拉尼; 基拉尼国家公园马车漫
游之旅以及国家公园游船; 利默里克晚餐。
出发前往金塞尔, 游览这座被称为爱尔兰最美的海滨
小镇的历史城区, 从建于17世纪的查尔斯堡上眺望如
画般的海岸景色。之后, 我们前往爱尔兰的中心旅游
小镇——基拉尼。享用午餐, 并自由活动。之后前往
基拉尼国家公园, 进行浪漫的马车漫游之旅 (包含门
票) 。搭乘马车一直抵达屹立在湖畔的罗斯城堡 (Ross 
Castle) , 之后乘坐短途游船, 欣赏这里美丽的景色, 古堡
巍巍, 湖光粼粼。继续前往阿黛尔 (ADARE) 小镇, 这里
风景美如画, 街道两旁保留着传统的茅草屋, 旧修道院

废墟。下午前往利默里克, 游览其市中心, 你将有机会
参观城堡, 沿河边或大教堂漫步以及前往购物中心购
物。享用晚餐。

第13天
利默里克-莫赫悬崖-高威
LIMERICK - CLIFFS OF MOHER - GALWAY
今日亮点: 本拉提民俗公园 (Folk Park in Bunraty); 巨人
之桌 (Poulnabroune Dolmen) ; 莫赫悬崖。
今天我们将参观本拉提民俗公园 (包含门票) , 在这里
我们可以参观到爱尔兰传统的农舍和旧市场, 了解这
里过去的生活方式。本拉提城堡是爱尔兰完整正宗
的中世纪城堡, 它生动准确的再现着中世纪时的生活
情景。继续前往CAHERCONNELL , 这里有著名的 “
巨人之桌” , 我们还将有机会看到牧羊犬如何牧放羊
群。之后前往面向浩瀚海洋的莫赫悬崖。如有兴趣, 
还可以前往奥布莱恩塔 (包含门票) 。穿过美丽的巴
伦国家公园 (Burren National Park) , 最终抵达高威。

第14天
高威-克朗马克诺斯-都柏林
GALWAY - CLONMACNOISE - DUBLIN
今日亮点: 克朗马克诺斯(Clonmacnoise)遗址。
今天我们将出发前往康镇 (CONG) , 这是一个美丽的
湖区小镇。参观皇家修道院废墟, 以及被称为爱尔兰
最美城堡的阿什福德城堡 (Ashford Castle) , 这座城堡
如今已被改建为酒店。继续前往克朗马克诺斯, 并享
用午餐。午餐后, 参观克朗马克诺斯遗迹 (包含门票) 
。之后返回都柏林。

第15天
都柏林-卡纳芬-利物浦
DUBLIN - CAERNARFON - LIVERPOOL
今日亮点: 乘坐渡轮由爱尔兰前往威尔士; 海上风光; 
卡纳芬。
清晨, 我们登上轮渡, 经过三个小时的旅程抵达威尔
士。我们将参观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卡纳芬, 城堡俯瞰
下的海边小镇。享用午餐, 之后自由活动。继续出发
前往利物浦, 在这里你可以前往参观披头士故事展览
馆。

第16天
利物浦-斯特拉福德-牛津-伦敦
LIVERPOOL - STRATFORD - OXFORD - LONDON
今日亮点: 莎士比亚故居; 牛津。
今天我们将探索英格兰的中部地区。首先前往莎士
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 享用午餐并自
由活动。之后前往牛津, 牛津不仅仅是一座小镇, 同时
也是知识与文化的代名词。许多国王, 政治家, 哲学家
以及科学家都曾在此求学。继续出发前往伦敦, 并在
傍晚时分抵达, 行程结束。
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并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方案三) 英爱漫步
第1天至第10天行程同方案二
第11天
都柏林-卡纳芬-利物浦
DUBLIN - CAERNARFON - LIVERPOOL
今日亮点: 乘坐渡轮由爱尔兰前往威尔士; 海上风光; 
卡纳芬。
清晨, 我们登上轮渡, 经过三个小时的旅程抵达威尔
士。我们将参观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卡纳芬, 城堡俯瞰下
的海边小镇。享用午餐, 之后自由活动。继续出发前往
利物浦, 在这里你可以前往参观披头士故事展览馆。

第12天
利物浦-斯特拉福德-牛津-伦敦
LIVERPOOL - STRATFORD - OXFORD - LONDON
今日亮点: 莎士比亚故居; 牛津。
今天我们将探索英格兰的中部地区。首先前往莎士
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 享用午餐并自
由活动。之后前往牛津, 牛津不仅仅是一座小镇, 同时
也是知识与文化的代名词。许多国王, 政治家, 哲学家
以及科学家都曾在此求学。继续出发前往伦敦, 并在
傍晚时分抵达, 行程结束。
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并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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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坎特伯雷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东西欧东西欧
东西欧+英国东西欧+英国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东西欧
第1天
维也纳 VIENNA
今日亮点: 高山缆车; 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 自
然风光; 特劳恩湖游船。
早餐后, 搭乘高山缆车前往基茨比厄尔周边高山, 这里
一年中有9个月都会下雪, 风景很是奇妙。在夏季, 有
兴趣的话还可以前往参观 “高山花园” 。继续奥地
利探索之旅, 穿过重山抵达萨尔斯堡。萨尔茨堡的历
史老城已被列入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导游将带
领我们穿梭于其间一条条漂亮的街道。接下来, 途经
山川湖泊, 前往奥地利著名的朝圣地——圣沃尔夫
冈。之后前往特劳恩基兴(TRAUNKIRCHEN) , 乘坐
特劳恩湖 (Traunsee Lake) 游船欣赏格蒙登 
(GMUNDEN) 的四座城堡。傍晚, 抵达维也纳。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的城
市。晚上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
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6天
布拉格-劳夫-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PRAGUE - LAUF - WURZBURG - FRANKFURT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早餐后, 乘车前往德国。抵达巴伐利亚地区, 首先来到
佩格尼茨河畔的劳夫 (LAUF AN DERPEGNITZ) 。这
座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因其充满活力的市集广场及
城堡而闻名。之后前往维尔茨堡, 享用午餐, 并参观这
座美因河畔的巴伐利亚城市。该市曾为主教辖区, 如
今是一座洋溢着活力与繁忙气息的大学城。继续前
行, 抵达法兰克福。探索这座历史名城, 在众多国际餐
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7天
法兰克福-莱茵河游船-科隆-阿姆斯特丹
FRANKFURT - CRUISE ON THE RIVER RHINE - 
COLOGNE (KÖLN)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莱茵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乘坐小小的莱茵河游船, 从吕德斯海姆小
镇出发前往圣高尔, 这是莱茵河风景最为秀丽的一
段。随后乘车前往科隆, 探索这座因雄伟庄严的哥特
教堂而闻名的城市。之后继续前往荷兰, 于下午晚些
时候抵达阿姆斯特丹。

第8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Volendam) ; 
艾瑟尔湖 (Ijsselmeer Lake) 游船;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
览。
今天我们将在荷兰度过开心的一天, 首先驱车前往桑
斯安风车村 (Zaanse Schans) , 欣赏美丽的风车, 古老的
运河, 当地特有的建筑。随后前往风景如画的渔村小
镇沃伦丹, 乘坐游船从沃伦丹前往马尔肯 (Marken) 。
马尔肯曾是艾瑟尔湖中的一个小岛, 如今由大堤与陆
地相连, 这里的房子都建在桩柱上。随后返回阿姆斯
特丹进行全景游览, 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游览将采用徒步的形
式,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语音讲解。最后, 于晚餐时间
来到伦勃朗广场 (Rembrandtplein) ,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9天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布鲁日-巴黎
AMSTERDAM - BRUSSELS - BRUGES -PARIS
今日亮点: 感受比利时。
早餐后, 出发前往布鲁塞尔。抵达布鲁塞尔大广场, 稍
作停留并在原子塔前拍照留念。随后乘车前往素有 
“北方威尼斯” 之称的布鲁日。布鲁日, 是欧洲最美
十大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一座奇妙的弗兰德城市 
(Flemish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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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6
10
22

05, 19
16
07
11

16, 30
03, 17

17

拿破伦大学

布拉迪斯拉发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1362＄起，11/14 日

1362    1915    1773   2497

1408     1961     1841    2565

1471    2024    1910   2634

第2天
维也纳 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令人印象深
刻的城市。观赏宏伟的宫殿, 游走于阳关大道及充满
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冶
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广
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享用晚餐。

第3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今日亮点:多瑙河游船;布达佩斯城市游览;晚餐后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并于11: 30左
右抵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探索这座  “多
瑙河明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 一
侧是历史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
斯。享用午餐, 午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
胜, 随后自由活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
用晚餐。

第4天
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
BUDAPEST - BRATISLAVA - PRAGUE
今日亮点: 探索布拉迪斯拉发; 捷克风光; 布拉格晚餐
后接送。
早餐后前往多瑙河沿岸的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
拉发。游览其迷人的历史城区, 并享用午餐。午餐后, 
乘车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抵达布拉格, 首先来
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观
光活动, 将让我们领略到布拉格的魅力。

第5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
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带给我们丰富多彩
的城市观光, 包括游览名胜古迹, 以及沿途穿过布拉格
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 乘坐伏尔塔瓦河游船。

旺季 ＄

平季 ＄

淡季 ＄

方案一
ID: 23618 

方案二
ID: 23619 



维也纳

特拉法加廣場
伦敦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原子塔
布鲁塞尔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维也纳; 布达佩斯; 布拉格; 阿

姆斯特丹; 巴黎
• 游船: 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布拉格伏尔

塔瓦河游船; 莱茵河游船; 艾瑟尔湖游船 
(沃伦丹-马尔肯) ; 巴黎塞纳河游船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
坊; 埃菲尔铁塔二层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伦敦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
工坊; 巴黎艾菲尔铁塔二层登塔

• 渡轮: 法国加来-英国多佛

第10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大家游览浪漫的巴黎, 探索其悠久的历
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遗迹。来到
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锻铁建筑的二
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分为南北两个部
分, 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
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风景如画历史悠久的
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就餐,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
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11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同您前往BENLUX免
税店, 该店为巴黎最知名, 品牌最齐全的免税店之一。
温馨提示: 有兴趣的话, 也可选择自费项目——迪士尼
乐园。服务到此结束。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
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方案二) 东西欧+英国
第1天至第10天行程同方案二
第11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
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
区酒店。

第12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
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
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
雷, 游览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
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到
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多
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3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等
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和白
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队交接
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动。晚
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
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选
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4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卡姆登区 (Camden district) 。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
物馆。
午餐时间, 乘车前往卡姆登, 这里以伦敦最为多样化
和奢华的街头市场而闻名, 在此可以看到世界各地
的文化遗迹。自由活动, 行程到此结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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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接送: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店;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布拉格老城
广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
酒店; 巴黎拉丁区回酒店

• 晚饭后接送: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店;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布拉格老城
广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
酒店; 巴黎Quartier Latin 回酒店; 伦敦塔
回酒店; 伦敦莱斯特或Soho区回酒店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塞斯特里
意大利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意大利+法国意大利+法国
法意英法意英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意大利+法国

第2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罗马城市观光; 罗马斗兽场和梵蒂冈; 晚饭
后接送服务。
早餐后, 乘车开启对这座 “永恒之城” 的追寻与探
索。来到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参观位于世界
基督教主要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随后, 入内参观罗
马的地标性建筑——罗马斗兽场 (包括门票) , 这座建
筑将带我们追溯200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罗马帝国古
代社会。晚上, 前往卡沃尔区, 那里有许多国际餐厅可
供晚餐选择。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3天
罗马-比萨-东赛斯特里-蔚蓝海岸
ROME- PISA - SESTRI LEVANTE - CÔTE D’AZUR 
今日亮点: 意大利境内里维埃拉; 比萨; 午餐。
离开罗马驶向意大利北部。在比萨, 我们为您安排一
列从旅游停车场始发的小火车, 直达不朽的奇迹广场
(Square of Miracles), 著名的斜塔就坐落在那里。随后
沿途继续欣赏美丽的地中海风景, 并在东赛斯特里停
留片刻, 尽情感受这个海边的旅游小镇。随后前往法
国境内里维埃拉, 并在下午最终抵达尼斯。

第4天
蔚蓝海岸-马赛CÔTE D’AZUR - MARSELLA
今日亮点: 蔚蓝海岸。
今天将欣赏蔚蓝海岸以及法国境内地中海的美景。
在英国人漫步大道散步, 之后乘车穿过美丽的乡村, 参
观法国传统香水制作工坊, 前往摩纳哥公国。摩纳哥
是世界第二小国 (仅次于梵蒂冈) , 我们将穿梭于坐落
着摩纳哥皇宫老城区。继续乘车前往圣特罗佩, 在古

老的渔港, 停泊着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艇。自由活动并
享用午餐, 之后乘车前往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 游
览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旧港。

第5天
阿尔勒-阿维尼翁-里昂 
ARLES - AVIGNON - LYON
今日亮点: 普罗旺斯; 莱博的光影采石场; 乡村小镇, 田
园风光, 历史文化。
今天我们将参观普罗旺斯这个美丽的地方。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勒, 向我们展示着中世纪罗马帝
国时期的遗产, 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梵高。之后前往普
罗旺斯的莱博 (LES BEAUX) , 参观光影采石场
(Carrieres de Lumiere) 。这里曾是一座采石场, 如今作
为一个巨大画廊, 展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 画作, 同
时伴有声效体验。接下来前往阿维尼翁, 游览其宏伟
的教皇宫, 并享用午餐。午餐后, 乘车前往里昂。穿过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旧城区, 搭乘登山缆车抵达富
维耶圣母堂, 站在教堂左侧的平台上, 可俯瞰里昂全城
的景色。

第6天
里昂-图尔尼-博讷-第戎 
LYON - TOURNUS - BEANUE - DIJON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拉罗谢波城堡 (Rochepot 
Castle) 。
离开里昂, 前往勃艮第大区。首先抵达图尔尼, 一个拥
有巨大石门和修道院的漂亮小镇。随后沿乡间小路
穿过一座座美丽葡萄园, 抵达拉罗谢波, 参观中世纪城
堡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勃艮第的葡萄酒之都——
博讷, 参观葡萄酒博物馆或体验历史悠久的临终关怀
中心。午后, 前往勃艮第的首府——第戎。热闹的街
道, 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错落有致, 公爵宫尤其值得一看。

第7天
戎-丰特奈修道院-丰塔内利-韦兹莱-巴黎
DIJON - ABADIA DE FONTENAY - FONTANELLI - 
VEZELAY - PARIS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丰特奈修道院 (Fontenay 
abbey) 入内参观。
由第戎出发, 前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丰特奈西笃
会修道院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瑟米尔-昂诺克西奥 
(SEMUR EN AUXOIS) 稍作停留, 引人瞩目的城墙包
围着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城市。接下来, 前往勃艮第大区
的最美丽的小镇之一的韦兹莱, 庄严的大教堂是 “圣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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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
法国

＄平季 1009

963＄起，7/12 日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05
17
14
11
16
06

1419    1721     2416

淡季 ＄ 963    1373   1647    2342

第1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台伯河岸区夜游。
欢迎来到罗马！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
店。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会的
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晚
上, 我们将带您前往台伯河岸区, 体验罗马人的日常生
活。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漫步, 探寻隐藏的宝藏, 比
如低调的中世纪教堂和有趣的纪念品小商店。您可
以在充满意大利风情的餐厅 (非正式西餐) 和小餐馆
体验当地传统美食。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提供国际美
食的餐厅。晚餐后返回酒店。 

旺季 ＄ 1060  1470   1784    2479

方案一
ID: 23620
 

方案二
ID: 2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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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意大利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阿爾勒
法國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罗马

 

• 门票: 罗马斗兽场; 光影采石场; 拉罗谢
波城堡; 丰特奈修道院

• 火车: 到比萨的奇迹广场
• 缆车: 里昂
• 1顿午餐: 比萨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巴黎; 伦敦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Soho区回酒店
• 门票: 巴黎艾菲尔铁塔二层登塔
• 火车: 比萨奇迹广场
• 渡轮: 法国加来-英国多佛

姆斯之路”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 的起点
之一。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巴黎, 随后行程结束。
请查看您的航班时间,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方案二) 法意英
第1天至第6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7天
丰特奈修道院-丰塔内利-韦兹莱-巴黎
ABADIA DE FONTENAY - FONTANELLI - VEZELAY - 
PARIS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丰特奈修道院 (Fontenay 
abbey) 入内参观。
由第戎出发, 前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丰特奈西笃
会修道院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瑟米尔-昂诺克西奥 
(SEMUR EN AUXOIS) 稍作停留, 引人瞩目的城墙包
围着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城市。接下来, 前往勃艮第大
区的最美丽的小镇之一的韦兹莱, 庄严的大教堂是 “
圣詹姆斯之路”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 
的起点之一。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巴黎。

第8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大家游览浪漫的巴黎, 探索其悠久的历
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遗迹。来到
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锻铁建筑的二
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分为南北两个部
分, 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
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风景如画历史悠久的
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就餐,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
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9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
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
区酒店。

第10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
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
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
雷, 游览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
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到
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多
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1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等
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和白
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队交接
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动。晚
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
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选
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2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卡姆登区 (Camden district) 。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
物馆。
午餐时间, 乘车前往卡姆登, 这里以伦敦最为多样化和
奢华的街头市场而闻名, 在此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文
化遗迹。自由活动, 行程到此结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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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特罗佩
法国

•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 罗马卡沃
尔区晚餐后回酒店

•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及罗马卡
沃尔区晚餐后回酒店; 巴黎Quartier Latin 
回酒店;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斯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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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里斯本西班牙+里斯本
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西班牙+里斯本
第1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接机回酒店; 晚上送往格兰大道  
(Gran Vía)。
欢迎来到马德里！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
查看。傍晚乘车前往埃及古庙 (Egyptian Debod 
Temple),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和格兰大道。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印度餐
厅, 中餐馆, 西班牙餐厅或中东餐厅, 选择您喜欢的餐
厅就餐。

第2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马德里城市游览; 丽池公园 (the Retiro Park) 漫
步;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Las Ventas bullring);晚餐后接
送。
早晨开启马德里全景游览, 包括普拉多大道 (Paseo del 
Prado), 西贝莱斯广场 (Cibeles), 海神喷泉(Neptuno), 
阿尔卡拉门 (Gate of Alcalá), 哥伦布广场 (Plaza de 
Colón) 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还有市中心绿
洲——丽池公园的小湖和玻璃宫。接下来入内参观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包含门票) ,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斗牛场之一。参观斗牛博物馆, 了解斗牛表演的传
统。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提供前往马德里皇
宫对面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的交通服务。这是
一个优雅而又繁华的地段,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提供不
同美食的餐厅, 如西班牙当地餐厅, 国际美食及中国美
食餐厅, 享用晚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3天
马德里-萨拉戈萨-波夫莱特-蒙特塞拉特-巴塞罗那
MADRID - ZARAGOZA (SARAGOSSA) - POBLET - 
MONTSERRAT - BARCELONA 
今日亮点: 波夫莱特修道院; 搭乘齿轮火车前往蒙特塞
拉特。
早晨我们穿过卡斯蒂利亚地区前往阿拉贡(Aragón)。
中途在萨拉戈萨稍作停留, 参观皮拉尔圣母教堂。继
续前往波夫莱特修道院, 它四周环绕着美丽的城墙, 是
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修道院之一 (包含门票
及导游讲解) 。之后, 前往蒙特塞拉特修道院, 乘坐齿
轮火车上山, 欣赏沿途的奇妙景色。之后乘车前往巴
塞罗那。
温馨提示: 由于冬季, 11月至次年3月, 昼短夜长, 为

能在太阳落山前参观蒙特塞拉, 我们将取消波夫莱
特修道院的行程。

第4天
巴塞罗那 BARCELONA
今日亮点: 巴塞罗那城市游览; 西班牙村 (Spanish 
Village); 兰布拉大街 (Las Ramblas) 晚间接送。
今天我们将在经验丰富的当地导游带领下 (温馨提示: 
若参团人数低于15人, 我们的导游可同时提供讲解), 
探索巴塞罗那这座地中海沿岸的伟大城市。参观历
史中心, 建于中世纪的哥特式风格社区。接下来参观
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 以及由著名建筑大师高迪设
计的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接下来前往参观 “西
班牙村”  (Poble Espanyol或Spanish Village), 这是一座
露天建筑博物馆, 坐落于巴塞罗那最具象征意义的地
区之一。欣赏西班牙的精工细作, 探索体验西班牙不
同地区的建筑风格与风土人情。之后自由活动。傍
晚我们提供前往兰布拉大街和加泰罗尼亚广场地区
的交通服务, 您可以在这里享用晚餐, 之后返回酒店。

第5天
巴塞罗那-潘尼斯科拉-瓦伦西亚
BARCELONA - PENISCOLA - VALENCIA
今日亮点: 海边小镇潘尼斯科拉及其滨海城堡; 瓦伦西
亚城市观光; 晚间接送服务。
沿地中海向南行驶, 在潘尼斯科拉海边小镇停留。导
游将做简单介绍, 之后自由活动, 漫步穿过小镇, 游览
其渔港码头, 城堡及海滩。之后乘车前往瓦伦西亚, 抵
达后享用午餐。下午, 当地导游将带我们进行城市游
览,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 在这里现代与历史
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将游览拥有悠久历史的市
中心, 鱼市, 大教堂和前卫现代的科学城。傍晚, 前往
瓦伦西亚斗牛场, 在周边享用晚餐, 之后返回酒店。

第6天
瓦伦西亚-阿利坎特-卡拉瓦卡 德拉 克鲁斯-格拉纳达
VALENCIA - ALICANTE - CARAVACA DE LA CRUZ - 
GRANADA
今日亮点: 卡拉瓦卡观光火车。
今天我们将首先前往阿利坎特, 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
市漫步。午餐后前往穆尔西亚地区, 参观卡拉瓦卡·
德拉·克鲁斯。这里被天主教会视作五大圣城之一, 
教堂内存有基督十字架的遗物。我们还将乘坐火车前
往游览其历史中心。之后, 继续前往安达卢西亚, 抵达
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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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天
格拉纳达GRANADA
今日亮点: 阿尔罕布拉宫导游及门票 (请核对您购买
的行程是否包含阿尔罕布拉宫); 晚上接送服务。
全天将在格拉纳达度过。若您提前预定了阿尔罕布拉
宫的行程, 下午我们将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入内参观
建于阿拉伯时代的宏伟壮观的阿尔罕布拉宫及美丽的
赫内拉利菲宫花园。傍晚, 我们将参观一同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阿尔拜辛, 这是一个迷人的中世纪摩尔
人社区。这里保留了狭窄而蜿蜒的中世纪摩尔街道, 
还有各种餐馆, 在此享用晚餐。晚上可以选择在传统
的圣山 (Sacromonte) 社区欣赏弗拉明戈舞蹈表演。
重要说明: 由于当地政府严格限制阿尔罕布拉宫的每
日参观人数, 因此可供分配给旅行社的门票数量十分
有限, 往往在参观日期前一个月才能得到确定的门票
数量。因此, 无法保证所有购买了包含阿尔罕布拉宫
门票的客人, 都能入内参观。我们将安排无法入内参
观的游客前往参观相似景点——塞维利亚阿卡萨王
宫(Reales Alcázares), 与同阿尔罕布拉宫入内参观相同, 
届时将有格拉纳达当地官导带领进行参观。如阿尔
罕布拉宫对您来说是必要打卡胜地, 我们建议您购买 
“不含阿尔罕布拉宫门票” 的行程以节省预算, 并通
过下方网址自行购买门票: https://www.alhambra.org as 
there is a larger quota for individual visits/purchases.。

第8天
格拉纳达-马拉加-马尔贝拉-龙达-塞维利亚
GRANADA - MALAGA - MARBELLA - RONDA - SEVILLE
今日亮点: 西班牙阳光海岸; 龙达安达卢西亚风情古镇。
离开格拉纳达, 前往西班牙阳光海岸, 抵达马拉加, 游
览历史悠久的市中心, 大教堂和毕加索博物馆。之后, 
沿滨海高速继续前行, 沿途欣赏地中海美景。抵达马
尔贝拉的波多黎各巴努斯 (PUERTO BANUS) 度假胜
地, 这里又被称为欧洲富人和名人的游乐场。下午, 我
们将继续越过山丘, 直达 “白色山顶小镇” 龙达, 大峡
谷将小镇一分为二。之后继续乘车前往塞维利亚。

第9天
塞维利亚SEVILLE
今日亮点: 塞维利亚城市游览 (官导带领); 瓜达尔基维
尔 (Guadalquivir) 河游船; 晚间市中心接送服务。
早餐后, 当地官导将带领我们游览塞维利亚, 包括大教
堂及著名的吉拉达 (钟楼), 瓜达尔基维尔河
(Guadalquivir) 沿岸, 圣十字城区 (Santa Cruz) 及特里亚
纳 (Triana) 等热门街区以及美丽的西班牙广场。游览
结束后, 乘坐瓜达尔基维尔河游船, 欣赏沿岸美景。之
后, 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前往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地
区 (Calle Alfonso XII) , 您可在这里享用晚餐。

第10天
塞维利亚-蒙萨拉什-埃武拉-里斯本
SEVILLE - MONSARAZ - EVORA - LISBON
今日亮点: 城墙环绕风景秀丽的边境小镇; 埃武拉人骨
教堂。
我们将离开塞尔利亚, 前往风景秀丽的下一站。伴
随着沿途的山丘和橄榄庄园, 我们将进入埃斯特雷
马杜拉自治区。首先在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罗斯 
(JEREZ DE LOS CABALLEROS) 稍作停留, 这个小
镇原属于圣殿骑士团, 也是瓦斯科·努涅斯·德·
巴尔沃亚(Vasco Nuñez de Balboa) 的出生地。之后, 
我们将进入葡萄牙。蒙萨拉什是葡萄牙最美丽的小
镇之一, 游览其城墙, 城堡, 美景和洁白而又绚丽的
街道。继续前往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埃武拉, 游览这
里白色的街道, 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和大教堂。享
用午餐, 午餐后参观令人为之震撼的人骨教堂 (包
含门票) , 该教堂由5000具人骨建成！之后乘车前往
里斯本。

第11天
里斯本 LISBON
今日亮点: 里斯本游览; 晚间接送服务。
早晨, 我们将在导游带领下游览这座城市。首先游览
包括贝伦区在内的传统社区, 在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 
这里诞生了伟大的葡萄牙航海家。大发现纪念碑, 贝
伦塔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热罗尼姆斯修道院都值得
一游。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前往拉斯多雷多
斯露天广场 (Restauradores Square), 这里有许多餐厅及
咖啡馆。建议您乘坐格洛丽亚升降机(Elevador Da 
Gloria) 前往圣佩德罗观景台, 饱览里斯本及上城区的
美景。之后返回酒店。

第12天
里斯本 LISBO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伊比利亚半岛
第1天至第11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12天
里斯本-法蒂玛-马德里
LISBON - FATIMA - MADRID
今日亮点: 法蒂玛圣母圣殿; 午餐。
今天我们将前往葡萄牙北部的法蒂玛朝圣地。之后, 
穿越葡萄牙中部, 途经埃斯特雷马杜拉北部返回西班
牙, 中途享用午餐。抵达马德里, 行程结束。
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马德里; 波夫莱特; 巴塞罗那; 

瓦伦西亚; 格拉纳达; 塞维利亚; 里斯本
• 游船: 塞维利亚瓜达尔基维尔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马德里埃及古庙, 西班牙广

场, 格兰大道, 东方广场回酒店; 巴塞罗
那兰布拉大街和加泰罗尼亚广场回酒
店; 瓦伦西亚斗牛场回酒店; 格拉纳达阿
尔拜辛回酒店; 塞维利亚历史中心回酒
店; 里斯本拉斯多雷多斯回酒店

• 门票: 马德里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波夫莱
特修道院; 巴塞罗那西班牙村; 阿尔罕布
拉宫及赫内拉利菲宫花园 (如行所购买
程包含的话) ; 埃武拉人骨教堂

• 火车: 蒙特塞拉特齿轨火车; 卡拉瓦卡观
光火车

(方案二附加服务)
• 正餐: 法蒂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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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安达卢西亚马德里+安达卢西亚
环游伊比利亚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马德里+安达卢西亚
第1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接机回酒店; 晚上送往格兰大道  
(Gran Vía)。
欢迎来到马德里！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
查看。傍晚乘车前往埃及古庙 (Egyptian Debod 
Temple),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和格兰大道。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印度餐
厅, 中餐馆, 西班牙餐厅或中东餐厅, 选择您喜欢的餐
厅就餐。

第2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马德里城市游览; 丽池公园 (the Retiro 
Park) 漫步;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Las Ventas bullring);
晚餐后接送。
早晨开启马德里全景游览, 包括普拉多大道 (Paseo del 
Prado) , 西贝莱斯广场 (Cibeles) , 海神喷泉(Neptuno) , 
阿尔卡拉门 (Gate of Alcalá) , 哥伦布广场 (Plaza de 
Colón) 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还有市中心绿

第3天
马德里-格拉纳达MADRID - GRANADA 
今日亮点: 享用午餐; 阿尔罕布拉宫导游及门票 (请核
对您购买的行程是否包含阿尔罕布拉宫) ; 晚上接送
服务。
早餐后从马德里驱车向南，穿过拉曼查高原，抵达
普埃尔托拉皮塞(Puerto Lapice)，一个让人联想到堂
吉诃德的 “曼彻格 (Manchego) ”村庄。从德斯佩纳
佩罗斯 (Despenaperros) 进入安达卢西亚地区，最终
抵达格拉纳达。享受午餐。若您提前预定了阿尔罕
布拉宫的行程，下午我们将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入
内参观建于阿拉伯时代的宏伟壮观的阿尔罕布拉宫
及美丽的赫内拉利菲宫花园。傍晚，我们将参观一
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拜辛，这是一个迷人

的中世纪摩尔人社区。这里保留了狭窄而蜿蜒的中
世纪摩尔街道，还有各种餐馆，在此享用晚餐。晚
上可以选择在传统的圣山 (Sacromonte) 社区欣赏弗拉
明戈舞蹈表演。
重要说明: 由于当地政府严格限制阿尔罕布拉宫的每
日参观人数，因此可供分配给旅行社的门票数量十
分有限，往往在参观日期前一个月才能得到确定的
门票数量。因此，无法保证所有购买了包含阿尔罕
布拉宫门票的客人，都能入内参观。我们将安排无
法入内参观的游客前往参观相似景点——塞维利亚
阿卡萨王宫 (Reales Alcázares) ，与同阿尔罕布拉宫
入内参观相同，届时将有格拉纳达当地官导带领进
行参观。如阿尔罕布拉宫对您来说是必要打卡胜
地，我们建议您购买“不含阿尔罕布拉宫门票”的
行程以节省预算，并通过下方网址自行购买门票: 
https://www.alhambra.org as there is a larger quota for 
individual visits/purchases.

第4天
格拉纳达-马拉加-马尔贝拉-龙达-塞维利亚
GRANADA - MALAGA - MARBELLA - RONDA - 
SEVILLE
今日亮点: 巴塞罗那城市游览; 西班牙村 (Spanish 
Village); 兰布拉大街 (Las Ramblas) 晚间接送。
今日亮点: 西班牙阳光海岸; 龙达安达卢西亚风情古
镇。
离开格拉纳达，前往西班牙阳光海岸，抵达马拉
加，游览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大教堂和毕加索博物
馆。之后，沿滨海高速继续前行，沿途欣赏地中海
美景。抵达马尔贝拉的波多黎各巴努斯 (PUERTO 
BANUS) 度假胜地，这里又被称为欧洲富人和名人的
游乐场。下午，我们将继续越过山丘，直达“白色
山顶小镇”龙达，大峡谷将小镇一分为二。之后继
续乘车前往塞维利亚。

第5天
塞维利亚SEVILLE
今日亮点: 塞维利亚城市游览 (官导带领) ; 瓜达尔基维
尔 (Guadalquivir) 河游船; 晚间市中心接送服务。
早餐后，当地官导将带领我们游览塞维利亚，包括大
教堂及著名的吉拉达 (钟楼) 、瓜达尔基维尔河 
(Guadalquivir) 沿岸、圣十字城区 (Santa Cruz) 及特里
亚纳 (Triana) 等热门街区以及美丽的西班牙广场。游
览结束后，乘坐瓜达尔基维尔河游船，欣赏沿岸美
景。之后，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前往历史悠久的市
中心地区 (Calle Alfonso XII) ，您可在这里享用晚餐。

阿尔罕布拉宫

马德里

3232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7
11
23

06, 20
17
08
12

17, 31
04, 18

18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特殊  $

淡季 $

$季平
559      883       878    1277

627     901        969   1368

559      883       906    1305

559＄起，6/8 日

环游伊比利亚

洲——丽池公园的小湖和玻璃宫。接下来入内参观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包含门票) ,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斗牛场之一。参观斗牛博物馆, 了解斗牛表演的传
统。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提供前往马德里皇
宫对面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的交通服务。这是
一个优雅而又繁华的地段,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提供不
同美食的餐厅, 如西班牙当地餐厅, 国际美食及中国美
食餐厅, 享用晚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673      947       1015  1414

旺季 $

方案一
ID: 23634

方案二
ID: 2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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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天
里斯本 LISBON
今日亮点: 里斯本游览; 晚间接送服务。
早晨，我们将在导游带领下游览这座城市。首先游
览包括贝伦区在内的传统社区，在十五世纪大航海
时代，这里诞生了伟大的葡萄牙航海家。大发现纪
念碑、贝伦塔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热罗尼姆斯修道
院都值得一游。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前往拉
斯多雷多斯露天广场 (Restauradores Square) ，这里有
许多餐厅及咖啡馆。建议您乘坐格洛丽亚升降机 
(Elevador Da Gloria) 前往圣佩德罗观景台，饱览里斯
本及上城区的美景。之后返回酒店。

第8天
里斯本-法蒂玛-马德里
LISBON - FATIMA - MADRID
今日亮点: 法蒂玛圣母圣殿; 午餐。
今天我们将前往葡萄牙北部的法蒂玛朝圣地。随
后，跨过葡萄牙中部绿地返回西班牙，在茫茫草原
中，穿越埃斯特雷马杜拉北部。中途享用午餐，之
后继续乘车前往马德里。抵达马德里后，本次行程
到此结束。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考虑是否需要额
外增加住宿。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巴士服务，基本

旅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马德里; 塞维利亚
• 游船: 塞维利亚瓜达尔基维尔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马德里埃及古庙、西班牙

广场、格兰大道回、东方广场回酒店; 
格拉纳达阿尔拜辛回酒店; 塞维利亚历
史中心回酒店

• 门票: 马德里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阿尔罕
布拉宫及赫内拉利菲宫花园（所购买行
程包含的情况下） 

• 晚餐: 格拉纳达晚餐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里斯本
• 晚饭后接送: 里斯本拉斯多雷多斯回酒店
• 门票: 埃武拉人骨教堂
• 午餐: 法蒂玛午餐

LisboN

Madrid

Granada

Marbella

Cordoba
MonsarazÉvora

Seville

2

2
2

2

Fátima

lisbon

3333

阿尔罕布拉宫

(方案二) 环游伊比利亚
第1天至第5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6天
塞维利亚-蒙萨拉什-埃武拉-里斯本
SEVILLE - MONSARAZ - EVORA - LISBON
今日亮点: 城墙环绕风景秀丽的边境小镇; 埃武拉人骨
教堂。
我们将离开塞尔利亚，前往风景秀丽的下一站。伴
随着沿途的山丘和橄榄庄园，我们将进入埃斯特雷
马杜拉自治区。首先在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罗斯 
(JEREZ DE LOS CABALLEROS) 稍作停留，这个小镇
原属于圣殿骑士团，也是瓦斯科·努涅斯·德·巴
尔沃亚 (Vasco Nuñez de Balboa) 的出生地。之后，我
们将进入葡萄牙。蒙萨拉什是葡萄牙最美丽的小镇
之一，游览其城墙、城堡、美景和洁白而又绚丽的
街道。继续前往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埃武拉，游览这
里白色的街道、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和大教堂。享
用午餐，午餐后参观令人为之震撼的人骨教堂 (包含
门票) ，该教堂由5000具人骨建成！之后乘车前往里
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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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里斯本 LISBON
今日亮点: 抵达里斯本;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并入
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光。
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务
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里斯本 LISBON
今日亮点: 里斯本游览; 晚间接送服务。
早晨, 我们将在导游带领下游览这座城市。首先游
览包括贝伦区在内的传统社区, 在十五世纪大航海
时代, 这里诞生了伟大的葡萄牙航海家。大发现纪
念碑, 贝伦塔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热罗尼姆斯修道
院都值得一游。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前往
拉斯多雷多斯露天广场 (Restauradores Square) , 这
里有许多餐厅及咖啡馆。建议您乘坐格洛丽亚升
降机 (Elevador Da Gloria) 前往圣佩德罗观景台, 饱
览里斯本及上城区的美景。之后返回酒店。

第3天
里斯本-法蒂玛-马德里
LISBON - FATIMA - MADRID
今日亮点: 法蒂玛圣母圣殿; 午餐。
今天我们将前往葡萄牙北部的法蒂玛朝圣地。随后, 

跨过葡萄牙中部绿地进入西班牙, 在茫茫草原中, 穿
越埃斯特雷马杜拉北部。中途享用午餐, 之后继续
乘车前往马德里。抵达马德里后, 您可以继续乘车
前往马约尔广场, 感受极具地方特色的小酒馆。

第4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马德里城市游览; 丽池公园 (the Retiro 
Park) 漫步;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Las Ventas 
bullring); 晚餐后接送。
早晨开启马德里全景游览, 包括普拉多大道 (Paseo 
del Prado) , 西贝莱斯广场 (Cibeles) , 海神喷泉
 (Neptuno) , 阿尔卡拉门 (Gate of Alcalá) , 哥伦布广
场 (Plaza de Colón) 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还有
市中心绿洲——丽池公园的小湖和玻璃宫。接下来
入内参观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包含门票) , 这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斗牛场之一。参观斗牛博物馆, 了解斗
牛表演的传统。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提供前
往马德里皇宫对面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的交
通服务。这是一个优雅而又繁华的地段, 在这里你
可以找到提供不同美食的餐厅, 如西班牙当地餐厅, 
国际美食及中国美食餐厅, 享用晚餐。晚餐后返回
酒店。

第5天
马德里 MADRID  
早餐后, 服务到此结束。

第1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接机回酒店; 晚上送往格兰大道 (Gran Vía) 。
欢迎来到马德里！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
务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
会。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
随时查看。傍晚乘车前往埃及古庙 (Egyptian Debod 
Temple),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和格兰大道。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印度
餐厅, 中餐馆, 西班牙餐厅或中东餐厅, 选择您喜欢的
餐厅就餐。

第2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马德里城市游览; 丽池公园 (the Retiro 
Park) 漫步;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Las Ventas 
bullring) ; 晚餐后接送。
早晨开启马德里全景游览, 包括普拉多大道 (Paseo 
del Prado) , 西贝莱斯广场 (Cibeles) , 海神喷泉 
(Neptuno) , 阿尔卡拉门 (Gate of Alcalá) , 哥伦布广
场 (Plaza de Colón) 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还
有市中心绿洲——丽池公园的小湖和玻璃宫。接下
来入内参观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包含门票) , 这是世
界上最著名的斗牛场之一。参观斗牛博物馆, 了解
斗牛表演的传统。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提供
前往马德里皇宫对面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的
交通服务。这是一个优雅而又繁华的地段,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提供不同美食的餐厅, 如西班牙当地餐
厅, 国际美食及中国美食餐厅, 享用晚餐。晚餐后返
回酒店。

第3天
马德里-萨拉戈萨-波夫莱特-蒙特塞拉特-巴塞罗那
MADRID - ZARAGOZA (SARAGOSSA) - POBLET - 
MONTSERRAT - BARCELONA
今日亮点: 波夫莱特修道院; 搭乘齿轮火车前往蒙特
塞拉特。
早 晨 我 们 穿 过 卡 斯 蒂 利 亚 地 区 前 往 阿 拉 贡 
(Aragón) 。中途在萨拉戈萨稍作停留, 参观皮拉尔
圣母教堂。继续前往波夫莱特修道院, 它四周环绕
着美丽的城墙, 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修
道院之一 (包含门票及导游讲解) 。之后, 前往蒙特
塞拉特修道院, 乘坐齿轮火车上山, 欣赏沿途的奇妙
景色。之后乘车前往巴塞罗那。
温馨提示: 由于冬季, 11月至次年3月, 昼短夜长, 为能
在太阳落山前参观蒙特塞拉, 我们将取消波夫莱特
修道院的行程。

第4天
巴塞罗那 BARCELONA 
今日亮点: 巴塞罗那城市游览; 西班牙村 (Spanish 
Village) ; 兰布拉大街 (Las Ramblas) 晚间接送。
今天我们将在经验丰富的当地导游带领下 (温馨提
示: 若参团人数低于15人, 我们的导游可同时提供讲
解) , 探索巴塞罗那这座地中海沿岸的伟大城市。参
观历史中心, 建于中世纪的哥特式风格社区。接下
来参观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 以及由著名建筑大
师高迪设计的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接下来前往
参观“西班牙村” (Poble Espanyol或Spanish Village) , 
这是一座露天建筑博物馆, 坐落于巴塞罗那最具象
征意义的地区之一。欣赏西班牙的精工细作, 探索
体验西班牙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与风土人情。之后
自由活动。傍晚我们提供前往兰布拉大街和加泰罗
尼亚广场地区的交通服务, 您可以在这里享用晚餐, 
之后返回酒店。

第5天
巴塞罗那 BARCELONA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伊比利亚半岛首都伊比利亚半岛首都

马德里+马德里+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中文导游，巴士服务，基本

旅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里斯本；马德里
• 晚饭后接送：里斯本拉斯多雷多斯回酒

店；马德里东方广场回酒店
• 门票：马德里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 午餐：法蒂玛午餐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中文导游，巴士服务，基本

旅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马德里；波夫莱特；巴塞

罗 那
• 晚饭后接送：马德里：埃及古庙和西班

牙广场或格兰大道回酒店、东方广场回
酒店；巴塞罗那兰布拉大街和加泰罗尼
亚广场回酒店

• 门票：马德里拉斯本塔斯斗牛场；波夫
莱特修道院；巴塞罗那西班牙村

• 火车：蒙特塞拉特齿轨火车

马德里

里斯本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3434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12
16
28

11, 25
22
13

17
22
05

09, 23
23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产品手册

每人价格
双人间 单人间

445 ＄起，5 日

$    502         764

$    496         758

$    473         735

$    445         707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
$

$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产品手册

双人间 单人间

365＄起，5 日

ID: 23628

特殊
旺季
平季
淡季

08
13, 27

31
14
14

03
07
19

02, 16
13
04

旺季
平季
淡季

ID: 23635

445          702

422          679

365          662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塞维利亚

第1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接机回酒店; 晚上送往格兰大道 (Gran Vía) 。
欢迎来到马德里! 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
会。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
随时查看。傍晚乘车前往埃及古庙 (Egyptian Debod 
Temple) ,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和格兰大道。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印度餐
厅, 中餐馆, 西班牙餐厅或中东餐厅, 选择您喜欢的餐
厅就餐。

第2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马德里城市游览; 丽池公园 (the Retiro 
Park) 漫步;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Las Ventas bullring); 
晚餐后接送。
早晨开启马德里全景游览, 包括普拉多大道 (Paseo del 
Prado) , 西贝莱斯广场 (Cibeles) , 海神喷泉 (Neptuno), 
阿尔卡拉门 (Gate of Alcalá) , 哥伦布广场 (Plaza de 
Colón) 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还有市中心绿
洲——丽池公园的小湖和玻璃宫。接下来入内参观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包含门票) ,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斗牛场之一。参观斗牛博物馆, 了解斗牛表演的传
统。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提供前往马德里皇
宫对面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的交通服务。这是
一个优雅而又繁华的地段,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提供不
同美食的餐厅, 如西班牙当地餐厅, 国际美食及中国
美食餐厅, 享用晚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3天
马德里-格拉纳达MADRID - GRANADA
今日亮点: 享用午餐; 阿尔罕布拉宫导游及门票 (请核
对您购买的行程是否包含阿尔罕布拉宫) ; 晚上接送
服务。
早餐后从马德里驱车向南, 穿过拉曼查高原, 抵达普
埃尔托拉皮塞(Puerto Lapice), 一个让人联想到堂吉
诃德的  “曼彻格 (Manchego)” 村庄。从德斯佩纳
佩罗斯 (Despenaperros) 进入安达卢西亚地区, 最终
抵达格拉纳达。享受午餐。若您提前预定了阿尔罕
布拉宫的行程, 下午我们将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入内
参观建于阿拉伯时代的宏伟壮观的阿尔罕布拉宫及
美丽的赫内拉利菲宫花园。傍晚, 我们将参观一同被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拜辛, 这是一个迷人的中世
纪摩尔人社区。这里保留了狭窄而蜿蜒的中世纪摩
尔街道, 还有各种餐馆, 在此享用晚餐。晚上可以选
择在传统的圣山 (Sacromonte) 社区欣赏弗拉明戈舞
蹈表演。
重要说明: 由于当地政府严格限制阿尔罕布拉宫的每
日参观人数, 因此可供分配给旅行社的门票数量十分
有限, 往往在参观日期前一个月才能得到确定的门票
数量。因此, 无法保证所有购买了包含阿尔罕布拉宫
门票的客人, 都能入内参观。我们将安排无法入内参
观的游客前往参观相似景点——塞维利亚阿卡萨王
宫 (Reales Alcázares) , 与同阿尔罕布拉宫入内参观
相同, 届时将有格拉纳达当地官导带领进行参观。如
阿尔罕布拉宫对您来说是必要打卡胜地, 我们建议您
购买 “不含阿尔罕布拉宫门票” 的行程以节省预
算, 并通过下方网址自行购买门票: https://www.
alhambra.org as there is a larger quota for individual 
visits/purchases.

第4天
格拉纳达-马拉加-马尔贝拉-龙达-塞维利亚
GRANADA - MALAGA - MARBELLA - RONDA - 
SEVILLE
今日亮点: 西班牙阳光海岸; 龙达安达卢西亚风情
古镇。
离开格拉纳达, 前往西班牙阳光海岸, 抵达马拉加, 游
览历史悠久的市中心, 大教堂和毕加索博物馆。之后, 
沿滨海高速继续前行, 沿途欣赏地中海美景。抵达马
尔贝拉的波多黎各巴努斯 (PUERTO BANUS) 度假胜
地, 这里又被称为欧洲富人和名人的游乐场。下午, 我
们将继续越过山丘, 直达 “白色山顶小镇” 龙达, 大峡
谷将小镇一分为二。之后继续乘车前往塞维利亚。

第5天
塞维利亚SEVILLE
今日亮点: 塞维利亚城市游览 (官导带领) ; 瓜达尔基维
尔 (Guadalquivir) 河游船; 晚间市中心接送服务。
早餐后, 当地官导将带领我们游览塞维利亚, 包括大教
堂及著名的吉拉达 (钟楼) , 瓜达尔基维尔河 
(Guadalquivir) 沿岸, 圣十字城区 (Santa Cruz) 及特里亚
纳 (Triana) 等热门街区以及美丽的西班牙广场。游览
结束后, 乘坐瓜达尔基维尔河游船, 欣赏沿岸美景。之
后, 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前往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地
区 (Calle Alfonso XII) , 您可在这里享用晚餐。

第6天
塞维利亚-蒙萨拉什-埃武拉-里斯本
SEVILLE - MONSARAZ - EVORA - LISBON
今日亮点: 城墙环绕风景秀丽的边境小镇; 埃武拉人骨
教堂。
我们将离开塞尔利亚, 前往风景秀丽的下一站。伴随
着沿途的山丘和橄榄庄园, 我们将进入埃斯特雷马杜
拉自治区。首先在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罗斯 (JEREZ 
DE LOS CABALLEROS) 稍作停留, 这个小镇原属于圣
殿骑士团, 也是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Vasco Nuñez de Balboa) 的出生地。之后, 我们将进入
葡萄牙。蒙萨拉什是葡萄牙最美丽的小镇之一, 游览
其城墙, 城堡, 美景和洁白而又绚丽的街道。继续前往
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埃武拉, 游览这里白色的街道, 文艺
复兴时期的宫殿和大教堂。享用午餐, 午餐后参观令
人为之震撼的人骨教堂 (包含门票) , 该教堂由5000具
人骨建成! 之后乘车前往里斯本 。

第7天
里斯本 LISBON
今日亮点: 里斯本游览; 晚间接送服务。
早晨, 我们将在导游带领下游览这座城市。首先游览
包括贝伦区在内的传统社区, 在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 
这里诞生了伟大的葡萄牙航海家。大发现纪念碑, 贝
伦塔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热罗尼姆斯修道院都值得
一游。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我们将前往拉斯多雷多
斯露天广场 (Restauradores Square) , 这里有许多餐厅及
咖啡馆。建议您乘坐格洛丽亚升降机 (Elevador Da 
Gloria) 前往圣佩德罗观景台, 饱览里斯本及上城区的
美景。之后返回酒店。

第8天
里斯本 LISBO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中文导游，巴士服务，基本

旅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马德里；塞维利亚；里斯本
• 游船：塞维利亚瓜达尔基维尔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马德里埃及古庙、西班牙

广场、格兰大道、东方广场回酒店；
格拉纳达阿尔拜辛回酒店；塞维利亚历
史中心回酒店；里斯本拉斯多雷多斯
回酒店

• 门票：马德里拉斯本塔斯斗牛场；阿尔
罕布拉宫及赫内拉利菲宫花园（所购买
行程包含的情况下）；埃武拉人骨教堂

• 晚餐：格拉纳达晚餐

每人价格

参考酒店

西班牙+里斯本西班牙+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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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接机回酒店; 晚间前往格兰大道 
(Gran Vía) 。
欢迎来到马德里！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
会。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
随时查看。傍晚乘车前往埃及古庙 (Egyptian Debod 
Temple),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和格兰大道。这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 遍布印度餐厅, 中餐馆, 西班
牙餐厅或中东餐厅, 您可以选择喜欢的餐厅就餐。

第2天
马德里 MADRID
今日亮点: 马德里城市游览; 丽池公园 
(the Retiro Park) 漫步;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Las Ventas bullring) ; 晚餐后接送。
早晨开启马德里全景游览, 包括普拉多大道 (Paseo 
del Prado), 西贝莱斯广场 (Cibeles), 海神喷泉
(Neptuno), 阿尔卡拉门 (Gate of Alcalá), 哥伦布广
场 (Plaza de Colón) 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还
有市中心绿洲——丽池公园的小湖和玻璃宫。接
下来入内参观世界上最著名的斗牛场之一——拉
斯本塔斯斗牛场 (包含门票) 。参观斗牛博物馆, 了
解斗牛表演的传统。下午自由活动。傍晚提供前
往马德里皇宫对面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的交
通服务。这是一个优雅而又繁华的地段, 遍布各式
各样的美食餐厅, 如西班牙当地餐厅, 国际美食及
中餐厅, 享用晚餐, 餐后返回酒店。

第3天
马德里-萨拉戈萨-波夫莱特-蒙特塞拉特-巴塞罗那
MADRID - ZARAGOZA (SARAGOSSA) - POBLET - 
MONTSERRAT - BARCELONA
今日亮点: 波夫莱特修道院; 搭乘齿轮火车前往蒙特
塞拉特。
早晨穿过卡斯蒂利亚地区前往阿拉贡 (Aragón)。
中途在萨拉戈萨稍作停留, 参观皮拉尔圣母教堂。
随后前往四周环绕着美丽城墙的波夫莱特修道院, 
它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修道院之一 (包
含门票及导游讲解) 。结束后前往蒙特塞拉特修道
院, 乘坐齿轮火车上山, 欣赏沿途的奇妙景色。之后
乘车前往巴塞罗那。
温馨提示: 冬季昼短夜长, 11月至次年3月间, 为能在
太阳落山前参观蒙特塞拉, 我们将取消波夫莱特修
道院的行程。

第4天
巴塞罗那 BARCELONA
今日亮点: 巴塞罗那城市游览; 西班牙村 (Spanish 
Village) ; 兰布拉大街 (Las Ramblas) 晚间接送。
今天经验丰富的当地导游将带领我们 (温馨提示: 若
参团人数低于15人, 讲解将由我们自己的导游提供) , 
探索巴塞罗那这座地中海沿岸的伟大城市。参观其
历史中心以及建于中世纪的哥特社区。参观奥林匹
克运动会举办地, 以及参观由著名建筑大师高迪设计
的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接下来前往参观  “西班
牙村”  (Poble Espanyol 或 Spanish Village), 这是一座露
天的建筑博物馆, 坐落于巴塞罗那最具象征意义的地
区之一。欣赏西班牙的精工细作, 探索不同区域的建
筑风格与风土人情。之后自由活动。傍晚我们提供
前往兰布拉大街和加泰罗尼亚广场地区的交通服务, 
您可以在这里享用晚餐, 之后返回酒店。

第5天
巴塞罗那-巴黎 BARCELONA - PARIS 
今日亮点: 高铁站送站; 巴黎蒙马特晚间接送。
早餐后, 乘车前往火车站, 搭乘高铁前往巴黎。在舒
适的高铁上享受沿途美景, 车程共计6小时30分。抵
达巴黎后, 前往酒店。傍晚, 前往蒙马特地区。蒙马
特因其画家, 艺术家以及歌舞表演而闻名, 于供应各
式菜肴的餐厅中落座, 在晚餐中感受这个奇妙美丽
的地区。之后搭乘缆车登上山顶, 欣赏巴黎的非凡
夜景。乘车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只有当人数达到15人以上时, 导游才会陪
同团队乘坐高铁。

第6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
河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
索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
止的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
史价值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
黎城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 自由就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
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
间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
登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7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同您前往BENLUX免
税店, 该店为巴黎最知名, 品牌最齐全的免税店之一。
温馨提示: 有兴趣的话, 也可选择自费项目——迪士
尼乐园。服务到此结束。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
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西班牙+西班牙+
法国法国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马德里; 波福莱特; 巴塞罗那; 

巴黎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马德里埃及古庙, 西班牙广

场, 格兰大道; 马德里东方广场; 巴塞罗
那兰布拉大街, 加泰罗尼亚广场; 巴黎拉
丁区

• 门票: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波夫莱特修道
院; 巴萨罗那西班牙村; 巴黎艾菲尔铁塔
二层登塔

• 火车: 蒙特塞拉特
• 高铁: 巴塞罗那-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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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昂
法國

第1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蒙马特地区; 乘坐缆车 (价格包含) 。
欢迎来到巴黎！抵达机场后, 将有专车接机送往酒
店。稍后, 导游将向您介绍本团基本信息, 您也可以在
酒店接待处信息板上找到相关信息。傍晚, 前往蒙马
特地区。蒙马特因其画家, 艺术家以及歌舞表演而闻
名。之后搭乘缆车登上山顶, 欣赏巴黎的非凡夜景, 于
供应各式菜肴的餐厅中落座, 在晚餐中感受这个奇妙
美丽的地区。随后乘车返回酒店。

第2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
河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
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
的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
值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
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
两岸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
您前往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就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
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
间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
登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3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
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
区酒店。

第4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
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
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
雷, 游览其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
到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
多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5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
等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

和白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
队交接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下午自由活
动。晚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
步, 感受当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
乐场所。选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
酒店。

第6天
伦敦 LONDO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伊比利亚半岛
第1天至第5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6天
伦敦-科尔切斯特- (夜邮轮) 
LONDON - COLCHESTER -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山区风光; 邮轮。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
物馆。
午餐时间, 前往卡姆登区, 这里是伦敦最多样化和最繁
华的街边市场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承载世界各
地文化的文物, 自由活动。大约下午4点, 前往英格兰
最古老的城市——科尔切斯特, 自由漫步。之后前往
哈威奇搭乘夜邮轮前往荷兰。
温馨提示: 由于邮轮舱位有限, 如遇满舱, 我们将改变
路线: 下午3点由伦敦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前往比利
时, 夜宿安特卫普。

第7天
(夜游轮) -沃伦丹-阿姆斯特丹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 VOLENDAM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Volendam);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览。
早晨8点左右抵达荷兰角港 (Hoek Van Holland), 接
下来在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稍作停留, 之后驱
车前往阿姆斯特丹。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和公
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游览行程将
徒步完成,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
间我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Rembrandtplein), 这里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
晚餐。

第8天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布鲁日-巴黎            
AMSTERDAM - BRUSSELS - BRUGES - PARIS
今日亮点: 感受比利时。
早餐后, 出发前往布鲁塞尔。抵达布鲁塞尔大广场, 稍
作停留并在原子塔前拍照留念, 继续乘车前往布鲁
日。布鲁日素有 “北方威尼斯” 之称, 是欧洲最美的
十大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一座充满奇妙化工的弗兰德
城市 (Flemish City) , 午餐后前往法国巴黎。
温馨提示: 如果您本次旅途为巴黎起始, 我们建议您额
外增加1-2晚巴黎住宿, 这样您将可以留出时间参观迪
士尼, 凡尔赛宫以及其他名胜景点。
服务到此结束, 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
外增加住宿。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巴黎; 伦敦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巴黎蒙马特地区回酒店; 巴

黎Quartier Latin 回酒店;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斯特或Soho区回酒店

• 门票: 巴黎艾菲尔铁塔二层登塔
• 渡轮: 法国加来-英国多佛
• 缆车: 巴黎蒙马特

•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阿姆斯特丹
• 晚饭后接送: 巴黎蒙马特地区和Latin 

Quarter区回酒店;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
斯特或Soho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
朗广场回酒店

• 门票: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 渡轮: 英国哈威奇-荷兰角港
• 缆车: 巴黎蒙马特登山缆车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

方案一

方案二

paris

rouen

Colchester

1

2

2

london 1 amsterdam1

Volendam

3737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3
28

09, 23
06

03, 24
29

03, 17
21
04
04

巴黎+伦敦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淡季 ＄ 775      1123    1094   1544

  

旺季 ＄ 815 1163  1151  1601

7 7 5 ＄起，6/8 日

平季 ＄ 792      1140   1151   1601

方案一
ID: 23641

方案二
ID: 23611



2 EDINBURGH
GLASGOW

INVERNESS 2

1

Colchester

2

london

1 amsterdam2

Volendam

  

  

出发日期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每人价格

参考酒店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产品手册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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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人间

第1天
伦敦 LONDON
欢迎来到伦敦, 抵达机场后, 将有专车接机送往
酒店。
稍后, 导游将向您介绍本团基本信息, 您也可以在酒
店接待处信息板上找到相关信息。

第2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
区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
史等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
敦塔和白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
家卫队交接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
自由活动。晚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
自由漫步, 感受当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
或其他娱乐场所。选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
餐后, 返回酒店。

第3天
伦敦-科尔切斯特- (夜邮轮) 
LONDON - COLCHESTER -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山区风光; 邮轮。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
物馆。

午餐时间, 前往卡姆登区, 这里是伦敦最多样化和最
繁华的街边市场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承载世
界各地文化的文物, 自由活动。大约下午4点, 前往英
格兰最古老的城市——科尔切斯特, 自由漫步。之
后前往哈威奇搭乘夜邮轮前往荷兰。
温馨提示: 由于邮轮舱位有限, 如遇满舱, 我们将改变
路线: 下午3点由伦敦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前往比利
时, 夜宿安特卫普。

第4天
(夜游轮) -沃伦丹-阿姆斯特丹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 VOLENDAM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 (Volendam);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览。
早晨8点左右抵达荷兰角港 (Hoek Van Holland) , 接
下来在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稍作停留, 之后
驱车前往阿姆斯特丹。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
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游览
行程将徒步完成,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我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Rembrandtplein),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
此享用晚餐。

第5天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早餐后, 行程结束。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
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第1天
爱丁堡EDINBURGH
今日亮点: 观光游览, 欢迎来到苏格兰。
欢迎来到爱丁堡。抵达后接机送往酒店。在当地
导游的带领下参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这也
是欧洲北部地区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爱丁堡的
旧城和新城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
产。爱丁堡城堡俯瞰着城中陡峭的街道和美丽的
公园。

第2天
爱丁堡EDINBURGH
全天自由活动。
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探索发现令你难忘的地方。

第3天
爱丁堡-斯特林-皮特洛赫里- 布莱尔城堡-因弗内斯
EDINBURGH - STIRLING - PITLOCHRY - BLAIR 
PALACE - INVERNESS
今日亮点: 皮特洛赫里的传统威士忌酒厂; 布莱尔城
堡 (Blair Castle); 晚餐。
启程前往苏格兰北部。首先我们参观斯特林以及令
人赞叹的历史中心, 以及矗立于悬崖上的斯特林城
堡。我们还将看到华莱士纪念碑 (WALLACE 
Monument, 不含门票) 。该纪念碑为纪念13世纪对
苏格兰独立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战争英雄威
廉华莱士 (William Wallace) 而建, 他因影片《勇敢的
心》而闻名于世。之后, 继续向北出发, 抵达风景如
画的小镇皮特洛赫里。在这里, 我们将参观传统威
士忌酒厂——布莱尔阿索尔 (Blair Athol) , 即金铃 
(Bell) 的生产地。享用午餐。午餐后, 参观布莱尔城
堡 (包含门票) 以及令人目不暇接的城堡花园。继续
向北出发, 抵达因弗内斯。因弗内斯是一座靠近尼
斯湖的海滨小镇。享用晚餐。

温馨提示: 苏格兰北部酒店分布十分有限, 当天住宿, 
某些团期 (通常是8月份出发团期) 将调整入住因弗
内斯附近小镇,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4天
因弗内斯INVERNESS 
今日亮点: 苏格兰北部高地风光; 艾琳多南堡 (Elean 
Donan Castle); 尼斯湖游船; 晚餐。
今天我们将欣赏苏格兰北部高地的美丽风光, 森林, 
湖泊, 荒地以及峡湾。参观艾琳多南堡 (包含门票) , 
安详的湖水和古老的城堡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美
景。之后前往参观奥古斯都堡, 参观小镇的水闸系
统。享用午餐, 并自由活动。下午, 返回尼斯湖。在
黑色的尼斯湖上, 乘坐游船欣赏周围地区完整的风
光以及中世纪厄克哈特城堡(URQUHART) 巡游。
享用晚餐, 晚餐后入住酒店。

第5天
因弗内斯-威廉堡-因弗雷里-罗蒙湖-格拉斯哥
INVERNESS - FORT WILLIAM - INVERARAY - LOCH 
LOMOND - GLASGOW
今日亮点: 苏格兰北部美丽风光。
今天, 我们将继续陶醉于美丽的自然风光中。首先
前往斯皮恩桥 (SPEAN BRIDGE) , 突击队纪念碑讲
述着二战的历史。之后前往英国最高山峰本尼维
斯山脚下的威廉堡, 这是苏格兰一个主要的旅游中
心。之后继续前行, 途中经过基尔亨城堡
(KILCHURN Castle) 废墟, 在周边黑暗湖水以及迷
人的景色的映衬下依旧如梦如幻。抵达因弗雷里, 
一座位于法恩湾边, 历史悠久的美丽村庄, 游览安
静的街道及因弗雷里城堡。享用午餐, 午餐后前往
苏格兰最受欢迎的湖泊之一的洛蒙德湖, 在岸边热
闹的巴洛赫小镇漫步。下午前往格拉斯哥并自由
活动。

英国+荷兰英国+荷兰

苏格兰苏格兰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伦敦; 阿姆斯特丹
• 晚饭后接送: 伦敦莱斯特或Soho区回酒

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店
• 门票: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 渡轮: 英国哈威奇-荷兰角港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伦敦; 阿姆斯特丹
• 晚饭后接送: 伦敦莱斯特或Soho区回酒

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店
• 门票: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 渡轮: 英国哈威奇-荷兰角港

爱丁堡

3838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10
14
26

09, 23
20
11

15
20
03

07, 21
21

$
$

$

双人间 单人间

633          941

633          941

587＄起，5 日

2021年5月
2021年6月
2021年7月
2021年8月
2021年9月
2021年10月

587          895

双人间

$
$

1140        1676

1003        1539

1003＄起，5 日

旺季
平季
淡季

ID: 23639

ID: 23649

旺季
平季

12, 26
23
14

13 

17 

29



德国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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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a

budapest

2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参考酒店

产品手册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方案一) 维也纳+布达佩斯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中文导游，巴士服务，基本

旅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维也纳；布达佩斯
• 游船：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 基础服务：中文导游，巴士服务，基本
旅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 
• 游船：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布拉格伏

尔塔瓦河游船； 
 

• 门票：布拉格城堡

维也纳+布达佩斯维也纳+布达佩斯
奥匈捷奥匈捷

方案一

方案二

2

3939

(方案二) 奥匈捷
第1天至第3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4天
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
BUDAPEST - BRATISLAVA - PRAGUE
今日亮点：探索布拉迪斯拉发；捷克风光；布拉格
晚餐后接送。
早餐后乘车前往多瑙河沿岸的斯洛伐克首都——布
拉迪斯拉发。游览其迷人的历史中心，并享用午
餐。午餐后，乘车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抵达
布拉格，首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动，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
魅力。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5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布拉格城市游览；布拉格城堡；伏尔塔
瓦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欧洲巴洛克瑰宝”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
丰富的城市之旅，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
我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
塔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
城。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您
可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6天
布拉格 PRAGUE
早餐结束后，结束本次行程。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6
10
22

05, 19
16
07
11

16, 30
03, 17

17

$

淡季 $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365       547   593       878

371       553   616      901

365＄起，4/6 日

• 晚饭后接送：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
店；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方案二附加服务)

• 晚饭后接送：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
店；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布拉格
老城广场回酒店

第1天
维也纳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并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您可享受一段自由
时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
的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如集合时间及地点，导游
姓名等。

第2天
维也纳VIENNA
今日亮点：维也纳城市游览；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让人印象
深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漫步于阳关大道及
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于花园中漫
步陶冶身心。午餐后，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
市政厅广场，欣赏周边夜景或在那里享用晚餐。

第3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今日亮点：多瑙河游船；布达佩斯城市游览；晚
餐后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并于11：30左右
抵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带您探索这座 “多
瑙河明珠”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一
侧是历史悠久的布达，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
斯。享用午餐，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
胜，之后自由活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享
用晚餐。

第4天
布达佩斯BUDAPEST
早餐后，行程结束。

旺季 $ 405       587   673      958

方案一
ID: 23658 

方案二
ID: 23631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布拉格

風車
荷蘭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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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L I N E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捷德+荷比法捷德+荷比法
捷德+荷比法+英国捷德+荷比法+英国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捷德+荷比法
第1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接机; 老城广场餐后接送。
欢迎来到布拉格！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
查看。晚些时候我们将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
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
格的魅力。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 晚餐后返回
酒店。 

第2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丰
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们
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瓦河
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
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
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3天
布拉格-劳夫-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PRAGUE - LAUF - WURZBURG - FRANKFURT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早餐后, 乘车前往德国。抵达巴伐利亚地区, 首先
来到佩格尼茨河畔的劳夫 (LAUF AN 
DERPEGNITZ) 。这座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因其
充满活力的市集广场和城堡闻名。之后前往维尔
茨堡, 享用午餐, 并参观这座美因河畔的巴伐利亚
城市。该市曾为主教辖区, 现今是一座洋溢着活力
与繁忙气息的大学城。继续前行, 抵达法兰克福。
探索这座历史名城, 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4天
法兰克福-莱茵河游船-科隆-阿姆斯特丹
FRANKFURT - CRUISE ON THE RIVER RHINE - 
COLOGNE (KÖLN)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莱茵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乘坐小小的莱茵河游船, 从吕德斯海姆小
镇出发前往圣高尔, 这是莱茵河风景最为秀丽的一
段。随后乘车前往科隆, 探索这座因雄伟庄严的哥特
大教堂闻名的城市。之后继续前往荷兰, 于傍晚抵达
阿姆斯特丹。

第5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Volendam) ; 
艾瑟尔湖 (Ijsselmeer Lake) 游船; 阿姆斯特丹城市
游览。
今天我们将在荷兰度过开心的一天, 首先驱车前往桑
斯安风车村 (Zaanse Schans) , 欣赏美丽的风车, 古老的
运河, 当地特有的建筑。接下来抵达风景如画的渔村
小镇沃伦丹, 乘坐短途游船从沃伦丹前往马尔肯
(Marken) 。马尔肯曾是艾瑟尔湖中的一个小岛, 如今
由大堤与陆地相连, 这里的房子都建在桩柱上。之后
我们将返回阿姆斯特丹进行全景游览, 游览狭窄的运
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
部分行程游览将采用徒步的形式,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
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我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 
(Rembrandtplein) ,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近
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晚餐。晚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6天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布鲁日-巴黎            
AMSTERDAM - BRUSSELS - BRUGES -PARIS
今日亮点: 感受比利时。
早餐后, 出发前往布鲁塞尔。抵达布鲁塞尔大广场, 稍
作停留并在原子塔前拍照留念, 继续乘车前往布鲁
日。布鲁日素有 “北方威尼斯” 之称, 是欧洲最美的
十大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一座奇妙的弗兰德城市
(Flemish City) 。
午餐后前往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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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起，8/11 日

淡季 $ 986     1391    1397  1973

1431     1459   2035

旺季 $ 1060   1465   1499   2075

方案一
ID: 23623 

方案二
ID: 23640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桑斯安斯风车村
荷兰

法國

温馨提示: 如果您的旅程在巴黎开始或结束, 我们建议
您在巴黎多预订一天到两天的行程, 以便游玩迪斯尼
乐园, 凡尔赛宫和其他名胜古迹。

第9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
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
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
雷, 游览其富有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
伦敦, 参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到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
的众多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布拉格; 阿姆斯特丹; 巴黎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莱茵河游

船; 艾瑟尔湖游船 (沃伦丹-马尔肯) ; 巴
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阿
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店; 巴黎拉丁
区回酒店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
坊; 埃菲尔铁塔二层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伦敦
• 晚饭后接送: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阿

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店; 巴黎Quar-
tier Latin 回酒店;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
斯特或Soho区回酒店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
工坊; 巴黎艾菲尔铁塔二层登塔

• 渡轮: 法国加来-英国多佛

2
pragueFRANKFURT 1

london2

rouen1

paris 2/3

AMSTERDAM2

4141

第10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等
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和白
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队交接
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动。晚
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
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选
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1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区
接送。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卡姆登区 (Camden district) 。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
物馆。
午餐时间, 乘车前往卡姆登, 这里以伦敦最为多样化和
奢华的街头市场而闻名, 在此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文
化遗迹。自由活动, 行程到此结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第7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
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
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分
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
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
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就
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
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8天
巴黎 PARIS
早餐后, 行程到此结束。

(方案二) 捷德+荷比法+英国
第1天至第7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8天
巴黎 PARIS - 鲁昂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
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
区酒店。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莫斯科
俄罗斯

 瑞典芬兰+塔林+俄瑞典芬兰+塔林+俄
瑞典芬兰+塔林+俄
第1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并入
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光。
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务
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今天我们将全景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3个
岛屿组成, 它们相互连通。我们将游览老城, 它又被称
为 “桥梁架起的城市” 。这里充满生气与活力, 有许
多饱含纪念意义的建筑, 如坐落于大广场上的大教堂
和皇宫, 以及诺贝尔博物馆,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在这
里领奖。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从峡湾街观景台来俯瞰
斯德哥尔摩。接下来, 自由活动, 建议前往博物馆和公
园, 尤其推荐瓦萨沉船博物馆和市政厅。

第3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全天在斯德哥尔摩自由活动。晚上登上前往芬
兰的邮轮, 入住带独立卫浴的双人客舱。

第4天
(邮轮)-纳坦利-赫尔辛基
STOCKHOLM - TURKU FERRY - NAANTALI - HELSINKI
今日亮点: 森林, 湖泊, 宜人的自然风光。
抵达芬兰前, 建议您早起来甲板看日出。在邮轮沿奥
兰群岛航行时, 欣赏迷人的海景。奥兰群岛由森林覆
盖着的数百个岛屿组成。邮轮抵达芬兰土库, 陆续下
船, 漫步游览深受瑞典风格影响的土库。乘车前往不
远处的纳坦利, 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有着许多海
边小木屋。接下来前往赫尔辛基, 抵达后享用午餐。
午餐后赫尔辛基自由活动, 您可游览其古老的市场, 受
俄罗斯风格影响的建筑等。

第5天
赫尔辛基-邮轮-塔林
HELSINKI - HELSINKI - TALLINN FERRY - TALLINN 
今日亮点: 在离开赫尔辛基的船上, 欣赏海边美丽的
风景。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尔辛

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自由漫步, 您可以通过步
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之后乘船前往爱沙尼亚, 在2小时
30分的航程中, 您将会欣赏到周边小岛的美丽风景。

第6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塔林城市游览。
作为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是一个惊艳的中世纪城市, 
市中心保存完好。我们将游览整座城市, 城墙, 教堂, 
广场以及中世纪街道。下午自由活动。

第7天
塔林-纳尔瓦-圣彼得堡
TALLINN - NARVA -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爱沙尼亚到俄罗斯。
今天我们离开爱沙尼亚, 前往俄罗斯。途中在边境小
镇纳尔瓦小镇稍作停留, 在两国边境处, 可以看到令人
印象深刻的堡垒。办理过关手续 (过关检查时间可能
较长, 请您耐心等候) , 之后前往俄罗斯享用午餐。抵
达圣彼得堡, 并入住酒店。

第8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圣彼得堡全景导览, 包括彼得保罗要塞; 圣
彼得堡夏宫。
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 我们开始游览这座美丽的城
市。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 涅瓦河口, 建在近40
个岛屿上, 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也曾是俄帝国的首
都。城中的博物馆, 宫殿及其他城市建筑向我们诉说
着沙皇俄国的历史。彼得保罗要塞 (包含门票) 是当
初建设圣彼得堡最重要的基础。城市周边还有许多
宫殿, 在导游陪同下前往参观被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遗产的彼德宫——夏宫 (包含门票)。由于豪华壮丽
的建筑及无与伦比的喷泉, 又被誉为 “俄罗斯的凡尔
赛宫”, 也曾作为沙皇的居所。

第9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今日亮点: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Hermitage Museum) 。
今天我们将前往参观艾尔米塔什这座伟大的博物馆, 
博物馆坐落在曾作为沙皇冬宫 (包含门票) 的建筑群
中。下午自由活动, 享受放松的闲暇时光。

第10天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早餐后, 乘车前往机场, 服务结束。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送机服务
• 城市游览: 斯德哥尔摩; 塔林和圣彼得堡
• 市郊游览: 圣彼得堡彼得夏宫
• 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游船
• 门票: 彼得保罗要塞; 彼得夏宫和艾尔米

塔什博物馆
• 邮轮: 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 

芬兰赫尔辛基-爱沙尼亚塔林邮轮
• 正餐: 纳尔瓦午餐

塔林
爱沙尼亚

Helsinki
3/2

2

St. Petersburg

Tallin

1
StoCkholm

21

4242

23 

04, 18
01, 29

24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10月

$ 1203    1921

$ 1419     2137

双人间 单人间

$ 1454    2172

1203＄起，10 日

旺季
平季
淡季

ID: 23625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斯塔万格
挪威

温馨提醒

  

 

newnew

北欧地理位置邻近北极，夏天日照
时间长，冬天寒冷日照时间短。

北欧国家大都不接受现金付款, 我
们建议您用信用卡支付

北欧四国北欧四国
北欧四国
第1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今日亮点: 抵达哥本哈根,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
您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
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
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哥本哈根-欧登塞-奥胡斯
COPENHAGEN - ODENSE - ARHUS
今日亮点: 游览哥本哈根, 欣赏丹麦南部的宜人风景。
早晨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全景游览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 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城市。闹市中心的蒂沃利公
园, 克里斯蒂安堡宫, 哥本哈根新港与小美人鱼雕像, 
过去与现代的碰撞在这里形成强烈对比。穿过长达
20公里的大贝尔特桥前往日德兰半岛, 途中欣赏宜人
的风景。抵达欧登塞, 参观其哥特式大教堂及安徒生
故居。然后继续乘车前往奥胡斯, 入住酒店。

第3天
奥胡斯-希茨海尔斯- (邮轮) -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
ARHUS - KRISTIANSAND FERRY - KRISTIANSAND - 
STAVANGER
今日亮点: 挪威海岸线。
乘车前往希茨海尔斯, 搭乘邮轮穿过北海, 经三个小
时, 抵达挪威克里斯蒂安桑。继续沿着挪威南部海岸
线前行, 下一站抵达风景如画的小镇斯塔万格, 那里有
繁忙的峡湾港口。
温馨提示: 邮轮班次时间视季节而定, 无特殊情况, 我
们将安排船上午餐。

第4天
斯塔万格-卑尔根 STAVANGER - BERGEN
今日亮点: 美丽的峡湾及海洋景观; 弗洛伊恩登山
缆车。
出发后首先前往斯塔万格 “岩中之剑”  (Swords in 
Rock) 纪念碑, 追忆维京历史。随后穿过隧道和桥梁, 
有时还需乘坐峡湾渡轮, 穿过世界上最深的隧道之一
来欣赏壮丽的自然风光, 在舒适惬意中我们将抵达卑
尔根。享用午餐, 午餐后, 乘坐弗洛伊恩缆车登上山
顶, 饱览卑尔根峡湾的壮丽景色。之后自由活动, 体验
峡湾之都的魅力。

第5天
卑尔根-奥斯陆 BERGEN - OSLO 
今日亮点: 高山与峡湾; 峡湾游船。
今天我们将体验到更为奇妙的景观, 挪威内陆地区的
峡湾, 冰川, 湖泊和森林美景。首先前往挪威最大的峡
湾——松恩峡湾, 途径沃斯美丽的TVINDEFOSSEN瀑
布。抵达松恩峡湾, 乘坐居德旺恩和弗拉姆之间的峡
湾游船。在两个小时的航行中, 您可以饱览壮丽的自
然风光。继续乘车穿过冰雪覆盖的地区, 以及世界上
最长的拉尔达尔隧道 (Lærdal Tunnel) 。接下来参观位
于博尔贡 (Borgund) , 建于12世纪的木制教堂 (包含门
票), 该教堂是挪威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教堂。最后
抵达奥斯陆, 游览奥斯陆港口, 主要街道以及维格兰雕

塑公园(Vigelandsparken又名Frognerparken) 里的雕塑
作品。

第6天
奥斯陆-厄勒布鲁-斯德哥尔摩
OSLO - OREBRO - STOCKHOLM
今日亮点: 奥斯陆城市游览; 高山, 森林和湖泊风光。
在当地导游陪同下游览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
斯陆, 你既可以看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建筑, 又
会发现古色古香的经典建筑; 既不乏美丽的城市风光, 
又有着大型的雕塑公园, 还曾被提名 “欧洲绿色之
都” 。之后, 若您感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维京博物
馆。出发前往瑞典, 沿途欣赏森林湖泊美景。抵达厄
勒布鲁, 稍作停留, 漫步游览湖边城堡以及其历史中
心, 享用午餐。午餐后, 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抵达
后入住酒店。

第7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今天我们将全景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3个
岛屿组成, 它们相互连通。我们将游览老城, 它又被称
为 “桥梁架起的城市” 。这里充满生气与活力, 有许
多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 如坐落于大广场上的大教堂
和皇宫, 以及诺贝尔博物馆,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在这
里领奖。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从峡湾街观景台来俯瞰
斯德哥尔摩。接下来, 自由活动, 建议前往博物馆和公
园, 尤其推荐瓦萨沉船博物馆和市政厅。

第8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全天在斯德哥尔摩自由活动。晚上登上前往芬
兰的邮轮, 入住带有独立卫浴的双人客舱。

第9天
(夜邮轮)-纳坦利-赫尔辛基
STOCKHOLM-TURKU FERRY - NAANTALI - HELSINKI
今日亮点: 森林, 湖泊, 宜人的自然风光。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哥本哈根; 奥斯陆; 斯德哥尔

摩
• 游船: 松恩峡湾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

游 船
• 门票: 博尔贡教堂
• 邮轮: 丹麦-挪威邮轮; 挪威峡湾邮轮; 瑞

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 缆车: 卑尔根弗洛伊恩缆车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Helsinki

Copenhagen

STOCKHOLM 2

1

1

1

1

1

1

aarhus

stavanger

bergen
oslo

Turku

1

4343

抵达芬兰前, 建议您早起来甲板看日出。在邮轮沿奥
兰群岛航行时, 欣赏迷人的海景。奥兰群岛由森林覆
盖着的数百个岛屿组成。邮轮抵达芬兰土库, 陆续下
船, 漫步游览深受瑞典风格影响的土库。乘车前往不
远处的纳坦利, 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有着许多海
边小木屋。接下来前往赫尔辛基, 抵达后享用午餐。
午餐后赫尔辛基自由活动, 您可游览其古老的市场, 俄
罗斯风格的建筑等。

第10天
赫尔辛基 HELSINKI
今日亮点: 风景优美的芬兰堡。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
尔辛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在漫步的过程中您
可以通过步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下午自由活动, 行程
结束。
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安排。

＄起 日，10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18
29

13, 27
24
14
19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双人间

1710 

1664 

1613 2348

单人间

2445

2399

1613

旺季 ＄

平季 ＄

淡季 ＄

ID: 23617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格林德沃
瑞士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捷奥德瑞捷奥德瑞方案一

捷奥+德瑞法捷奥+德瑞法方案二

(方案一) 捷奥德瑞
第1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接机; 老城广场餐后接送。
欢迎来到布拉格！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
查看。晚些时候我们将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
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
格的魅力。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 晚餐后返回
酒店。 

第2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
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
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
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
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
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3天
布拉格-慕尼黑-因斯布鲁克
PRAGUE - MUNICH - INNSBRUCK 
今日亮点: 宝马世界; 因斯布鲁克老城。
早晨, 我们将前往巴伐利亚地区, 并于正午抵达慕尼
黑。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边, 可以参观到充满未来感的
宝马世界 (BMW Welt) , 这座迷人的建筑中承办着宝
马汽车各式的展览。随后, 享用午餐并在历史城区漫
步。下午, 驱车前往奥地利, 于晚间抵达因斯布鲁克, 
在老城区 “金色屋顶” 附近享用饭餐。

第4天
因斯布鲁克-苏黎世INNSBRUCK - ZURICH 
今日亮点: 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美丽的自然景观; 搭乘
火车。
我们今天将首先参观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著名的水晶
之乡。游览奇妙的水晶花园, 了解水晶的制作过程。
随后, 在前往苏黎世之前, 可以漫步一番, 欣赏美丽的
风景。抵达苏黎世后, 我们将在河畔边的历史城区落
座就餐, 于众多国际美食中享受夜晚。
温馨提示: 在某些情况下, 因斯布鲁克-苏黎世可以乘
坐火车。

第5天
苏黎世-卢塞恩-苏黎世 
ZURICH - LUCERNE - ZURICH
今日亮点: 美丽的自然景观; 格林德瓦菲斯特(first) 峰
上山缆车; 山顶午餐。
今天, 我们将欣赏到高山湖泊等美丽的自然景观, 特别

是因特拉肯地区令人赞叹的自然风光。搭乘格林德
瓦first缆车上山, 首先我们将在格林德瓦稍作停留, 您
可以在搭乘下一段缆车前来一杯咖啡。沿着蜿蜒的
小径徒步, 最终到达 “悬崖栈道” 。勇敢登上悬崖栈
道, 在壮丽宏伟的风景中漫步, 欣赏周围的雪山冰川, 
之后在山顶享用午餐 (报价包含午餐) 。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往瑞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卢塞恩。晚上, 自由漫步, 享受私人时光并享用晚餐, 
然后驱车返回苏黎世的酒店。

第6天
苏黎世ZURICH
早餐后, 行程到此结束。

(方案二) 捷奥+德瑞法
第1天至第5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6天
苏黎世-伯尔尼-巴黎 
ZURICH - BERNE - PARIS
今日亮点: 探索瑞士首都——伯尔尼。
乘车前往伯尔尼, 欣赏沿途如画般的风景。伯尔尼
是建在阿勒河弯道周围的一座联邦城市, 旧城区保
存有许多中世纪建筑。停下来, 散散步。随后, 我们
将前往法国。途中, 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湖景。晚上
抵达巴黎。

第7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
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
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
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
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
往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
就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
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8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同您前往BENLUX免
税店, 该店为巴黎最知名, 品牌最齐全的免税店之一。
温馨提示: 有兴趣的话, 也可选择自费项目——迪士尼
乐园。

第9天
巴黎 PARIS
早餐后, 行程到此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布拉格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慕尼黑宝马世界; 施

华洛世奇水晶博物馆
• 缆车: 格林瓦尔德first缆车
• 午餐: 卢塞恩

•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巴黎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巴黎拉丁区回酒店
• 门票: 埃菲尔铁塔二层

2
prague

paris

zurich

innsbruck

3

2 1

4444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2
06
18

01, 15
12
03
07

12, 26
30
13
13

$ 798

 

1043

淡季 $ 775       1020   1248      1658

 

1271     1681

方案一
ID: 23624 

方案二
ID: 23630

775＄起，6/9 日

旺季 $ 815 1060 1288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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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柏林
德国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OP. 2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方案一) 柏林+布拉格
第1天
柏林 BERLIN
今日亮点: 抵达柏林;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并入
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光。
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务
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柏林 BERLIN
今日亮点: 柏林城市观光——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
林墙博物馆。
今天, 导游将带领我们探索这座非凡的德国首都城市, 
感受当地的文化。我们将依次参观其历史中心, 博物
馆岛, 国会大厦, 勃兰登堡门以及城市公园。之后前往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馆。通过参观, 我们
将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在20世纪所经历的磨难。傍
晚来到充满活力的康德大街(Kanstrasse) , 在这里你可
以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包括印度餐, 中餐, 意
餐, 德餐等)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3天
柏林-德累斯顿-布拉格 
BERLIN - DRESDEN - PRAGUE
今日亮点: 德累斯顿城市游览; 布拉格晚餐后接送
服务。
早餐后, 乘车穿过森林前往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已成
为德国主要旅行目的地之一, 这里有许多卓越的建筑
及艺术遗产, 您将有充足的时间来探索这里令人印象
深刻的宫殿。选择您喜欢的餐厅或咖啡馆享用午餐, 
午餐后, 驱车前往捷克布拉格。
抵达布拉格, 首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旅行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
魅力。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4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
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
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
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
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
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5天
布拉格 PRAGUE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奥德捷首都
第1天至第4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5天
布拉格-慕尼黑-因斯布鲁克
PRAGUE - MUNICH - INNSBRUCK
今日亮点: 宝马世界; 因斯布鲁克老城。
早晨, 我们将前往巴伐利亚地区, 并于正午抵达慕尼
黑。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边, 可以参观到充满未来感的
宝马世界 (BMW Welt) , 这座迷人的建筑中承办着宝
马汽车各式的展览。随后, 享用午餐并在历史城区漫
步。下午, 驱车前往奥地利, 于晚间抵达因斯布鲁克, 
在老城区 “金色屋顶” 附近享用饭餐。 

第6天
因斯布鲁克-基茨比厄尔INNSBRUCK - KITZBUHEL
今日亮点: 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美丽的自然景观; 晚餐。
今天我们将参观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著名的水晶之
乡。游览奇妙的水晶花园, 了解水晶的制作过程。漫
步因斯布鲁克的历史中心漫步。之后沿山脉间风景
优美的公路前往基茨比厄尔。基茨比厄尔是一座风
景如画的高山小镇, 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 全年大
部分时间都可见降雪。自由活动, 并享用晚餐 (可选
素食) 。

第7天
基茨比厄尔-萨尔斯堡-维也纳 
KITZBUHEL - SALZBURG - VIENNA
今日亮点: 高山缆车; 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 自
然风光; 特劳恩湖游船。
早餐后, 搭乘高山缆车前往基茨比厄尔周边高山, 这里
一年中有9个月都会下雪, 风景很是奇妙。在夏季, 若
有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 “高山花园” 。继续奥地利
探索之旅, 穿过一座座山, 抵达萨尔斯堡。萨尔斯堡的
历史老城已被列入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导游将
带领我们穿过其间一条条漂亮的街道。接下来, 途经
山川湖泊, 前往奥地利著名的朝圣地——圣沃尔夫
冈。之后前往特劳恩基兴(TRAUNKIRCHEN) , 乘坐
特劳恩湖 (Traunsee Lake) 游船欣赏格蒙登 
(GMUNDEN) 的四座城堡。傍晚, 乘车前往维也纳。

第8天
维也纳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让人印象
深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 漫步于阳关大道及充
满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
冶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
广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在那里享用晚餐。

第9天
维也纳 VIENNA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柏林; 布拉格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 晚间接送服务: 柏林康德大街回酒店; 布

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 门票: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

馆; 布拉格城堡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维也纳
• 游船: 特劳恩湖游船
• 晚饭后接送: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店
• 门票: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

馆; 布拉格城堡
• 缆车: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高山缆车
• 正餐: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晚餐

柏林+布拉格柏林+布拉格
奥德捷首都奥德捷首都

方案一

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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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哥本哈根; 奥斯陆; 斯德哥尔

摩; 塔林
• 游船: 松恩峡湾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

游 船
• 门票: 博尔贡教堂
• 邮轮: 丹麦-挪威邮轮; 挪威峡湾邮轮; 瑞

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芬兰赫尔
辛基-爱沙尼亚塔林邮轮

• 缆车: 卑尔根弗洛伊恩缆车

 

第1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今日亮点: 抵达哥本哈根,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
时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
的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
名等。

第2天
哥本哈根-欧登塞-奥胡斯
COPENHAGEN - ODENSE - ARHUS
今日亮点: 游览哥本哈根, 欣赏丹麦南部的宜人风景。
早晨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全景游览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 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城市。闹市中心的蒂沃利公
园, 克里斯蒂安堡宫, 哥本哈根新港与小美人鱼雕像, 
过去与现代的碰撞在这里形成强烈对比。穿过长达
20公里的大贝尔特桥前往日德兰半岛, 途中欣赏宜人
的风景。抵达欧登塞, 参观其哥特式大教堂及安徒生
故居。然后继续乘车前往奥胡斯, 入住酒店。

第3天
奥胡斯-希茨海尔斯- (邮轮) -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
ARHUS - KRISTIANSAND FERRY - KRISTIANSAND - 
STAVANGER
今日亮点: 挪威海岸线。
乘车前往希茨海尔斯, 搭乘邮轮穿过北海, 经三个小
时, 抵达挪威克里斯蒂安桑。继续沿着挪威南部海岸
线前行, 下一站抵达风景如画的小镇斯塔万格, 那里有
繁忙的峡湾港口。
温馨提示: 邮轮班次时间视季节而定, 无特殊情况, 我
们将安排船上午餐。

第4天
斯塔万格-卑尔根 STAVANGER - BERGEN 
今日亮点: 美丽的峡湾及海洋景观; 弗洛伊恩登山缆
车。
出发后首先前往斯塔万格 “岩中之剑”  (Swords in 
Rock) 纪念碑, 追忆维京历史。随后穿过隧道和桥梁, 
有时还需乘坐峡湾渡轮, 穿过世界上最深的隧道之一
来欣赏壮丽的自然风光, 在舒适惬意中我们将抵达卑
尔根。享用午餐, 午餐后, 乘坐弗洛伊恩缆车登上山
顶, 饱览卑尔根峡湾的壮丽景色。之后自由活动, 体验
峡湾之都的魅力。

第5天
卑尔根-奥斯陆 BERGEN - OSLO
今日亮点: 高山与峡湾; 峡湾游船。
今天我们将体验到更为奇妙的景观, 挪威内陆地区的
峡湾, 冰川, 湖泊和森林美景。首先前往挪威最大的峡
湾——松恩峡湾, 途径沃斯美丽的TVINDEFOSSEN瀑
布。抵达松恩峡湾, 乘坐居德旺恩和弗拉姆之间的峡
湾游船。在两个小时的航行中, 您可以饱览壮丽的自
然风光。继续乘车穿过冰雪覆盖的地区, 以及世界上
最长的拉尔达尔隧道(Lærdal Tunne)。接下来参观位
于博尔贡 (Borgund), 建于12世纪的木制教堂 (包含门
票), 该教堂是挪威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教堂。最后
抵达奥斯陆, 游览奥斯陆港口, 主要街道以及维格兰雕
塑公园(Vigelandsparken又名Frognerparken) 里的雕塑
作品。

第6天
奥斯陆-厄勒布鲁-斯德哥尔摩
OSLO - OREBRO - STOCKHOLM 
今日亮点: 奥斯陆城市游览; 高山, 森林和湖泊风光。
在当地导游陪同下游览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
斯陆, 你既可以看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建筑, 又
会发现古色古香的经典建筑; 既不乏美丽的城市风光, 
又有着大型的雕塑公园, 还曾被提名 “欧洲绿色之
都” 。之后, 若您感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维京博物
馆。出发前往瑞典, 沿途欣赏森林湖泊美景。抵达厄
勒布鲁, 稍作停留, 漫步游览湖边城堡以及其历史中
心, 享用午餐。午餐后, 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抵达
后入住酒店。

第7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今天我们将全景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3个
岛屿组成, 它们相互连通。我们将游览老城, 它又被称
为 “桥梁架起的城市” 。这里充满生气与活力, 有许
多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 如坐落于大广场上的大教堂
和皇宫, 以及诺贝尔博物馆,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在这
里领奖。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从峡湾街观景台来俯瞰
斯德哥尔摩。接下来, 自由活动, 建议前往博物馆和公
园, 尤其推荐瓦萨沉船博物馆和市政厅。

第8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全天在斯德哥尔摩自由活动。晚上登上前往芬
兰的邮轮, 入住带有独立卫浴的双人客舱。

第9天
 (夜邮轮) -纳坦利-赫尔辛基
STOCKHOLM-TURKU FERRY - NAANTALI - HELSINKI
今日亮点: 森林, 湖泊, 宜人的自然风光。
抵达芬兰前, 建议您早起来甲板看日出。在邮轮沿奥
兰群岛航行时, 欣赏迷人的海景。奥兰群岛由森林覆
盖着的数百个岛屿组成。邮轮抵达芬兰土库, 陆续下
船, 漫步游览深受瑞典风格影响的土库。乘车前往不
远处的纳坦利, 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有着许多海
边小木屋。接下来前往赫尔辛基, 抵达后享用午餐。
午餐后赫尔辛基自由活动, 您可游览其古老的市场, 俄
罗斯风格的建筑等。

第10天
赫尔辛基-邮轮-塔林
HELSINKI - HELSINKI-TALLINN FERRY - TALLINN 
今日亮点: 在离开赫尔辛基的船上, 欣赏海边美丽的
风景。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尔
辛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在漫步的过程中您可
以通过步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之后乘船前往爱沙尼
亚, 在2小时30分的航程中, 您将会欣赏到周边小岛的
美丽风景。

第11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塔林城市游览。
作为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是一个惊艳的中世纪城市, 
市中心保存完好。我们将游览整座城市, 城墙, 教堂, 
广场以及中世纪街道。下午自由活动。

第12天
塔林 TALLIN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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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方案一) 北欧四国
第1天
奥斯陆 OSLO
今日亮点: 抵达奥斯陆,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
时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
的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
名等。 

第2天
奥斯陆-厄勒布鲁-斯德哥尔摩
OSLO - OREBRO - STOCKHOLM 
今日亮点: 奥斯陆城市游览; 高山, 森林和湖泊风光。
在当地导游陪同下游览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
斯陆, 你既可以看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建筑, 又
会发现古色古香的经典建筑; 既不乏美丽的城市风光, 
又有着大型的雕塑公园, 还曾被提名 “欧洲绿色之
都”。之后, 若您感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维京博物
馆。出发前往瑞典, 沿途欣赏森林湖泊美景。抵达厄
勒布鲁, 稍作停留, 漫步游览湖边城堡以及其历史中
心, 享用午餐。午餐后, 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抵达
后入住酒店。

第3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今天我们将全景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3个
岛屿组成, 它们相互连通。我们将游览老城, 它又被称
为 “桥梁架起的城市” 。这里充满生气与活力, 有许
多饱含纪念意义的建筑, 如坐落于大广场上的大教堂
和皇宫, 以及诺贝尔博物馆,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在这
里领奖。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从峡湾街观景台来俯瞰
斯德哥尔摩。接下来, 自由活动, 建议前往博物馆和公
园, 尤其推荐瓦萨沉船博物馆和市政厅。

第4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全天在斯德哥尔摩自由活动。晚上登上前往芬
兰的邮轮, 入住带有独立卫浴的双人客舱。

第5天
(邮轮) -纳坦利-赫尔辛基
STOCKHOLM - TURKU FERRY - NAANTALI - HELSINKI
今日亮点: 森林, 湖泊, 宜人的自然风光。
抵达芬兰前, 建议您早起来甲板看日出。在邮轮沿奥
兰群岛航行时, 欣赏迷人的海景。奥兰群岛由森林覆
盖着的数百个岛屿组成。邮轮抵达芬兰土库, 陆续下
船, 漫步游览深受瑞典风格影响的土库。乘车前往不
远处的纳坦利, 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有着许多海
边小木屋。接下来前往赫尔辛基, 抵达后享用午餐。
午餐后赫尔辛基自由活动, 您可游览其古老的市场, 俄
罗斯风格的建筑等。

第6天
赫尔辛基HELSINKI 
今日亮点: 在离开赫尔辛基的船上, 欣赏海边美丽的
风景。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尔
辛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在漫步的过程中您可
以通过步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下午自由活动, 行程结
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方案二) 北欧四国+塔林
第1天至第5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6天
赫尔辛基-邮轮-塔林
HELSINKI - HELSINKI - TALLINN FERRY - TALLINN 
今日亮点: 在离开赫尔辛基的船上, 欣赏海边美丽的
风景。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尔
辛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在漫步的过程中您可
以通过步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之后乘船前往爱沙尼
亚, 在2小时30分的航程中, 您将会欣赏到周边小岛的
美丽风景。

第7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塔林城市游览。
作为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是一个惊艳的中世纪城市, 
市中心保存完好。我们将游览整座城市, 城墙, 教堂, 
广场以及中世纪街道。下午自由活动。

第8天
塔林 TALLIN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 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游船
• 邮轮: 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塔林
• 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游船
• 邮轮: 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芬兰赫尔辛基-爱沙尼亚塔林邮轮

北欧四国北欧四国
北欧四国+塔林北欧四国+塔林

方案一

方案二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OP. 2

塔林
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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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季 $

22
03, 17, 31

28
18
23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5月

730＄起，6/8 日

730   1192     1009   1619

758   1220     1049   1659

旺季 $ 781    1243    1083   1693

方案一
ID: 23646 

方案二
ID: 2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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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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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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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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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淡季

第1天
布达佩斯 BUDAPEST
今日亮点: 抵达布达佩斯; 接机回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并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
时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
的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
名等。

第2天
布达佩斯BUDAPEST
今日亮点: 多瑙河游船; 布达佩斯城市游览; 晚餐后
接送。
11: 30左右, 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带您探索这座  “
多瑙河明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

二, 一侧是历史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

捷匈斯首都捷匈斯首都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布达佩斯; 布拉格 
• 游船: 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布拉格伏尔

塔瓦河游船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布拉迪斯拉发

4848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7
11
23

06, 20
17
08
12

17, 31
04, 18

18

 

473

730 

707 

684

＄

＄   450

450＄起，5 日

斯。享用午餐, 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胜, 随
后自由活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用晚餐。

第3天
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拉格
BUDAPEST - BRATISLAVA - PRAGUE
今日亮点: 探索布拉迪斯拉发; 捷克风光; 布拉格晚
餐后接送。
早餐后乘车前往多瑙河沿岸的斯洛伐克首都——布
拉迪斯拉发。游览其迷人的历史中心, 并享用午
餐。午餐后, 乘车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抵达
布拉格, 首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魅
力。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4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河
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
克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
容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
中我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
尔塔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
城。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
可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5天
布拉格 PRAGUE 
早餐后, 行程结束。

• 晚饭后接送: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ID: 23606

旺季 ＄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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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方案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维也

纳; 布达佩斯
• 游船:  威尼斯上岛游船; 特劳恩湖游船; 

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
 

• 门票:  罗马斗兽场;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
堂和穆拉诺水晶玻璃工坊

• 缆车: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高山缆车
• 正餐: 基茨比厄尔 (Kitzbuhel) 晚餐

意大利+奥地利意大利+奥地利 方案一

意大利+奥匈意大利+奥匈 方案二

(方案一) 意大利+奥地利

第4天
佛罗伦萨-威尼斯 FLORENCE - VENICE
今日亮点 :  威尼斯运河游船; 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 
(Murano) 水晶玻璃制作工坊。
今天, 我们将穿越亚平宁山脉前往威尼斯, 沿途观赏惊
叹的山脉景观。抵达威尼斯后, 乘船穿过朱待卡岛, 抵
达威尼斯岛。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 参观壮观的圣马
可广场及大教堂 (包括门票) 。之后, 参观穆拉诺水晶
玻璃工坊, 观赏古老而独特的水晶玻璃制作工艺。之
后自由活动, 享受自由时光。
晚上返回梅斯特雷地区(Mestre)入住酒店。

第5天
威尼斯-因斯布鲁克-基茨比厄尔
VENICE - INNSBRUCK - KITZBUHEL
今日亮点: 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 晚餐。
我们将离开威尼斯前往奥地利。首先抵达因斯布鲁

克, 在历史中心漫步并享用午餐。之后沿山脉间风景
优美的公路前往基茨比厄尔。基茨比厄尔是一座风
景如画的高山小镇, 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 全年大
部分时间都可见降雪。自由活动, 并享用晚餐 (可选
素食) 。
温馨提示: 若参团人数较少, 威尼斯到因斯布鲁克间交
通可能改为火车。

第6天
基茨比厄尔-萨尔斯堡-维也纳 
KITZBUHEL - SALZBURG - VIENNA
今日亮点: 高山缆车; 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 自
然风光; 特劳恩湖游船。
早餐后, 搭乘高山缆车前往基茨比厄尔周边高山, 这
里一年中有9个月都会下雪, 风景很是奇妙。在夏季, 
若有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 “高山花园” 。继续奥
地利探索之旅, 穿过一座座山, 抵达萨尔斯堡。萨尔
斯堡的历史老城已被列入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导游将带领我们穿过其间一条条漂亮的街道。接下
来, 途经山川湖泊, 前往奥地利著名的朝圣地——圣
沃 尔 夫 冈 。 之 后 前 往 特 劳 恩 基 兴
(TRAUNKIRCHEN), 乘坐特劳恩湖 (Traunsee Lake) 
游船欣赏格蒙登 (GMUNDEN) 的四座城堡。傍晚, 
乘车前往维也纳。

第7天
维也纳VIENNA
今日亮点: 维也纳城市游览; 美泉宫花园。
今天我们将在专业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这座让人印象
深刻的城市。参观宏伟的宫殿, 漫步于阳关大道及充
满活力的市中心。随后前往美泉宫, 于花园中漫步陶
冶身心。午餐后, 市中心自由活动。晚上前往市政厅
广场, 欣赏周边夜景或在那里享用晚餐。

第8天
维也纳VIENNA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意大利+奥匈
第1天至第7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9天
布达佩斯 BUDAPEST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佛罗伦萨
意大利

budapest
1

vienna2

2

venice1

florence1

ROME

kitzbuhel1 budapest
1

vienna2

2

venice1

florence1

ROME

kitzbuh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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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1
05

17, 31
14
11
02
06

11, 25
29
12
12

1037平季 ＄   1379 1174 1556

淡季 ＄ 1032 1374 1163 1545

1032＄起，8/9 日

第8天
维也纳-布达佩斯 VIENNA - BUDAPEST
今日亮点: 多瑙河游船; 布达佩斯城市游览; 晚餐后
接送。
驱车约三小时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并于11: 30左右抵
达。我们将乘坐多瑙河游船来带您探索这座  “多瑙
河明珠” 的美。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 一侧是
历史悠久的布达, 另一侧则是国际大都会佩斯。享用
午餐, 餐后继续游览布达佩斯的风景名胜, 之后自由活
动。傍晚前往瓦茨大街闹市区, 享用晚餐。

•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及罗马卡
沃尔区回酒店; 维也纳市政厅广场回酒
店; 布达佩斯瓦茨大街回酒店

第1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台伯河边的Trastevere区夜游。
欢迎来到罗马！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
店。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会的
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晚
上, 我们将带您前往台伯河岸区, 体验罗马人的日常生
活。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漫步, 探寻隐藏的宝藏, 比
如低调的中世纪教堂和有趣的纪念品小商店。您可
以在充满意大利风情的餐厅 (非正式西餐) 和小餐馆
体验当地传统美食。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提供国际美
食的餐厅。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2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罗马城市观光; 罗马斗兽场和梵蒂冈; 晚饭
后接送服务。
早餐后, 乘车开启对这座 “永恒之城” 的追寻与探
索。来到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参观位于世界
基督教主要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随后, 入内参观罗
马的地标性建筑——罗马斗兽场 (包括门票), 这座建
筑将带我们追溯200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罗马帝国古
代社会。晚上, 前往卡沃尔区, 那里有许多国际餐厅可
供晚餐选择。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3天
罗马-佛罗伦萨 ROME - FLORENCE
今日亮点: 德累斯顿城市游览; 布拉格晚餐后接送服务。
今天我们驱车离开罗马, 一路向北出发, 沿途欣赏美丽的
风景。抵达佛罗伦萨, 直奔米开朗基罗广场。傍晚, 我们
将游览历史悠久的老城中心, 并参观韦奇奥桥, 圣母百花
大教堂和市政广场, 这座城市宛如一座户外博物馆。之
后享受一些自由的休闲时光。晚上, 自由就餐, 在该地区
您可以找到诸多供应国际美食的餐厅。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ID: 23602ID: 23601

旺季 ＄ 1129    1471 1260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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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布拉格; 阿姆斯特丹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莱茵河游

船; 艾瑟尔湖游船 (沃伦丹-马尔肯)
• 夜间接送服务: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店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

工坊

第1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接机; 老城广场餐后接送。
欢迎来到布拉格！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
务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
会。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
随时查看。晚些时候我们将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
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动, 将使你领
略到布拉格的魅力。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2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
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
克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
容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
中我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
尔塔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
城。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
可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3天
布拉格-劳夫-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PRAGUE - LAUF - WURZBURG - FRANKFURT
今日亮点: 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游览。
早餐后, 乘车前往德国。抵达巴伐利亚地区, 首先来
到佩格尼茨河畔的劳夫 (LAUF AN DERPEGNITZ) 
。这座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 因其充满活力的市集
广场和城堡闻名。之后前往维尔茨堡, 享用午餐, 并
参观这座美因河畔的巴伐利亚城市。该市曾为主教
辖区, 现今是一座洋溢着活力与繁忙气息的大学
城。继续前行, 抵达法兰克福。探索这座历史名城, 
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4天
法兰克福-莱茵河游船-科隆-阿姆斯特丹
FRANKFURT - CRUISE ON THE RIVER RHINE - 
COLOGNE (KÖLN)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莱茵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乘坐小小的莱茵河游船, 从吕德斯海姆
小镇出发前往圣高尔, 这是莱茵河风景最为秀丽的
一段。随后乘车前往科隆, 探索这座因雄伟庄严的
哥特大教堂闻名的城市。之后继续前往荷兰, 于傍
晚抵达阿姆斯特丹。

第5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Volendam);
艾瑟尔湖 (Ijsselmeer Lake) 游船; 阿姆斯特丹城市
游览。
今天我们将在荷兰度过开心的一天, 首先驱车前往
桑斯安风车村 (Zaanse Schans) , 欣赏美丽的风车, 
古老的运河, 当地特有的建筑。接下来抵达风景如
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 乘坐短途游船从沃伦丹前往
马尔肯 (Marken) 。马尔肯曾是艾瑟尔湖中的一个
小岛, 如今由大堤与陆地相连, 这里的房子都建在
桩柱上。之后我们将返回阿姆斯特丹进行全景游
览, 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
石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行程游览将采用徒步的
形式,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
我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Rembrandtplein), 这里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
用晚餐。晚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6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抵达接待。
乘车前往酒店, 下午您将收到环形线路的起止信息, 
或者也可在酒店接待区信息版上查看到相关信息。

捷德+荷兰捷德+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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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起，6 日

旺季 ＄ 690 986

ID: 2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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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抵达阿姆斯特丹;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 我们将安排
接机服务, 并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
一段自由时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
您将享有的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
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Volendam); 
艾瑟尔湖 (Ijsselmeer Lake) 游船; 阿姆斯特丹城市
游览。
今天我们将在荷兰度过开心的一天, 首先驱车前往
桑斯安风车村 (Zaanse Schans) , 欣赏美丽的风车, 古
老的运河, 当地特有的建筑。接下来抵达风景如画
的渔村小镇沃伦丹, 乘坐短途游船从沃伦丹前往马
尔肯 (Marken) 。马尔肯曾是艾瑟尔湖中的一个小
岛, 如今由大堤与陆地相连, 这里的房子都建在桩柱
上。之后我们将返回阿姆斯特丹进行全景游览, 游
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
技术工坊。大部分行程游览将采用徒步的形式, 导
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我们将来
到伦勃朗广场(Rembrandtplein),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晚餐。
晚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3天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布鲁日-巴黎            
AMSTERDAM - BRUSSELS - BRUGES - PARIS
今日亮点: 感受比利时。
早餐后, 出发前往布鲁塞尔。抵达布鲁塞尔大广场, 
稍作停留并在原子塔前拍照留念, 继续乘车前往布
鲁日。布鲁日素有 “北方威尼斯” 之称, 是欧洲最

第6天
巴黎 PARIS
早餐后, 行程结束。

荷比法荷比法

每人价格

参考酒店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阿姆斯特丹; 巴黎
• 游船: 艾瑟尔湖游船 (沃伦丹-马尔肯); 

巴黎塞纳河游船
• 夜间接送: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

店; 巴黎Quartier Latin 回酒店
• 门票: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巴黎艾

菲尔铁塔二层登塔

amsterdam

paris3

2

5151

出发日期

美的十大城市之一, 同时也是一座奇妙的弗兰德城
市 (Flemish City) 。
午餐后前往法国巴黎。

第4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
河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
索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
止的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
史价值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
黎城区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 自由就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
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
间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
登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5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同您前往BENLUX免
税店, 该店为巴黎最知名, 品牌最齐全的免税店之
一。
温馨提示: 有兴趣的话, 也可选择自费项目——迪士
尼乐园。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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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起，6 日

平季 ＄ 730 1072

淡季 ＄ 713 1055

旺季 ＄ 741

ID: 2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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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价格

罗马
意大利

意大利一地经典意大利一地经典
意大利+瑞士经典意大利+瑞士经典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意大利一地经典

第2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柏林城市观光——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
林墙博物馆。
今天, 导游将带领我们探索这座非凡的德国首都城市, 
感受当地的文化。我们将依次参观其历史中心, 博物
馆岛, 国会大厦, 勃兰登堡门以及城市公园。之后前往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馆。通过参观, 我们

将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在20世纪所经历的磨难。傍
晚来到充满活力的康德大街 (Kanstrasse) , 在这里你可
以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包括印度餐, 中餐, 意
餐, 德餐等)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3天
罗马-佛罗伦萨 ROME - FLORENCE 
今日亮点 :  威尼斯运河游船; 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 
(Murano) 水晶玻璃制作工坊。
早餐后, 乘车开启对这座 “永恒之城” 的追寻与探
索。来到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参观位于世界
基督教主要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随后, 入内参观罗
马的地标性建筑——罗马斗兽场 (包括门票) , 这座建
筑将带我们追溯200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罗马帝国古
代社会。晚上, 前往卡沃尔区, 那里有许多国际餐厅可
供晚餐选择。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4天
佛罗伦萨-威尼斯 FLORENCE - VENICE
今日亮点 :  威尼斯运河游船; 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 
(Murano) 水晶玻璃制作工坊。
今天, 我们将穿越亚平宁山脉前往威尼斯, 沿途观赏惊
叹的山脉景观。抵达威尼斯后, 乘船穿过朱待卡岛, 抵
达威尼斯岛。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 参观壮观的圣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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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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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意大利

530 ＄起，5/7日

第1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台伯河岸区夜游。
欢迎来到罗马！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
店。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会的
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晚
上, 我们将带您前往台伯河岸区, 体验罗马人的日常生
活。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漫步, 探寻隐藏的宝藏, 比
如低调的中世纪教堂和有趣的纪念品小商店。您可
以在充满意大利风情的餐厅 (非正式西餐) 和小餐馆
体验当地传统美食。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提供国际美
食的餐厅。
晚餐后返回酒店。

旺季 ＄ 616 827 1009 1288

方案一
ID: 23599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方案二
ID: 23598 



参考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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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意大利

可广场及大教堂 (包括门票) 。之后, 参观穆拉诺水晶
玻璃工坊, 观赏古老而独特的水晶玻璃制作工艺。之
后自由活动, 享受自由时光。
晚上返回梅斯特雷地区(Mestre)入住酒店。

第5天
威尼斯VENICE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意大利+瑞士经典
第1天至第4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5天
威尼斯-维罗纳-苏黎世 
VENICE - VERONA - ZURICH
今日亮点: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阿尔
卑斯山脉美丽的村庄, 湖泊和雪山景观。
我们将从威尼斯出发, 前往维罗纳。抵达后, 搭乘城市
班车前往其历史中心。导游将带领您漫步于罗密欧
和朱丽叶的故乡—— “爱之城” 维罗纳！然后, 乘车
前往美丽的国际大都市——卢加诺。这里是瑞士意
大利语区的中心, 拥有美丽的湖泊, 在这里享受悠闲的
漫步时光。午饭后, 出发前往苏黎世, 沿途美丽的湖泊
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时时映入眼帘。抵达苏黎世后, 您

可以在湖边的历史中心自由活动, 也可以在提供各种
国际美食的众多餐厅中用餐。

第6天
苏黎世-卢塞恩-苏黎世 
ZURICH - LUCERNE - ZURICH 
今日亮点: 美丽的自然景观, 格林德瓦菲斯特(first) 峰
上山缆车, 山顶午餐。
今天, 我们将欣赏到高山湖泊等美丽的自然景观, 特别
是因特拉肯地区令人赞叹的自然风光。搭乘格林德
瓦first缆车上山, 首先我们将在格林德瓦稍作停留, 您
可以在搭乘下一段缆车前来一杯咖啡。沿着蜿蜒的
小径徒步, 最终到达 “悬崖栈道” 。勇敢登上悬崖栈
道, 在壮丽宏伟的风景中漫步, 欣赏周围的雪山冰川, 
之后在山顶享用午餐 (报价包含午餐) 。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往瑞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卢塞恩。晚上, 自由漫步, 享受私人时光并享用晚餐, 
然后驱车返回苏黎世的酒店。

第7天
苏黎世 ZURICH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行

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 游船: 威尼斯上岛游船

 
区晚餐后回酒店

• 门票: 罗马斗兽场; 威尼斯圣马克大教堂和
穆拉诺水晶玻璃工坊

(方案二附加服务)
• 缆车: 格林瓦尔德first缆车
• 正餐: 卢塞恩午餐

维罗纳
意大利

Zurich

Rome

florence

venice

LUCERNE

1

1

2/3

2

1

5353

•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 罗马卡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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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三国北欧三国
北欧+波罗的海+波兰北欧+波罗的海+波兰

方案一

方案二

第2天
哥本哈根-欧登塞-奥胡斯
COPENHAGEN - ODENSE - ARHUS
今日亮点: 游览哥本哈根, 欣赏丹麦南部的宜人风
景。
早晨在当地导游的陪同下全景游览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 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城市。闹市中心的蒂沃利公
园, 克里斯蒂安堡宫, 哥本哈根新港与小美人鱼雕像, 
过去与现代的碰撞在这里形成强烈对比。穿过长达
20公里的大贝尔特桥前往日德兰半岛, 途中欣赏宜人
的风景。抵达欧登塞, 参观其哥特式大教堂及安徒生
故居。然后继续乘车前往奥胡斯, 入住酒店。

第3天
奥胡斯-希茨海尔斯- (邮轮) -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
ARHUS - KRISTIANSAND FERRY - KRISTIANSAND - 
STAVANGER 
今日亮点: 挪威海岸线。
乘车前往希茨海尔斯, 搭乘邮轮穿过北海, 经三个小
时, 抵达挪威克里斯蒂安桑。继续沿着挪威南部海岸
线前行, 下一站抵达风景如画的小镇斯塔万格, 那里有
繁忙的峡湾港口。
温馨提示: 邮轮班次时间视季节而定, 无特殊情况, 我
们将安排船上午餐。

第4天
斯塔万格-卑尔根 STAVANGER - BERGEN 
今日亮点: 美丽的峡湾及海洋景观; 弗洛伊恩登山缆
车。
乘车前往希茨海尔斯, 搭乘邮轮穿过北海, 经三个小
时, 抵达挪威克里斯蒂安桑。继续沿着挪威南部海岸
线前行, 下一站抵达风景如画的小镇斯塔万格, 那里有
繁忙的峡湾港口。
温馨提示: 邮轮班次时间视季节而定, 无特殊情况, 我
们将安排船上午餐。

第5天
卑尔根-奥斯陆 BERGEN - OSLO
今日亮点: 高山与峡湾; 峡湾游船。
今天我们将体验到更为奇妙的景观, 挪威内陆地区的
峡湾, 冰川, 湖泊和森林美景。首先前往挪威最大的峡
湾——松恩峡湾, 途径沃斯美丽的TVINDEFOSSEN瀑
布。抵达松恩峡湾, 乘坐居德旺恩和弗拉姆之间的峡
湾游船。在两个小时的航行中, 您可以饱览壮丽的自
然风光。继续乘车穿过冰雪覆盖的地区, 以及世界上
最长的拉尔达尔隧道(Lærdal Tunnel)。接下来参观位

于博尔贡 (Borgund),建于12世纪的木制教堂 (包含门
票) , 该教堂是挪威保存最为完好的中世纪教堂。最
后抵达奥斯陆, 游览奥斯陆港口, 主要街道以及维格兰
雕塑公园(Vigelandsparken又名Frognerparken) 里的雕
塑作品。

第6天
奥斯陆-厄勒布鲁-斯德哥尔摩
OSLO - OREBRO - STOCKHOLM
今日亮点: 奥斯陆城市游览; 高山, 森林和湖泊风光。
在当地导游陪同下游览挪威首都——奥斯陆。在奥
斯陆, 你既可以看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建筑, 又会
发现古色古香的经典建筑; 既不乏美丽的城市风光, 又
有着大型的雕塑公园, 还曾被提名 “欧洲绿色之都” 
。之后, 若您感兴趣, 还可以前往参观维京博物馆。出
发前往瑞典, 沿途欣赏森林湖泊美景。抵达厄勒布鲁, 
稍作停留, 漫步游览湖边城堡以及其历史中心, 享用午
餐。午餐后, 出发前往斯德哥尔摩。抵达后入住酒
店。

第7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今日亮点: 斯德哥尔摩城市观光。
今天我们将全景游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3个
岛屿组成, 它们相互连通。我们将游览老城, 它又被称
为 “桥梁架起的城市” 。这里充满生气与活力, 有许
多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 如坐落于大广场上的大教堂
和皇宫, 以及诺贝尔博物馆, 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在这
里领奖。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从峡湾街观景台来俯瞰
斯德哥尔摩。接下来, 自由活动, 建议前往博物馆和公
园, 尤其推荐瓦萨沉船博物馆和市政厅。

第8天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北欧+波罗的海+波兰
第1天至第7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8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全天在斯德哥尔摩自由活动。晚上登上前往芬
兰的邮轮, 入住带有独立卫浴的双人客舱。

第9天
(夜邮轮) -纳坦利-赫尔辛基
STOCKHOLM-TURKU FERRY - NAANTALI - HELSINKI
今日亮点: 森林, 湖泊, 宜人的自然风光。
抵达芬兰前, 建议您早起来甲板看日出。在邮轮沿奥
兰群岛航行时, 欣赏迷人的海景。奥兰群岛由森林覆
盖着的数百个岛屿组成。邮轮抵达芬兰土库, 陆续下
船, 漫步游览深受瑞典风格影响的土库。乘车前往不
远处的纳坦利, 这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有着许多海
边小木屋。接下来前往赫尔辛基, 抵达后享用午餐。
午餐后赫尔辛基自由活动, 您可游览其古老的市场, 俄
罗斯风格的建筑等。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斯塔万格
诺鲁加

5454

(方案一) 北欧三国
第1天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今日亮点: 抵达哥本哈根,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
时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
的服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
名等。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18
29

13, 27
24
14
19

1317＄起，8/17 日



每人价格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哥本哈根; 奥斯陆; 斯德哥尔

摩
• 游船: 松恩峡湾游船
• 门票: 博尔贡教堂
• 邮轮: 丹麦到挪威邮轮; 挪威峡湾邮轮
• 缆车: 卑尔根弗洛伊恩缆车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塔林; 里加; 维尔纽斯; 华沙
• 游船: 赫尔辛基芬兰堡游船
• 门票: 图雷达城堡; 隆黛尔宫; 特拉凯城

堡; 格鲁塔斯公园
• 邮轮: 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土库邮轮; 

芬兰赫尔辛基-爱沙尼亚塔林邮轮
• 午餐: 图雷达午餐; 隆黛尔午餐

图尔库
芬兰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第10天
赫尔辛基-邮轮-塔林
HELSINKI - HELSINKI-TALLINN FERRY - TALLINN 
今日亮点: 在离开赫尔辛基的船上, 欣赏海边美丽的
风景。

第11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塔林城市游览。
作为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是一个惊艳的中世纪城市, 
市中心保存完好。我们将游览整座城市, 城墙, 教堂, 
广场以及中世纪街道。下午自由活动。

第12天
塔林-帕尔努-图雷达-里加
TALLINN - PARNU - TURAIDA - RIGA 
今日亮点: 沿途欣赏广袤的森林以及乡间小镇; 图雷
达城堡(Turaida castle); 午餐。
今天将穿过森林和平原, 来到著名的温泉之城帕尔
努。随后前往拉脱维亚。图雷达城堡是一座中世纪
城堡, 被一座大型公园围绕, 里面有拉脱维亚民俗雕
塑。午餐后前往参观锡尔古达, 它号称 “拉脱维亚的
瑞士” 。随后前往里加, 于下午抵达。

第13天
里加 RIGA
今日亮点: 里加城市游览。
欣赏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美景。它是波罗的海国家
中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更加现代, 很好地保留了苏维埃
统治时期的风格。下午自由活动。

第14天
里加-隆黛尔-维尔纽斯
RIGA - RUNDALE - VILNIUS
今日亮点: 隆黛尔宫 (Rundale palace) ; 十字架山 
(Hill of crosses) ; 特拉凯城堡 (Trakai castle) ; 午餐。
清晨, 出发前往立陶宛, 途中参观巴洛克式的隆黛尔宫, 
它和俄罗斯冬宫均出自天才设计师拉斯特雷利之手。
之后进入立陶宛, 这个国家深受天主教的影响, 其中令
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之地就是十字架山, 成千上万大大
小小的十字架矗立在这里。沿途享用午餐。之后前往
参观特拉凯城堡, 这座华丽的城堡位于维尔纽斯附近
一个湖中小岛上。抵达维尔纽斯, 结束一天的行程。
温馨提示: 受日照时间影响, 我们可能会在周三城市游
览之后, 前往参观特拉凯城堡。

第15天
维尔纽斯 VILNIUS
今日亮点: 维尔纽斯城市游览。
维尔纽斯建于七座小丘上, 被称为  “东方的罗马” 
。参观市中心的巴洛克式教堂, 城墙, 城堡, 街市以及
沿街的1200座中世纪房屋。下午自由活动。

第16天
维尔纽斯-格鲁塔斯公园-奥古斯图夫-华沙 
VILNIUS - GRUTAS PARK - AUGUSTOW - WARSAW
今日亮点: 格鲁塔斯公园 (GRUTAS PARK) 。
今天我们将前往波兰。首先游览格鲁塔斯公园, 即人
们所熟知的 “斯大林世界” , 里面有86座苏维埃时期
的雕像。中午在奥古斯图夫迷人的湖边小镇享用午
餐, 之后继续前往波兰中心地区。傍晚抵达华沙。

第17天
华沙WARSAW
今日亮点: 华沙城市游览。
今天开始游览华沙, 首先参观其老城区, 王宫, 犹太英
雄纪念碑 (Ghetto Heroes Monument) 和瓦津基公园 
(Lazienki Park) 。自由活动后行程结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哥本哈根
迪纳马卡

Helsinki

Copenhagen

aarhus

stavanger

bergen

oslo

1

1
1 2

2

2

2

Tallinn

riga

vilnius

warsaw

STOCKHOLM

1

1
1

1

1

5555

$

乘船前往芬兰堡 (Suomenlinna Islands) , 这是建在赫尔
辛基外海上的一串小岛,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海防军事要塞。在漫步的过程中您可
以通过步行桥跨越不同小岛。之后乘船前往爱沙尼
亚, 在2小时30分的航程中, 您将会欣赏到周边小岛的
美丽风景。

淡季 $ 1317   1967 2565   3699

1351   2001    2645   3779

旺季 $ 1351  2001     2679   3813

方案一
ID: 23645 

方案二
ID: 23644 



 

  

  

AV

AILABILITY

O N L I N E 瓦尔索维亚
波兰

波罗的海波罗的海 方案一

波罗的海+波兰波罗的海+波兰 方案二

波罗的海+波德波罗的海+波德 方案三

波罗的海+波捷波罗的海+波捷 方案四

(方案一) 波罗的海
第1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抵达塔林; 接机送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
您入住酒店。在旅途开始之前, 您可享受一段自由时
光。在酒店接待区信息板上查看接下来您将享有的服
务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集合时间及地点, 导游姓名等。

第2天
塔林 TALLINN
今日亮点: 塔林城市游览。
作为爱沙尼亚的首都, 塔林是一个惊艳的中世纪城市, 
市中心保存完好。我们将游览整座城市, 城墙, 教堂, 
广场以及中世纪街道。下午自由活动。

第3天
斯德哥尔摩- (邮轮) 前往土库
STOCKHOLM - STOCKHOLM - TURKU FERRY
今日亮点: 乘坐邮轮前往芬兰。
今天将穿过森林和平原, 来到著名的温泉之城帕尔
努。随后前往拉脱维亚。图雷达城堡是一座中世纪
城堡, 被一座大型公园围绕, 里面有拉脱维亚民俗雕
塑。午餐后前往参观锡尔古达, 它号称 “拉脱维亚的
瑞士” 。随后前往里加, 于下午抵达。

第4天
里加 RIGA
今日亮点: 里加城市游览。
欣赏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美景。它是波罗的海国家
中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更加现代, 很好地保留了苏维埃
统治时期的风格。下午自由活动。

第5天
里加-隆黛尔-维尔纽斯
RIGA - RUNDALE - VILNIUS
今日亮点: 隆黛尔宫 (Rundale palace);十字架山 (Hill 
of crosses); 特拉凯城堡 (Trakai castle); 午餐。

清晨, 出发前往立陶宛, 途中参观巴洛克式的隆黛尔
宫, 它和俄罗斯冬宫均出自天才设计师拉斯特雷利之
手。之后进入立陶宛, 这个国家深受天主教的影响, 其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之地就是十字架山, 成千上万
大大小小的十字架矗立在这里。沿途享用午餐。之
后前往参观特拉凯城堡, 这座华丽的城堡位于维尔纽
斯附近一个湖中小岛上。抵达维尔纽斯, 结束一天的
行程。

温馨提示: 受日照时间影响, 我们可能会在周三城市游
览之后, 前往参观特拉凯城堡。

第6天
维尔纽斯 VILNIUS
今日亮点: 维尔纽斯城市游览。
维尔纽斯建于七座小丘上, 被称为  “东方的罗马” 
。参观市中心的巴洛克式教堂, 城墙, 城堡, 街市以及
沿街的1200座中世纪房屋。下午自由活动。

第7天
维尔纽斯 VILNIUS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二) 波罗的海+波兰
第1天至第6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7天
维尔纽斯-格鲁塔斯公园-奥古斯图夫-华沙 
VILNIUS - GRUTAS PARK - AUGUSTOW - WARSAW
今日亮点: 格鲁塔斯公园 (GRUTAS PARK) 。
今天我们将前往波兰。首先游览格鲁塔斯公园, 即人
们所熟知的 “斯大林世界” , 里面有86座苏维埃时期
的雕像。中午在奥古斯图夫迷人的湖边小镇享用午
餐, 之后继续前往波兰中心地区。傍晚抵达华沙。

第8天
华沙WARSAW
今日亮点: 华沙城市游览。
今天开始游览华沙, 参观其老城区, 王宫, 犹太英雄纪
念碑 (Ghetto Heroes Monument) 和瓦津基公园
(Lazienki Park)。之后自由活动, 可以随心漫步一番。

第9天
华沙WARSAW
早餐后, 行程结束。
请检查您的机票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5656

$

$

$

$

$

$

1305    1852   1522   2183

1288    1835   1493   2154

1265    1812   1454   2115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7
08, 22 

05
02
28

方案一
2022年5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方案二，三，四

855    1231   1089  1602

855    1231   1089  1602

838    1214   1060  1573

838＄起，7/9/11/13 日

27
08, 22
05
02
28

旺季
平季
淡季

旺季
平季
淡季

方案一
ID: 23655

方案二
ID: 23654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方案三
ID: 23652

方案四
ID: 23653 



(方案三) 波罗的海+波德
第1天至第7天行程同方案二
第8天
华沙-波兹南 WARSAW - POZNAN
今日亮点: 华沙城市游览。
今天开始游览华沙, 首先参观其老城区, 王宫, 犹太英雄
纪念碑 (Ghetto Heroes Monument)  和瓦津基公园
(Lazienki Park)。之后自由活动, 享用午餐。大约15:00, 
前往波美拉尼亚地区 (Pomerania), 抵达波兹南, 这是一
个十分活跃的城市, 有着宽阔的主广场和绝佳的氛围, 
花点时间来探索这座城市。

第9天
波兹南-柏林 POZNAN - BERLIN
早晨乘车前往柏林, 约上午11点30抵达柏林。

第10天
柏林 BERLIN

林墙博物馆。

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馆。通过参观, 我们切身感受
这座城市在20世纪所经历的磨难。随后可自由活动。

第11天
柏林 BERLIN
早餐后, 行程结束。

(方案四) 波罗的海+波捷
 第1天至第10天行程同方案三
第11天
柏林-德累斯顿-布拉格 
BERLIN - DRESDEN - PRAGUE
今日亮点: 德累斯顿城市游览; 布拉格晚餐后接送
服务。
早餐后, 乘车穿过森林前往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已成为
德国主要旅行目的地之一, 这里有许多卓越的建筑及艺
术遗产, 您将有充足的时间来探索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
宫殿。选择您喜欢的餐厅或咖啡馆享用午餐, 午餐后, 
驱车前往捷克布拉格。
抵达布拉格, 首先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场。在这里, 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旅行活动, 将使你领略到布拉格的魅力。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12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
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的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带给我们内容丰富
的城市游览之旅, 包含名胜古迹。途中我们将穿过布拉
格城堡 (包含门票) , 接下来乘坐伏尔塔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晚上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享

温馨提醒

北欧地理位置邻近北极，夏天日照
时间长，冬天寒冷日照时间短。

北欧国家大都不接受现金付款, 我
们建议您用信用卡支付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塔林; 里加; 维尔纽斯 
• 门票: 图雷达城堡; 隆黛尔宫; 特拉凯城

堡
• 正餐: 图雷达午餐; 隆黛尔午餐

(方案二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华沙
• 门票: 格鲁塔斯公园
• 正餐: 图雷达午餐; 隆黛尔午餐

(方案三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柏林
• 夜间接送服务: 柏林康德大街回酒店
• 门票: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墙博物

馆

(方案四附加服务）
• 城市游览: 布拉格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 正餐: 图雷达午餐; 隆黛尔午餐

参考酒店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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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国会大厦, 勃兰登堡门以及城市公园。之后前往柏林大
当地的文化。我们将依次参观其历史中心, 博物馆岛, 

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3天
布拉格 PRAGUE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今天, 导游将带领我们探索这座非凡的德国首都, 感受

今日亮点: 柏林城市观光——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和柏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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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尼翁
法国

双人间 单人间

平季

第1天
蔚蓝海岸 CÔTE D’AZUR
今日亮点: 抵达尼斯蔚蓝海岸; 接机前往酒店。
欢迎来到欧洲！抵达机场,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
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
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

第2天
蔚蓝海岸-马赛CÔTE D’AZUR - MARSELLA
今日亮点: 蔚蓝海岸。
今天将欣赏蔚蓝海岸以及法国境内地中海的美景。在
英国人漫步大道散步, 之后乘车穿过美丽的乡村, 参观
法国传统香水制作工坊, 前往摩纳哥公国。摩纳哥是
世界第二小国 (仅次于梵蒂冈) , 我们将穿梭于坐落着
摩纳哥皇宫老城区。继续乘车前往圣特罗佩, 在古老
的渔港, 停泊着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艇。自由活动并享
用午餐, 之后乘车前往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 游览
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旧港。

第3天
阿尔勒-阿维尼翁-里昂 
ARLES - AVIGNON - LYON
今日亮点: 普罗旺斯; 莱博的光影采石场; 乡村小镇, 田
园风光, 历史文化。
今天我们将参观普罗旺斯这个美丽的地方。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勒, 向我们展示着中世纪罗马
帝国时期的遗产, 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梵高。之后前
往普罗旺斯的莱博 (LES BEAUX) , 参观光影采石场 
(Carrieres de Lumiere) 。这里曾是一座采石场, 如今
作为一个巨大画廊, 展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 画
作, 同时伴有声效体验。接下来前往阿维尼翁, 游览
其宏伟的教皇宫, 并享用午餐。午餐后, 乘车前往里
昂。穿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旧城区, 搭乘登山
缆车抵达富维耶圣母堂, 站在教堂左侧的平台上, 可
俯瞰里昂全城的景色。

第4天
里昂-图尔尼-博讷-第戎 
LYON - TOURNUS - BEANUE - DIJON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拉罗谢波城堡 (Rochepot 
Castle) 。
离开里昂, 前往勃艮第大区。首先抵达图尔尼, 一个拥
有巨大石门和修道院的漂亮小镇。随后沿乡间小路穿
过一座座美丽葡萄园, 抵达拉罗谢波, 参观中世纪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勃艮第的葡萄酒之都——博
讷, 参观葡萄酒博物馆或体验历史悠久的临终关怀中

心。午后, 前往勃艮第的首府——第戎。热闹的街道, 
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错落
有致, 公爵宫尤其值得一看。

第5天
第戎-丰特奈修道院-丰塔内利-韦兹莱-巴黎
DIJON - ABADIA DE FONTENAY - FONTANELLI - 
VEZELAY - PARIS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丰特奈修道院 (Fontenay 
abbey) 入内参观。
由第戎出发, 前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丰特奈西笃
会修道院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瑟米尔-昂诺克西奥 
(SEMUR EN AUXOIS) 稍作停留, 引人瞩目的城墙包围
着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城市。接下来, 前往勃艮第大区
的最美丽的小镇之一的韦兹莱, 庄严的大教堂是 “圣
詹姆斯之路”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 的
起点之一。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巴黎。

第6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游
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
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
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分
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
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往
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就
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
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时间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7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自由活动。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温馨提示: 也可以选择自费项目——迪士尼乐园。

第8天
巴黎 PARIS
早餐后, 行程结束。

出发日期

每人价格

基本条款请参考Europamundo 2019/20
产品手册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巴黎
• 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巴黎Latin区回酒店
• 门票: 莱博的光影采石场; 拉罗谢波中世

纪城堡; 丰特奈修道院; 巴黎艾菲尔铁塔
二层登塔

• 缆车: 里昂登山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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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法国

1077     1624

1049＄起，10 日

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行登塔) 

参考酒店

淡季 ＄ 1049     1596 

旺季 ＄ 1100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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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巴黎-布洛瓦-图尔-维朗德里-昂布瓦斯
PARIS - BLOIS - TOURS - VILLANDRY - AMBOISE 
今日亮点: 卢瓦尔河谷; 维朗德里城堡花园; 晚餐。
早晨, 出发前往法国南部。我们将在风景如画的布洛瓦
稍作停留, 参观城堡。之后继续前往卢瓦尔河谷地区, 
抵达其首府——图尔, 在城中漫步并享用午餐。下午, 
参观因城堡花园 (包含门票) 与园内鲜花而闻名的维朗
德里城堡。随后前往迷人的中世纪小镇昂布瓦斯享用
晚餐 (报价包含晚餐) 。
温馨提示: 如遇满房, 将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入住图尔
酒店。

第2天
昂布瓦斯-舍农索堡-香波堡-利摩日
AMBOISE - CHENONCEAUX - CHAMBORD - LIMOGES
今日亮点: 卢瓦尔河谷城堡。
今天,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卢瓦尔河谷。首先在徒步穿过
昂布瓦斯前往克洛吕斯城堡 (Clos Lucé mansion), 达芬
奇曾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三年短暂的时光。参观建
立在卢瓦尔河的支流谢尔河上的舍农索堡 (包含门票) , 
深入探索卢瓦尔河谷。前往参观卢瓦尔河谷最壮观的
城堡——香波堡 (包含公园入园门票) 。随后前往法国
中部地区, 在克勒斯河畔中世纪小镇阿让通 
(ARGENTON SUR CREUSE) 稍作停留。继续前往以瓷
器闻名的利摩日, 您可以在市中心漫步, 欣赏宏伟的大
教堂。

第3天
利摩日-萨拉-贝纳克-罗卡马杜尔
LIMOGES - SARLAT - BEYNAC - ROCAMADOUR
今日亮点: 多尔多涅河谷 (Dordogne Valley) 地区令人
难忘的乡村小镇; 拉斯科洞穴博物馆; 贝纳克的中世纪
城堡; 晚餐。
由利摩日出发前往多尔多涅省。很少有其他地区能像
多尔多涅这样, 拥有美丽多彩, 令人留恋的乡村小镇。
首先抵达拉斯科 (LASCAUX)  (包含拉斯科洞穴博物馆
门票, 洞穴复制品) 。我们将通过丰富精彩的璧画遗迹, 
了解该遗址的史前文化。之后前往萨拉世界遗产小镇, 
那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中心至今保存完好。留出
一些时间在此漫步, 享用午餐。贝纳克城堡 (包含门票) 
建立于中世纪, 地理位置优越, 可以俯瞰整个多尔多涅
河。随后前往矗立在悬崖上的小村庄罗卡马杜尔, 这座
村庄庄严地俯瞰着群山之中的阿尔祖河谷。建议您沿
十字路口向下走, 之后再乘电梯返回。享用晚餐。

第4天
罗卡马杜尔- 帕迪拉克-红宝石古镇-圣埃美隆-波尔多
ROCAMADOUR - PADIRAC - COLLONGE LA ROUGE - 
ST EMILION - BORDEAUX
今日亮点: 帕迪拉克深洞; 法国南部地区及酿酒师。
今天我们将参观令人叹为观止的帕迪拉克深洞, 在地下
75米处乘坐地下河游船参观洞内。之后前往法国最美
丽的村庄红宝石古镇 (COLLONGE LA ROUGE), 红色
砂岩在那里是最独特的标志。享用午餐, 随后乘车前往
波尔多葡萄酒中心产区——圣埃美隆。漫步圣埃美隆, 
结束后前往波尔多。
温馨提示: 帕迪拉克深洞可能会在11月份由于天气原因
关闭。

第5天
波尔多-巴黎 BORDEAUS - PARIS
今日亮点: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乘坐高铁抵达巴黎。
波尔多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
这里您将感叹于 “水镜” 广场的魅力, 漫步于老城广
场的步行街上, 穿梭于11世纪的大教堂间。参观波尔多
葡萄酒博物馆 (包含门票, 以及免费西班牙语, 法语或英
语电子导览)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是一间交互式博
物馆, 讲述着葡萄酒的历史及其生产技术, 令人印象深
刻。我们还可以从观景台360°观赏波尔多的美景, 顺
便品尝一款可口的葡萄酒。稍后, 在加隆 (Garonne 
River) 河畔自由活动, 在周边的小餐馆里享用午餐。乘
坐现代化高铁,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穿越500公里, 
从波尔多抵达巴黎列车站。
温馨提示: 如果在巴黎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车站到酒店
的接送服务将不包含在报价内。服务到此结束。
请检查您的航班信息,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第6天
卢尔德- 圣贝尔特朗-卡尔卡松-马赛
LOURDES - ST. BERTRAND DE COMMINGES - 
CARCASSONNE - MARSELLA
今日亮点: 中世纪小镇圣贝尔特朗 (ST. BERTRAND) 或
卡尔卡松。
参观完比利牛斯山脉, 在中世纪小镇圣贝尔特朗稍作停
留, 小镇坐落在山腰上, 宏伟的教堂为主要建筑, 城中漫
步。随后, 乘车前往被欧洲最美丽的城墙环绕的卡尔卡
松, 城中漫步并享用午餐。下午, 乘车前往法国第二大
城市——马赛, 游览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旧港。
温馨提示: 若参团人数较少, 可能安排搭乘火车从卡尔
卡松前往马赛 (导游会为大家购买车票, 并告知乘车地
点。另外会有导游在马赛车站等候您) 。

第7天
阿尔勒-阿维尼翁-里昂 
ARLES - AVIGNON - LYON
今日亮点: 普罗旺斯; 莱博的光影采石场; 乡村小镇, 田
园风光, 历史文化。
今天我们将参观普罗旺斯这个美丽的地方。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阿尔勒, 向我们展示着中世纪罗马帝国时
期的遗产, 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梵高。之后前往普罗旺斯
的莱博 (LES BEAUX), 参观光影采石场(Carrieres de 
Lumiere) 。这里曾是一座采石场, 如今作为一个巨大画
廊, 展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 画作, 同时伴有声效体
验。接下来前往阿维尼翁, 游览其宏伟的教皇宫, 并享用
午餐。午餐后, 乘车前往里昂。穿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的旧城区, 搭乘登山缆车抵达富维耶圣母堂, 站在教堂
左侧的平台上, 可俯瞰里昂全城的景色。

第8天
里昂-图尔尼-博讷-第戎 
LYON - TOURNUS - BEANUE - DIJON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拉罗谢波城堡 (Rochepot Castle)。
离开里昂, 前往勃艮第大区。首先抵达图尔尼, 一个拥
有巨大石门和修道院的漂亮小镇。随后沿乡间小路穿
过一座座美丽葡萄园, 抵达拉罗谢波, 参观中世纪城堡 (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勃艮第的葡萄酒之都——博讷, 
参观葡萄酒博物馆或体验历史悠久的临终关怀中心。
午后, 前往勃艮第的首府——第戎。热闹的街道, 现代
化的城市建筑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错落有致, 
公爵宫尤其值得一看。

第9天
第戎-丰特奈修道院-丰塔内利-韦兹莱-巴黎
DIJON-ABADIA DE FONTENAY - FONTANELLI - 
VEZELAY - PARIS
今日亮点: 勃艮第大区; 丰特奈修道院 (Fontenay abbey) 
入内参观。
由第戎出发, 前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丰特奈西笃会
修道院 (包含门票) 。随后前往瑟米尔-昂诺克西奥 
(SEMUR EN AUXOIS) 稍作停留, 引人瞩目的城墙包围着
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城市。接下来, 前往勃艮第大区的最
美丽的小镇之一的韦兹莱, 庄严的大教堂是 “圣詹姆斯
之路”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 的起点之
一。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巴黎, 随后行程结束, 请查看您的
航班时间, 考虑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住宿。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游船: 帕迪拉克深洞
• 门票: 维朗德里城堡花园; 舍农索堡; 香

波堡花园;  拉斯科洞穴博物馆和洞穴复
制品; 贝纳克城堡; 帕迪拉克深洞; 波尔
多葡萄酒博物馆

• 高铁: 波尔多-巴黎
• 2顿晚餐: 昂布瓦斯, 罗卡马杜尔

(方案二附加服务)
• 游船: 帕迪拉克深洞游船
• 门票: 维朗德里城堡花园; 舍农索堡; 香

波堡花园; 拉斯科洞穴博物馆的门票以
及洞穴模型; 贝纳克城堡; 帕迪拉克深洞;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莱博的光影采石
场; 拉罗谢波中世纪城堡; 丰特奈修道院

• 缆车: 里昂登山缆车
• 3顿晚餐: 卢尔德

法国一地法国一地方案一 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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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法国一地
第1天至第4天行程同方案一
第5天
波尔多-卢尔德 BORDEAUS - LOURDES
今日亮点: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卢尔德; 晚餐。
波尔多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里您将感叹于 “水镜” 广场的魅力, 漫步于老城
广场的步行街上, 穿梭于11世纪的大教堂间。参观波
尔多葡萄酒博物馆 (包含门票, 以及免费西班牙语, 法
语或英语电子导览) 。波尔多葡萄酒博物馆是一间交
互式博物馆, 讲述着葡萄酒的历史及其生产技术, 令人
印象深刻。我们还可以从观景台360°观赏波尔多的
美景, 顺便品尝一款可口的葡萄酒。稍后, 在加隆 
(Garonne River) 河畔自由活动, 在周边的小餐馆里享用
午餐。继续前往比利牛斯山脉, 并于下午到达卢尔德, 
参观著名的卢尔德圣所朝圣地 (建议您参加晚上九点
的烛光游行) 。
享用晚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法国梦
(方案一) 法国梦

20
03
22
19
09
07
04

双人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单人间

淡季 ＄ 809    1043    1385   1887

平季 ＄ 838 1072 1414   1916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809 ＄起，5/9 日

旺季 ＄ 838 1072 1436  1938

方案一
ID: 23615
 

方案二
ID: 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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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接机; 老城广场餐后接送。
欢迎来到布拉格！到达机场后, 我们将安排接机服
务送您入住酒店, 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
会。欢迎会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
随时查看。晚些时候我们将来到城中心的老城广
场。在这里,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观光活动, 将使你领
略到布拉格的魅力。在众多国际餐厅中择一就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2天
布拉格 PRAGUE
今日亮点: 布拉格城市游览; 布拉格城堡; 伏尔塔瓦
河游船
今天我们将游览被称为 “欧洲巴洛克瑰宝” 的捷克
首都——布拉格。当地专业导游将给我们带来内容
丰富的城市之旅, 其中将包括游览名胜古迹。途中我
们将穿过布拉格城堡 (包含门票) 。随后乘坐伏尔塔
瓦河游船。
下午自由活动, 自在随心地探索这座充满魅力之城。
晚间我们将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多做停留, 您可在此
享用晚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3天
布拉格-慕尼黑-因斯布鲁克
PRAGUE - MUNICH - INNSBRUCK
今日亮点: 宝马世界; 因斯布鲁克老城。
早晨, 我们将前往巴伐利亚地区, 并于正午抵达慕尼
黑。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边, 可以参观到充满未来感的
宝马世界 (BMW Welt), 这座迷人的建筑中承办着宝
马汽车各式的展览。随后, 享用午餐并在历史城区漫
步。下午, 驱车前往奥地利, 于晚间抵达因斯布鲁克, 
在老城区 “金色屋顶” 附近享用饭餐。

第4天
因斯布鲁克-基茨比厄尔INNSBRUCK - KITZBUHEL
今日亮点: 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美丽的自然景观; 晚餐。
今天我们将参观施华洛世奇博物馆, 著名的水晶之
乡。游览奇妙的水晶花园, 了解水晶的制作过程。漫

步因斯布鲁克的历史中心漫步。之后沿山脉间风景
优美的公路前往基茨比厄尔。基茨比厄尔是一座风
景如画的高山小镇, 也是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 全年
大部分时间都可见降雪。自由活动, 并享用晚餐 (可
选素食)。

第5天
苏黎世-卢塞恩-苏黎世 
ZURICH - LUCERNE - ZURICH
今日亮点: 美丽的自然景观, 格林德瓦菲斯特 (first) 峰
上山缆车, 山顶午餐。
今天, 我们将欣赏到高山湖泊等美丽的自然景观, 特别
是因特拉肯地区令人赞叹的自然风光。搭乘格林德瓦
first缆车上山, 首先我们将在格林德瓦稍作停留, 您可
以在搭乘下一段缆车前来一杯咖啡。沿着蜿蜒的小径
徒步, 最终到达 “悬崖栈道”。勇敢登上悬崖栈道, 在
壮丽宏伟的风景中漫步, 欣赏周围的雪山冰川, 之后在
山顶享用午餐 (报价包含午餐)。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往瑞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卢
塞恩。晚上, 自由漫步, 享受私人时光并享用晚餐, 然
后驱车返回苏黎世的酒店。

第6天
苏黎世-伯尔尼-巴黎 
ZURICH - BERNE - PARIS
今日亮点: 探索瑞士首都——伯尔尼。
乘车前往伯尔尼, 欣赏沿途如画般的风景。伯尔尼是建
在阿勒河弯道周围的一座联邦城市, 旧城区保存有许多
中世纪建筑。停下来, 散散步。随后, 我们将前往法
国。途中, 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湖景。晚上抵达巴黎。

第7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纳河
游船; 晚餐后接送 。
今天导游将带领大家游览巴黎这座浪漫的城市, 探索
其悠久的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遗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
的锻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 。塞纳河将巴黎城区
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我们将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
风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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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间 

$
$

$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02
06
18

01, 15
12
03
07

12, 26
30
13
13

1870      2486

1853      2469

单人间

1796      2412

1796＄起，13 日

旺季
平季
淡季

ID: 2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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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风景如画且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
就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8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此
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免税
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窄蜿
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入住市
区酒店。

第9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堂
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乘渡
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心——坎特伯
雷, 游览其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傍晚时分, 将看
到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
多餐厅中择一就餐。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0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Soho
区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等
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和白
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队交接
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动。晚
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

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场所。选
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店。

第11天
伦敦-科尔切斯特- (夜邮轮) 
LONDON - COLCHESTER -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山区风光; 邮轮。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
物馆。
午餐时间, 前往卡姆登区, 这里是伦敦最多样化和最
繁华的街边市场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承载世
界各地文化的文物, 自由活动。大约下午4点, 前往
英格兰最古老的城市——科尔切斯特, 自由漫步。
之后前往哈威奇搭乘夜邮轮前往荷兰。
温馨提示: 由于邮轮舱位有限, 如遇满舱, 我们将改
变路线: 下午3点由伦敦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前往比
利时, 夜宿安特卫普。

第12天
 (夜游轮) -沃伦丹-阿姆斯特丹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  
VOLENDAM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 (Volendam);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览。
早晨8点左右抵达荷兰角港 (Hoek Van Holland) , 接下
来在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稍作停留, 之后驱车
前往阿姆斯特丹。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游览行程将徒
步完成,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我
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 (Rembrandtplein) , 这里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在此享用晚餐。

第13天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布拉格; 巴黎; 伦敦; 阿姆斯特

丹
• 游船: 布拉格伏尔塔瓦河游船; 巴黎塞纳

河游船 
• 晚饭后接送: 布拉格老城广场回酒店; 巴

黎拉丁区回酒店; 伦敦塔回酒店, 伦敦莱
斯特或Soho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
朗广场回酒店

• 门票: 布拉格城堡; 慕尼黑宝马世界; 施
华洛世奇水晶博物馆; 巴黎艾菲尔铁塔
二层登塔;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 渡轮: 法国加来-英国多佛; 英国哈威奇-
荷兰角港

• 缆车: 格林瓦尔德first缆车
• 1顿午餐: 卢塞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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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藏, 比如低调的中世纪教堂和有趣的纪念品小商
店。您可以在充满意大利风情的餐厅 (非正式西餐) 
和小餐馆体验当地传统美食。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
提供国际美食的餐厅。
晚餐后返回酒店。

第2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罗马城市观光; 罗马斗兽场和梵蒂冈; 晚
饭后接送服务
早餐后, 乘车开启对这座 “永恒之城” 的追寻与探
索。来到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参观位于世
界基督教主要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随后, 入内参
观罗马的地标性建筑——罗马斗兽场 (包括门票), 
这座建筑将带我们追溯200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罗
马帝国古代社会。晚上, 前往卡沃尔区, 那里有许多
国际餐厅可供晚餐选择。餐后驱车返回酒店。

第3天
罗马-佛罗伦萨 ROME - FLORENCE
今日亮点: 佛罗伦萨资深导游陪同游览; 米开朗基
罗广场。
今天我们驱车离开罗马, 一路向北出发, 沿途欣赏美
丽的风景。抵达佛罗伦萨, 直奔米开朗基罗广场。
傍晚, 我们将游览历史悠久的老城中心, 并参观韦奇
奥桥, 圣母百花大教堂和市政广场, 这座城市宛如一
座户外博物馆。之后享受一些自由的休闲时光。晚
上, 自由就餐, 在该地区您可以找到诸多供应国际美
食的餐厅。

第4天
佛罗伦萨-威尼斯 FLORENCE - VENICE
今日亮点:  威尼斯运河游船; 圣马可大教堂; 穆拉诺 
(Murano) 水晶玻璃制作工坊。
今天, 我们将穿越亚平宁山脉前往威尼斯, 沿途观赏

惊叹的山脉景观。抵达威尼斯后, 乘船穿过朱待卡
岛, 抵达威尼斯岛。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 参观壮观
的圣马可广场及大教堂 (包括门票) 。之后, 参观穆
拉诺水晶玻璃工坊, 观赏古老而独特的水晶玻璃制
作工艺。之后自由活动, 享受自由时光。
晚上返回梅斯特雷地区(Mestre)入住酒店。

第5天
威尼斯-维罗纳-苏黎世 
VENICE - VERONA - ZURICH
今日亮点: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阿
尔卑斯山脉美丽的村庄, 湖泊和雪山景观。
我们将从威尼斯出发, 前往维罗纳。抵达后, 搭乘城
市班车前往其历史中心。导游将带领您漫步于罗密
欧和朱丽叶的故乡—— “爱之城” 维罗纳！然后, 
乘车前往美丽的国际大都市——卢加诺。这里是瑞
士意大利语区的中心, 拥有美丽的湖泊, 在这里享受
悠闲的漫步时光。午饭后, 出发前往苏黎世, 沿途美
丽的湖泊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时时映入眼帘。抵达苏
黎世后, 您可以在湖边的历史中心自由活动, 也可以
在提供各种国际美食的众多餐厅中用餐。

第6天
苏黎世-卢塞恩-苏黎世 
ZURICH - LUCERNE - ZURICH
今日亮点: 美丽的自然景观, 格林德瓦菲斯特 (first) 
峰上山缆车, 山顶午餐。
今天, 我们将欣赏到高山湖泊等美丽的自然景观, 特
别是因特拉肯地区令人赞叹的自然风光。搭乘格林
德瓦first缆车上山, 首先我们将在格林德瓦稍作停
留, 您可以在搭乘下一段缆车前来一杯咖啡。沿着
蜿蜒的小径徒步, 最终到达 “悬崖栈道”。勇敢登
上悬崖栈道, 在壮丽宏伟的风景中漫步, 欣赏周围的
雪山冰川, 之后在山顶享用午餐 (报价包含午餐)。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往瑞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卢塞恩。晚上, 自由漫步, 享受私人时光并享用晚餐, 
然后驱车返回苏黎世的酒店。

第7天
苏黎世-伯尔尼-巴黎 
ZURICH - BERNE - PARIS
今日亮点: 探索瑞士首都——伯尔尼。
乘车前往伯尔尼, 欣赏沿途如画般的风景。伯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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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罗马 ROME
今日亮点: 台伯河岸区夜游。
欢迎来到罗马！我们将安排接机服务, 送您入住酒
店。和导游, 同行伙伴们一同参加欢迎会。欢迎会
的详细信息可在酒店接待区的信息板上随时查看。
晚上, 我们将带您前往台伯河岸区, 体验罗马人的日
常生活。在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漫步, 探寻隐藏的

旺季
平季
淡季

ID: 2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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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在阿勒河弯道周围的一座联邦城市, 旧城区保
存有许多中世纪建筑。停下来, 散散步。接下来, 
我们将前往法国。途中, 我们将欣赏到美丽的湖
景。晚上抵达巴黎。

第8天
巴黎 PARIS
今日亮点: 巴黎市区观光——埃菲尔铁塔二层; 塞
纳河游船; 晚餐后接送。
今天导游将带大家游览浪漫的巴黎, 探索其悠久的
历史, 著名的林荫大道, 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遗
迹。来到埃菲尔铁塔, 登上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锻
铁建筑的二层 (包含门票)。塞纳河将巴黎城区分
为南北两个部分, 乘坐塞纳河游船, 欣赏两岸风
光。下午巴黎市区自由活动。傍晚时分, 建议您前
往风景如画历史悠久的拉丁区 (Quartier Latin) 自由
就餐,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美食在等着您。晚餐
后, 返回酒店。
温馨提示: 埃菲尔铁塔登塔通常需排队, 因此登塔
时间会根据现场排队情况稍作调整 (或调至周一再
行登塔) , 敬请理解与配合。

第9天
巴黎-鲁昂 PARIS - ROUEN
今日亮点: 鲁昂历史城区。
早餐后, 乘车前往巴黎市中心, 卢浮宫附近, 您可在
此自由活动。如有需要, 导游可陪您前往BENLUX
免税店, 该店为巴黎品牌最全且最知名的免税店之
一。
傍晚18点左右, 乘车前往鲁昂。鲁昂的木墙屋, 狭
窄蜿蜒的街道以及哥特式教堂都不容错过。晚上
入住市区酒店。

第10天
鲁昂-英吉利海峡-坎特伯雷-伦敦
ROUEN - ENGLISH CHANNEL - CANTERBURY - 
LONDON
今日亮点: 搭乘渡轮前往英国; 伦敦塔漫步。
今天我们将在鲁昂市中心漫步, 游览庄严宏伟的教
堂和古老的城区街道。之后乘车前往法国北部, 搭
乘渡轮, 穿过英吉利海峡, 抵达英格兰宗教中
心——坎特伯雷, 游览其美丽的历史城区。随后继
续乘车前往伦敦, 参观伦敦塔以及周边的现代化建
筑。傍晚时分, 将看到伦敦塔亮灯, 展现迷人夜
景。在提供各种美食的众多餐厅中择一就餐。晚
餐后, 返回酒店。

第11天
伦敦 LONDON
今日亮点: 游览伦敦; 皇家卫队交接仪式; 伦敦
Soho区接送。
今天, 专业导游将带领我们从当地风情, 文化和历史
等方面认识伦敦。参观国会大厦, 泰晤士河, 伦敦塔
和白金汉宫, 其间我们将观看十分著名的 “皇家卫
队交接仪式” (具体情况视季节而定) 。下午自由活
动。晚上, 在莱斯特广场, 唐人街或Soho区自由漫步, 
感受当地的生机与活力, 也可光顾剧院或其他娱乐
场所。选择您喜欢的餐厅自由就餐, 晚餐后, 返回酒
店。

第12天
伦敦-科尔切斯特- (夜邮轮) 
LONDON - COLCHESTER -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今日亮点: 大英博物馆; 山区风光; 邮轮。
早餐后, 前往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
博物馆。
午餐时间, 前往卡姆登区, 这里是伦敦最多样化和
最繁华的街边市场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承
载世界各地文化的文物, 自由活动。大约下午4
点, 前往英格兰最古老的城市——科尔切斯特, 自
由漫步。之后前往哈威奇搭乘夜邮轮前往荷兰。
温馨提示: 由于邮轮舱位有限, 如遇满舱, 我们将
改变路线: 下午3点由伦敦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前
往比利时, 夜宿安特卫普。

第13天
(夜游轮) -沃伦丹-阿姆斯特丹
FERRY COLCHESTER VOLENDAM -  
VOLENDAM - AMSTERDAM
今日亮点: 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 
 (Volendam) ; 阿姆斯特丹城市游览。
早晨8点左右抵达荷兰角港 (Hoek Van Holland) , 接
下来在风景如画的渔村小镇沃伦丹稍作停留, 之后
驱车前往阿姆斯特丹。游览狭窄的运河, 官方建筑
和公园, 以及参观钻石切割技术工坊。大部分游览
行程将徒步完成, 导游会通过耳机进行讲解。最后, 
晚餐时间我们将来到伦勃朗广场 (Rembrandtplein),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且靠近红灯区, 您可
在此享用晚餐。

第14天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早餐后, 行程结束。

伦敦

价格包含
• 基础服务: 中文导游, 巴士服务, 基本旅

行保险和酒店自助早餐。
• 接机服务
• 城市游览: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巴黎; 

伦敦; 阿姆斯特丹
• 游船: 威尼斯上岛游船; 巴黎塞纳河游船

 

• 门票: 罗马斗兽场;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
和穆拉诺水晶玻璃工坊; 巴黎艾菲尔铁
塔二层登塔; 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割工坊

• 渡轮: 法国加莱-英国多佛; 英国哈威奇-
荷兰角港

• 缆车: 格林瓦尔德first缆车
• 正餐: 卢塞恩午餐

巴黎

2
ROME

VENICE1

FLORENCE1

Volendam
2 amsterdam

1

Colchester

1 rouen

2
london

3 paris

2

2

paris

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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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接送: 罗马台伯河岸区及罗马卡
沃尔区回酒店; 巴黎拉丁区回酒店; 伦敦
塔回酒店; 伦敦莱斯特或Soho区回酒店; 
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广场回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