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贵西欧】巴黎+日内瓦+米兰+佛罗伦萨+罗马+梵蒂冈 9日7晚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380

出发日期 11/29/2021

团号 FNCDGFCO9

出发城市 巴黎 Paris

目的地城市 罗马 Rome

途经地点
巴黎 Paris、日內瓦 Geneva、 米兰 Milan、佛罗伦萨 Florence、梵蒂冈 

Vatican

行程天数 9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2399 / 人 两人入住：$1999 / 人

出发班期

2021：11月29日

产品特色

【西欧4国】9天畅游法国、瑞士、意大利、梵蒂冈，探索西欧人文美景。

 

【2国首都】走进弥漫艺术与时尚气息的艺术之都巴黎、拥有众多古迹的罗马，探访2国心脏城市。

    



 

【特色城镇】瑞士第二大城市-日内瓦，湖光山色、环境优美的瑞士小镇-因特拉肯，欧洲文艺复兴

运动的发祥地-佛罗伦萨。

 

【入内卢浮宫】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拥有卢浮宫三宝之称的“蒙娜莉萨”、“维纳斯”雕像和“胜利女

神”雕像。

 

【登少女峰】攀登以冰雪与山峰、阳光与浮云吸引着各地游客的少女峰，与少女峰来一次浪漫的邂

逅。

 

【特色美食】特别安排法式特色餐，外焦里嫩、鲜美多汁的T骨牛排餐。

 

【特别赠送】赠送您品尝《罗马假日》中女神奥黛丽·赫本同款的意大利Gelateria冰淇淋，用甜蜜的

滋味点缀属于您的罗马假日。

 

【品质出行】中文导游，专业外籍司机，空调大巴车，3-4星酒店住宿，包含早餐和15顿正餐，包

含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包含门票】已包含卢浮宫门票、定位费和官导，其余项目您可自由选择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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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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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欧洲3-4星酒店(巴黎住拉德芳斯新区，瑞士安排木屋体验，其余为常规标准)：以两人一房为标

准；

2. 酒店含美式热自助早餐（部分小镇条件限制无美式热自助早餐，则安排欧陆式早餐，较为简单

）；

3. 全程共安排14顿正餐（12顿中式+2次特色餐），明细如下：中式6菜一汤、法国特色餐、T骨牛

排餐；

4. 当地中文导游；

5. 专业外籍司机，25-50座空调大巴车（欧洲法律规定，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小时） ；

6. 卢浮宫门票、定位费和讲解。

费用不含

1. 全程机票、税金、签证费用、护照办理费用；

2. 小费10欧元/人/天；

3. 境外个人消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小费等个人消费）；

4. 飞机中转过程中的用餐；

5.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6. 以上服务内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法国：巴黎法式大餐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每人：80欧元；

标准三道式法式西餐，含一杯

果汁或酒水，享用誉满全球的

生蚝、鹅干酱，还有主菜和甜

点。

包含：定位费、餐费、服务费

。

所需时间：1小时左右。

法国：巴黎塞纳河游船 Seine River 

Cruise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每人：45欧元；

欣赏塞纳河两岸法国著名建筑

，体验法国浪漫情怀。  

包含：预订费、船票、车费、

司机加班费。 

所需时间：1小时左右。

    4/17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瑞士：登少女峰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每人：170欧元；

登临瑞士唯一列入世界自然遗

产的雪山—少女峰！乘坐观光

火车登上海拔3500米的峰峦之

上，体验会当凌绝顶的感受

，体验阿尔卑斯山的神秘壮丽

。

包含：上下山缆车票，导游服

务费。

所需时间：4-5小时左右（含上

下山）。

行程介绍

Day 1

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机场， 跨洋航机带您前往欧洲最发达的部分——西欧。夜宿飞机

上。

全天

Day 2

早餐

自理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清晨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CDG)，中午12:00导游接机后将开始您的西

欧之旅，建议您乘坐11:00之前抵达的航班。

 

出发地 汽车 巴黎

抵达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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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首都巴黎的绰约风姿举世闻名，承载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建筑物，城市弥漫着艺

术与时尚气息，这些都早已使巴黎成为了一座世界名都，也是无数渴望邂逅浪漫的

游人望穿秋水的地方。

 

行程安排：

巴黎市区（4小时）：凯旋门 → 香榭丽舍大道 → 协和广场 → 埃菲尔铁塔

巴黎凯旋门 Arc de Triomphe（外观）

巴黎凯旋门是巴黎市的四大代表建筑之一（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和巴黎圣

母院），也是目前香榭丽舍大街上最大的一座圆拱门，是为了纪念拿破仑在1806年

在奥斯特尔里茨战役中获胜而建的。巴黎市区12条大街都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

延伸，气势磅礴。建筑以巨型雕刻作为立面的主要构成要素，立面上以“起义”、“胜

利”、“抗战”和“和平”为主题的·四组巨大雕刻，出自当时三位法国古典浪漫主义雕刻

大师之手，具有极大的艺术震撼力。

香榭丽舍大道 Avenue des Champs - Elysées

香榭丽舍大道是巴黎最著名的街道，全长1800米，最宽处约120米，为双向八车道

，东起协和广场，西至戴高乐广场，是巴黎美丽浪漫的象征。圆点广场将其分割成

两部，东段主要以自然风光为主，街道两旁是平坦的草坪，非常的恬静安宁。而西

段则是商业区，汇集了众多的名店，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巴黎协和广场 Place de la Concorde

协和广场是法国最著名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

玛丽王后在这里被处决。广场历经数次改名，最后改称为协和广场。广场由护城河

环绕，呈八角形。南面是塞纳-马恩省河，河上协和桥与左岸的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

波旁宫相通。东面与卢浮宫之间是杜乐丽花园，这里曾是法国的王宫，1871年被巴

黎公社焚毁。广场的西面是香榭丽舍大街的东部起点，沿此路可直通巴黎凯旋门所

在的戴高乐广场。广场的北面是两座式样相同的建筑，东面的法国海军部和西面的

克里雍大饭店，中间夹着的是皇家路，向北通往马德莱娜教堂。

埃菲尔铁塔 Eiffel Tower（外观）

矗立在塞纳-马恩省河南岸法国巴黎的战神广场，它是世界著名建筑、法国文化象征

之一、巴黎城市地标之一，被法国人爱称为“铁娘子”。铁塔建造之初是为了迎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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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及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

酒店：Novotel Paris La Defense 或 同级晚上

Day 3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今天我们将继续游览时尚之都巴黎。

 

行程安排：

巴黎：蒙帕纳斯大厦（1小时）→ 奥斯曼大道（3小时）

全天

蒙帕纳斯大厦 Montparnasse Tower

蒙帕纳斯是巴黎高度仅次于埃菲尔铁塔的建筑，登高是饱览巴黎这种大都市最好的

方法。天气晴朗时，从观景台可以远眺到四十千米外的城市风光。第56层以及全景

露天观光天台全部为游客开放。

奥斯曼大道 Boulevard Haussmann

奥斯曼大道从巴黎第八区延伸至第九区，这里汇聚着众多的各色店铺，时常能看到

街上行走着挎着各种手袋的东方面孔。您可以在附近百货商场自由购物，享受买买

买的乐趣，或者您可以找家咖啡馆，尽情享受慵懒的巴黎时光。

全天

酒店：Novotel Paris La Defense 或 同级晚上

Day 4

巴黎

巴黎 汽车 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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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法式特色餐

晚上

今天我们将入内参观卢浮宫。随后乘车前往法国东部城市-第戎。

 

行程安排：

巴黎：卢浮宫（1小时30分钟，周二闭馆）→ 自由活动（2小时）

全天

卢浮宫 Louvre Museum

卢浮宫始建于1204年，这座城堡经历多次扩建，在法国大革命后改为博物馆，与伦

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如今卢浮宫博物馆馆藏

多达40万件，展品跨度1500多年之久，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文明瑰宝在这里

华美呈现，可谓是神秘的万宝之宫。欣赏琳琅满目的世界艺术珍宝，以及有“卢浮宫

三宝”之称的“蒙娜莉萨”、“维纳斯”雕像和“胜利女神”雕像。

上午

酒店：Ibis Dijon gare 或 同级晚上

Day 5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第戎 汽车 日内瓦 汽车 因特拉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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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从第戎出发，前往游览瑞士联邦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随后前往瑞士小

镇-因特拉肯。

 

行程安排：

日内瓦（2小时）：花钟 → 万国宫 → 杰特大喷泉

因特拉肯（3小时30分钟）

日内瓦花钟 Flower Clock

花钟坐落在日内瓦湖畔、英国花园的西边。鲜花与钟表的结合使得它彰显出了日内

瓦“钟表之都”的美名，也因此成为了日内瓦的一个象征。花钟直径5米，钟表的机械

结构是设置于地下的，地面上的钟面和代表12小时的阿拉伯数字则由鲜嫩翠绿的芳

草或者鲜花覆盖，并随着季节变化新的图案。

日内瓦万国宫 Palace of Nations（外观）

万国宫是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的总部所在地，如今是联合国的欧洲总部驻地，位于

日内瓦东北郊的日内瓦湖畔，与巍峨的阿尔卑斯山遥遥相望。万国宫由4座宏伟的建

筑组成，周围绿树环抱，环境幽美。

杰特大喷泉 The Geneva Water Fountain

日内瓦的著名标志，一座大型人工喷泉，每次喷出高有140公尺、500公升的喷水量

。

因特拉肯小镇 Interlaken

小镇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图恩湖及布里恩湖之间，整年气候温和，湖光山色，环境优

美，也是瑞士人心目中的避暑山庄,[荷黑威格繁华商业街]是因特拉肯主要的街道

，您可以在此自由活动期间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全天

酒店：Grindelwalderhof 木屋酒店 或 同级晚上

Day 6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因特拉肯 汽车 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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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今天早上可自费登少女峰，5个小时左右。随后乘车前往歌剧圣地、艺术之都、有世

界时装晴雨表之称的意大利米兰。

 

行程安排：

登少女峰（自费，含上下山共4-5小时）

米兰（1小时）：米兰伊曼纽尔二世拱廊 → 外观米兰大教堂

全天

米兰伊曼纽尔二世拱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从米兰大教堂一侧的门进入拱廊，映入眼帘的就是铺满大理石的长廊，上面印着彩

色、象征着意大利的团结与自信的马赛克。拱廊的很多地方都有明显的代表着意大

利各个城市的图案，比如都灵的公牛、罗马的母狼、佛罗伦萨的百合、米兰的白底

红十字等等。

米兰大教堂 Milan Cathedral（外观）

世界上第一大的哥特式教堂，不仅是一个教堂、一栋建筑，更是米兰的精神象征和

标志，世界建筑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建筑特点教堂上共有135大小尖塔，每个

塔上都有一座雕像，雕刻和尖塔是哥特式建筑的特点之一，米兰大教堂把这个特点

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因此它也是世界上雕像多的哥特式教堂。

全天

酒店：As Hotel Cambiago 或 同级晚上

Day 7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米兰 汽车 比萨 汽车 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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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餐

T 骨牛排餐

要配上这个名字，它的每一个工序，每一道鉴别，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T骨牛排

来自世界上体型最大和最古老的牛腰部的肉，必须使用木炭烤制，将牛排最鲜美的

味道保留下来，外焦里嫩，鲜美多汁。参考菜单：沙拉+T骨牛排（1/4份）配土豆

+冰淇淋/甜点+酒水。

晚上

早餐后乘车前往意大利比萨，参观闻名世界的比塞塔。之后前往极为著名的世界艺

术之都，欧洲文化中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歌剧的诞生地，举世闻名的

文化旅游胜地-佛罗伦萨。

 

行程安排：

比萨（1小时）：外观比萨斜塔

佛罗伦萨（1小时）：母百花大教堂 → 乔托钟楼 → 西纽利亚广场 → 圣十字广场

（自由活动1小时）

全天

比萨斜塔 Leaning Tower of Pisa（外观）

在绿草如茵的奇迹广场上，欣赏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且姿态令人惊叹的比萨斜塔

，观赏象征了比萨的黄金时代的由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大教堂以及洗礼堂等名胜。

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 Florence Cathedral（外观）

它是佛罗伦萨的标志，也是佛罗伦萨市内高的建筑。教堂建筑群由主教堂、钟楼和

洗礼堂构成，不仅规模宏大，更是整个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性建筑。教堂外立面搭

配使用鲜艳的红色、墨绿色和白色大理石，拼成几何图形，非常壮观，将文艺复兴

时代所推崇的古典、优雅、自由诠释得淋漓尽致，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显得非常

肃穆和精美，难怪会被命名为“花之圣母”。

乔托钟楼 Giotto's Campanile（外观）

乔托钟楼是一座高82公尺，外型呈四角形的柱状塔楼，把三种颜色以几何学的配色

方式调合，和大教堂十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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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纽利亚广场 Plazza della Signoria

西纽利亚广场是维奇奥宫前最热闹的广场，“祖国之父”柯西摩•麦迪奇的骑马雕像睥

睨全场，米开朗琪罗的仿制雕像“戴维像”从1873年来一直守候在维奇奥宫门口左侧

。

圣十字广场 Basilica di Santa Croce

广场上有一座著名的十字架，是这座广场、广场上的教堂以及整个城区名字的由来

。

酒店：VILLA PITIANA 庄园酒店 或 同级晚上

Day 8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下午

晚餐

中式团餐六菜一汤

晚上

今天我们将从佛罗伦萨出发，前往“永恒之城”—罗马。罗马是世界各地对历史文化有

兴趣游客寻古探幽的好地方，这里不仅保留了原罗马帝国时代的遗物，更保存了现

代“罗马假日”的韵味。

 

行程安排：

罗马（1小时30分钟）：古罗马废墟 → 古罗马斗兽场 → 君士坦丁凯旋门 → 许愿泉

 

特别赠送：赠送您品尝《罗马假日》中女神奥黛丽·赫本同款的意大利Gelateria冰淇

淋，用甜蜜的滋味点缀属于您的罗马假日。

全天

古罗马废墟 Roman Forum（外观）

佛罗伦萨 汽车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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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废墟是昔日古罗马帝国的中心，是现存世界最大面积的古罗马废墟，昔日的

辉煌却只剩下颓垣败瓦，一片荒凉中感慨帝国的悲欢离合。

古罗马斗兽场 Colosseum（外观）

遗址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又译为罗马角斗场、科洛西姆竞技场，是古罗马

帝国专供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观看斗兽或奴隶角斗的地方，也是罗马帝国辉煌时

代的见证。

君士坦丁凯旋门 Arch of Constantine

位于斗兽场西侧的君士坦丁凯旋门，长25.7米，宽7.4米，高21米，拥有3个拱门

，其雕塑精美绝伦、恢宏大气。是为了纪念君士坦丁大帝击败马克森提皇帝统一罗

马帝国而建的。古罗马时代共有21座凯旋门，现今罗马城中仅存3座，君士坦丁凯旋

门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两座位于古罗马广场。

罗马许愿泉 Trevi Fountain

许愿泉是罗马最后一件巴洛克杰作，它是罗马的象征之一，电影《罗马假日》风靡

全球后更成为著名的喷泉。

酒店：Mercure West 4星 或 同级晚上

Day 9

早餐

酒店內早餐

上午

午餐

自理

下午

晚餐

自理

晚上

今天上午我们将前往梵提冈参观圣彼得大教堂。行程结束后，送您前往罗马菲乌米

奇诺机场 (FCO)。

罗马 汽车 梵蒂冈 飞机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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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1小时）→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FCO)

圣彼得大教堂 St. Peter's Basilica Church

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又称圣伯多禄大教堂、梵蒂冈大殿。由伯拉孟特

、米开朗基罗等建筑师不断设计并完善，是位于梵蒂冈的一座天主教宗教圣殿，建

于1506年至1626年，为天主教会重要的象征之一。

上午

协议&须知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签证说明

从美国出发前往欧洲客人的证件要求：

1. 中国护照+美国绿卡或持有F/H/J/M/L长期居住签证，且护照有效期需满足从欧洲离开日起6个月

以上有效，签证有效期需满足从欧洲离开日起3个月以上有效。

2. 持美国/香港/台湾护照，无需签证可直接前往。

3. 请客人随身携带美国注射疫苗的认证书，因为疫情政策多变，如果抵达欧洲需要做药房的72h有

效快速检测，还请客人配合，此项费用需要客人现场支付。

 

葡萄牙入境要求： 

起飞前72小时提供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者起飞前48小时抗原检测(TAG)阴性证明，12岁以下

的儿童无需核酸检测证明。

入境葡萄牙需登录网站提供相关信息（请点击蓝色字体查看相关步骤），请在出发前4天内完成

，飞往葡萄牙的航司会要求出示该证明。

 

法国入境要求： 

美国属于橙色国家（橙色：定义为非绿色和红色国家之外）：已完成美国疫苗接种的人群需提供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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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接种证明即CDC小白卡；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需登机时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

48小时内抗原检测(TAG)阴性证明。

入境法国的客人，需要将疫苗注射卡转换为法国的健康码（请点击蓝色字体查看相关步骤）

 

德国入境要求： 

已完成美国疫苗接种的人群进入德国不需要做额外的核酸检测。未接种美国疫苗的人群原则上不能

进入德国，只有在特殊紧急情况下才许可。

 

欧洲行程结束，入境美国要求：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2岁及以上人群需登机时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PCR)阴性证明或48小时内抗原

检测(TAG)阴性证明。

退改说明

1. 行程取消条款如下：

行程开始前 违约金（占团费总费用）

出发前7日 (含) 內 100%

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90%

出发前15日 (含) 至 21日 (含) 80%

出发前22日及以上 70%

备注：

(1) 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2) 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3) 如贵司或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参加

行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2.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而导致无法游览，纵横将尽力保护客人人身及其财产

的安全，有权利取消或调整部分或全部行程，不承担任何因不可抗力引起的直接或间接责任，已支

付的团费概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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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心退”保险服务：出发前15日及以上，不问原因，随意退；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可

随意改期。

预订须知

1. 儿童不占床：回团当日不足8岁、身高不足1.2米的儿童可以安排不占床，团费可减80美金。此收

费提供机位、车位、餐位行程费用包含景点的门票，不提供住宿床位。儿童若占床位，则按照成人

标准收费。

2. 本产品为我公司打包产品，所有牵涉到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门票等除特别说明的价格外均

为一体价格，不得拆分，若遇境外景点、火车等对青少年、老人优惠或者免费，均不在此列，无法

退费，敬请谅解。

3. 导游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景点游览顺序，但不得减少游览时间。

4. 行程中的景点游览时间，包括步行、游船、火车、观光排队等候等时间总和。

5. 欧洲昼夜温差大、每年平均温度最热超过30度的情况不超过两个月，且欧洲各国环保意识强，故

至今欧洲部分酒店并不配备冷气空调，并非酒店设施不达标准，敬请谅解。

6. 欧洲酒店强调建筑物本身的历史价值，故一些酒店因建筑主题架构无法进行改造，以致酒店房间

有格局大小不一的状况。如因酒店标准房间不够原因，酒店升级个别房间，此情况非本公司能掌控

，并非差别待遇，敬请谅解。

7. 请勿在酒店房间内抽烟，如有抽烟，需根据各酒店规定罚款，通常罚款金额100-500欧元之间

，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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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工等，本公司有权在启程前或出发后取消或替换任何一个旅游项目，亦有权缩短或延长旅程。

9. 如果客人在境外发生丢失物品，我社可以协助向有关部门报案，但不承担赔偿责任。请客人小心

保管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以防丢失。

10. 疫情过后餐厅用餐形式变化需要进行进一步沟通，尽量安排分餐制或者自助餐，届时根据实际情

况再调整餐标。此行程路程比较长，西餐比较花费时间，故以中式用餐安排为主。

11. 如遇展会，将视展会情况住郊外酒店或者调整住宿城市。

12. 所有参加欧洲团的客人，我司会协助填写入境国的申报卡，并协助办理回美国所需的病毒检测

（检测费用自理）。

参/离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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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团地点

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CDG)；

免费接机时间为中午12:00，此时间为导游接到客人离开的时间。如过错此时间，请自行与导游汇

合。

离团地点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FCO)；

请预定14:00以后起飞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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