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旅  假  期 

潇 洒 走 天 下       中 旅 伴 你 行 

点行程: 

巴黎 尔赛宫 凯旋门 香榭丽舍大道 和广场 浮宫 艾菲尔铁塔 葡萄酒之乡 第戎 联合国欧洲总部 日内瓦 琉森 罗密欧 茱丽的故乡 维罗

纳 世界最小国家 梵蒂冈 永恒之城 罗马 斗兽场 古罗马广场 莱维喷梛 万神殿 文艺复 发源地 罗伦萨 以斜塔闻 于世的 比萨 世界十大

旅游胜地水都 威宐 洛文宐亚首都 害尔 那 匈牙利首都 害达佩 音乐之都 维也纳 音乐神童莫 故乡 萨尔 堡 啤酒之都 慕宐黑 梦幻城堡

天鹅堡 最大天然湖梜 蒂蒂湖 德国最大的金融城宲 法 克福   

行程特色:   1. 全包价格, 已含国际机票及航空税                               2. 全程欧洲四星酒店，经典行程品质保证     

                 3. 包含14次晚餐,7次午餐,18次早餐 (中餐皆为7道菜)     4. 一次转机轻松顺畅，精力充沛 享精彩    

出发日期: 2017寇7 19日 25人 团  

价格说明： 

人 格: NZD6999/位 (合住 人 ) 
儿童 格: NZD6699/位 ( 一位 人合住 床，限12岁以 ) 
儿童 格: NZD5299/位 ( 位 人合住 床，限12岁以 )  
单人 差: NZD1000/位 

经典欧洲浪漫之旅二十二日游 
法国 瑞士 梵蒂冈 意大利 洛文宐亚 匈牙利 奥地利 德国 



详细行程及价格 
第一日7月19日(三)奥克兰-中国 

今日于奥克 国 机场 合， 乘国 航班前寻中国  

第二日7月20日(四)抵达巴黎 

抵达中国，继续转机 寻巴黎 抵达巴黎机场 ，导游接机 寻酒店 息  

第三日7月21日(五)巴黎(早/午/晚) 
游览法国国家艺术孨寑 浮宫 浮宫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疆 世界 大
博物馆 曾经居住过50位法国国王和王 ， 许多著 艺术家在 生活过 直到目前 浮宫宫
殿 收藏 40多万 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珍品，堪疆世界艺术之博览 晚 享用 色法式蜗牛大餐(含
一杯法国红酒) 晚 自费★乘船游览迷人的塞纳河，欣赏 岸的迷人 色和 色建筑  

第四日7月22日( )巴黎(早) 
早餐 驱车前寻参 尔赛宫 她是法国封建时期帝王的行宫，始建于十 世纪， 屡经扩建形 孓
规模 尔赛宫的外 宏 壮 ，内部陈设和装璜更富于艺术魅力，处处金碧辉煌，豪 非  

随 返回巴黎宲内游览 庄 的凯旋门 繁 热闹的香榭丽舍大道 以埃 方尖碑 代表的 和广
场 拿破仑之墓 荣誉之家 艾菲尔铁塔 晚 自费★欣赏著 的歌舞表演  

第五日7月23日(日)巴黎-第戎-日内瓦 315 (早/晚)  
早餐于酒店 ， 车前寻第戎 第戎 史悠久， 城宲建于罗马时代，中世纪时 勃艮第王国的首府，

宲内留 大量的 史文化遗产 游览第戎圣母院 自由广场 教堂 继续前寻国 城日内瓦 日
内瓦位于西欧最大的湖梜美丽的日内瓦湖之畔，蔚蓝的天空倒映在湖梜 形 一幅天水相接的画面，而

是全世界交汇之点 史悠久的国 都宲，如果天气晴好 看到喷水 高达130米的大喷梛  

第 日7月24日(一)日内瓦-英格堡 300 (早/晚) 
早餐于酒店 ，参 国 红十孒会总部 联合国欧洲总部 日内瓦最美的 广场， 广场 眺望旧宲

如果时间允许 以孞排参 自费★日内瓦湖游船 疊 驱车前寻英格堡  

第七日7月25日(二)英格堡-维罗纳 398 (早/晚)  
今日 自费★登 海拔 千米高并全寇疅雪的 铁力士峰 ， 乘坐缆车到达大雪山顶，前寻参 冰洞，
随 于赏雪 漫桯，游目四 ，但 群峰 绕的冰宦奇 宑收眼寓 (如因天气原因无法登山，自费行
程将改 游览琉森) 琉森明亮而美好，早在19世纪，诗人歌德 维多利亚 王和 曲家瓦格纳都曾深
深品味它的美 那时起，琉森就是世人 相 颂的胜地 时 今日，它 然美丽得惊人 抵达琉森

，参 狮子纪念碑，雕刻在整块的崖壁 的石像，是由 麦的雕刻家 尔巴尔森设 的 是 了纪
念在1792寇8 10日， 保 法国国王路易16世家族的孞全，而全部 牲的786 瑞士 佣  接着参

欧洲最古老的 顶木桥 贝尔廊桥，木结构廊桥长约200米，建于1333寇，横跨在罗伊 河 ，木桥
和桥边的 角型水塔原是城宲水 防御工 的一部 廊檐 的梁 110幅 角形彩痪， 面由海
因 希·贝格曼 痪了孝 琉森的圣人的一生  团 以到害满精品的古 小街逛游，选购地道 产朱
古力 纪念品，或者在著 的钟表店选择瑞士 表 随 驱车前寻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  

第 日7月26日(三)维罗纳-罗马 512 (早/晚) 
维罗纳因莎士比亚 罗密欧 朱丽叶 中男 人翁的故乡而闻 世界，也是世界万千男 心中的
爱情圣地 早餐于酒店 ，参 朱丽叶故居 随 前寻罗马  

第九日7月27日(四)罗马-梵蒂冈-罗马 (早/晚)  
早餐于酒店 ，前寻参 建于 元七十 寇的罗马斗兽场 外 圣天使城堡 外 古罗马广场

外 威宐 广场 莱维喷梛 西班牙广场 万神殿 随 游览罗马城中之国梵帝冈 个全球最
小的国家 参 全球第一大教堂圣彼德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第一大的圆顶教堂，罗马基督教的
中心教堂，也是梵蒂冈罗马教画的教察和欧洲天 教的朝圣地 圣彼得大教堂最初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在
圣彼得墓地 建，由教画朱利 世 建，在 建过程中， 用了当时意大利最优畻的建筑师害拉曼

米开朗琪罗 德拉波尔塔和 罗马泰尔 教堂内部也由许多著 浮雕和雕像装饰，例如米开朗琪罗
的圣母哀痛雕像和圣彼得青铜雕像等等 圣彼得大教堂 广场 以说是文艺复 前 顶尖建筑大
师精心雕琢的 品 晚餐享用意大利风味  

第十日7月28日(五)罗马 早  

今天自由活 您 自行孞排购物或游览罗马 胜  

第十一日7月29日( )罗马-佛罗伦萨 378 -比萨 22 -普拉托 86 (早/午)  
早餐于酒店 ， 发前寻意大利文艺复 发源地 罗伦萨， 山丘 的米开朗基罗广场， 览全貌 游
览 罗伦萨的 治中心宲 广场和那体 男人身体魅力的米开朗基罗的 大卫 雕像 等比例复制
品 外 罗伦萨的象导圣母百花大教堂，游览孞 河 中世纪黄金交易处之拱桥 孞葬意大利 人
米开朗基罗 但丁 著 物理学家伽 略的圣十孒教堂 外 随 前寻以斜塔闻 于世的比萨，
寘在10世纪时因 东方贸易寻来而 盛的城宲，曾经 威宐 热那亚并列 地中海强国 参 大教
堂 洗礼堂 古城墙 著 的比萨塔，该塔原是该城的钟楼，用来 时， 在比萨塔 仅是意大利的国
孨，也是世界建筑文化中一 难得的珍品 别孞排自费 乘★一段巴士到比萨塔 随 驱车前寻 拉
托  

第十二日7月30日(日)普拉托-威 249  (早/午/晚)  
早餐于酒店 ，前寻世界十大旅游圣地之一 水都 美誉的威宐 乘水 的士前寻参 著 的圣马

广场，游览充满 庭色彩的圣马 大教堂 外 息桥，漫桯于充满 色的购物小巷 团 也
以自费乘坐★贡多拉密寓船，畅游 河欣赏水都风光 疊 前寻著 的玻璃工艺厂(中文讲解)  

第十三日7月31日(一)威 -卢布尔雅那 240  (早/午/晚) 
酒店早餐 ，驱车前寻 洛文宐亚首都 害尔 那 参 龙桥 害尔 那城宲广场 桥 害尔
那城堡 圣宐古拉 大教堂 害尔 那 和国广场  

第十四日8月1日(二)卢布尔雅那-布达佩 463 (早/午/晚) 
早餐 发前寻匈牙利首都害达佩 参 害达画宫 外 渔人堡 入内参 链桥 马 什教
堂  

第十五日8月2日(三) 布达佩 -维也纳 243 (早/午) 
早餐 驱车前寻维也纳 参 美梛宫(中文讲解) 美梛宫是茜茜 和 茨曾经一起寗过美好时光的
地方，而法国画帝拿破仑 次 领维也纳时都曾在宫 居住 著 曲家莫 幼寇时代也在 的宫
察舞 画演奏过钢琴 随 游览维也纳宲 希腊神殿式设 的国会大厦 气势 的霍夫堡
画宫 英 广场 国立歌剧院 宲立 园 在 以追 尔 大王小约翰‧ 劳 奇一生，瞻仰

雕像 宲中心的圣史 芬大教堂 繁 热闹的桯行购物 也是游客 到之处  

第十 日8月3日(四)维也纳–萨尔茨堡 295  (早/午/晚)  
早餐 前寻萨尔茨堡，参 米拉贝尔花园 莫 故居 萨尔茨堡城堡和老城  

第十七日8月4日(五)萨尔茨堡–慕 黑 214 (早/午/晚)  
早餐 前寻啤酒之都慕宐黑 慕宐黑，一个接 梦的城宲 既 梦幻之车孨马，也 梦幻的城堡-

天鹅堡 世界 最大的啤酒节，释 慕宐黑人无限的激情 激情孕育创造力，只 科 激情的完美
融合， 能创造 孨马汽车 样的高科 艺术品 也只 无 权力 艺术气 的结合， 能 生 天鹅
堡 最接 于童 的城堡，人间仅桮一处  参 圣母教堂(外 ) 慕宐黑 宲 奥林 克 园 晚
餐于当地著 的啤酒馆享用猪蹄膀风味餐(含一杯当地 色啤酒)  

第十 日8月5日( )慕 黑- 天鹅堡 131 (早/晚)  
早餐 驱车前寻罗曼蒂克大道最南边的德国 天鹅堡 始建于1869寇，位于 恩宧南部边境小城富森

郊群峰中的一个小山峰 ，是根据巴 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世的梦想 设 ，并花费了17寇时间建造
而 城堡中洋溢着中世纪的气息， 的角寗 看，城堡展 化无穷的面容  您 自费 乘★
马车前寻梦幻城堡 天鹅堡 马车视情况孞排单趟 山或单趟 山 乘  

第十九日8月6日(日) 天鹅堡-蒂蒂湖 244 (早/晚) 
驱车前寻黑森林地 的滴滴湖，湖光山色，美 胜收 黑森林位于德国西南巴符宧山 ，由于森林树木
茂密， 看一片黑压压的，因桮得 黑森林是多瑙河 内 河的发源地， 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
镇，到处都是挺拔参天的杉树， 山势陡峭 风 如画的金齐希峡谷，而海拔1493米的费尔德贝
格峰是黑森林山的最高峰 站在高山之 极目 望，绿色的莱茵密原 瑞士西部美 和法国的 拉

堡大教堂宑收眼寓 参 莱茵河的发源地莱茵瀑害， 自费 乘★游船， 距离欣赏气势磅礴，水雾缭
绕的壮 色 疊 参 著 的黑森林咕咕钟工艺坊   

第二十日8月7日(一日)蒂蒂湖-法兰克福 300 (早/晚)                              
早餐 驱车前寻德国最大的金融城宲法 克福，参 罗马广场 旧宲 和神圣罗马帝国画帝举行 冕

礼的大教堂 游览繁 热闹的商业街  

第二十一日8月8日(二)法兰克福-中国 

车 寻法 克福机场 乘航班前寻中国  

第二十二日8月9日(三)返回奥克兰 

转机继续 寻奥克 ，返回温暖的家  

 

价格说明：(包含机票) 
人 格: NZD6999/人 (合住 人 ) 

儿童 格: NZD6699/人 ( 一位 人合住 床，限12岁以 )  
儿童 格: NZD5299/人 ( 位 人合住 床，限12岁以 )  
单人 费: NZD1000/人 

 

价格包含： 

●奥克 -中国-巴黎，法 克福-中国-奥克 经济舱机票 

●行程中 列明餐  (中式午餐 晚餐町 7道菜) 
●豪 空调大巴( 巴黎接机开始直到法 克福机场 机结束)  
●随团导游小费 

●门票: 天鹅堡 美梛宫(含中文服 人员讲解) 威宐 水 的士(含中文服 人员讲解) 一段巴士到
比萨斜塔 梵帝冈(含中文服 人员讲解) 尔赛宫(含中文服 人讲解) 浮宫(含中文服 人讲解)
艾菲尔铁塔 层 

 

价格不包含： 

●签证费 相 费用(根据行程孞排，持中国 照客人需要办理申根签证，中旅 以 组痣大家一起到
惠灵 办理，但相 费用需要您自行 担 持 西 照客人符合目前过境免签 策，无需办理申根签
证 醒您注意 签证 策 能会 调整和 条 限制，孩 以申请人个人情况和官方确认 准 ) 
● 机小费每人每天3欧元，中文服 人员讲解每次每位约3欧元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向旅客导收的 城游览疋 住宿疋，需每位客人每晚大约3-5欧元，直接付痫酒店，
以酒店孩 收 准 

●行程中 没 的服 或餐  

●欧洲以外酒店 交通费用 

●旅游保险 强烈建议购  

●畼人费用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  
-酒店内洗衣 理发 电话 传真 上网 收费电视节目 游戏 饮品 烟酒 邮寄 机场和酒店行李

服 购物 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费用 

- 酒店提前入住及延迟退房费 
●因个人疏忽， 章， 法，犯罪造 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费用 

●行程列明以外的 点或活 发生的任何费用 

●因任何 抗力(包括但 仅限于以 种情形(1)自然灾害,如 风,洪水,冰雹等 (2) 府行 ，如导
收 导用等 (3)社会异常 ，如罢工 骚 恐怖袭 等) 机 车辆 船只等交通工 发生故
障 航班 消或更改时间等原因 导 的额外费用  

●任何 团费包含 中 包含的项目 

●自费费用(以 格仅供参考，孩 格 能 化，以最痤确认 准!) 
●巴黎歌舞表演 150欧元-230欧元/位 

●塞纳河游船30-60欧元/位 

●日内瓦湖游船20-40欧元/位 

●铁力士峰60-80欧元/位 

●威宐 贡多拉密寓船 $40-$60/位 

●德国 天鹅堡马车 $10-20/趟 

 

报名手续： 

1. 时请带 效 照(须自团队结束之日起 少 6个 效期)，清楚完整填妥 表 列一
资料并缴交定金NZD2000/每人  

2. 们将最迟于4 28日前确定是否 团 之 如果因 人数 足而 能 团，您已付定金将
全部  

3. 如 团，团费余款须于5 18日前全数付清，逾期未付清余款，将视 自愿 消，中旅 权将您的
位 消，您已缴付之定金恕 返 ，也 得将定金转让 他人或用于 他 发日期或旅游产品  

4. 中旅保留最痤接 否的权利而无需 任何理由 解释  

5. 中旅保留对行程 行调整的权利   
 

扣款办法： 

之 由于客人个人原因需要 消 位的，需按照 列办法扣款  

1.在5 18日前 消，扣除全部定金 

2.在5 31日前 消，扣除全部团费50% 

3.在6 16日前 消，扣除全部团费70% 

4.在6 16日之 含当日 消，扣除全部团费 

 
责任问题： 

1.  团队位置 限，敬请宑早 晚 能需要额外支付机票等项目的 费  

2. 中旅仅代理航空 酒店 交通工 或 它旅游机构孞排之服 ， 参 本行程表或单张内之团
或客人如遇 物损失 意外身亡，或因天灾人祸 机器失灵 交通寞误 失火 罢工 战 局
孞 无法控制 府更改条例而 损失额外费用时，概 中旅 代理人等绝无 系 需负任何
任  

3. 中旅 采用之各类 光交通工 酒店，如 机 轮船 火车或巴士等， 对旅客孞全 行李遗失等
问题，各机构均 各种 之条例，以对旅客负 行李遗失，意外伤亡 产损失等情形，当根据
各机构 立之条例 解决的依据，概 中旅绝无 系 需负任何 任  

4. 若遇 殊情况，如天气恶劣，罢工 风影响 证 遗失 酒店突告客满 原定班机 消或寞误
或任何非人力 控制的突发 故，而 须将行程 住宿或交通工 更改或 消任何一项旅游节目，中

旅得依照当时情况全权处理，在桮情况 团员 得借故 对 要求赔偿， 引 之损失或增 费
用，团员需自行负  

5. 参团者，需遵孝各国法纪， 禁携带畼 营利 禁物品 境准例，是根据个别国家 立，
如因个人理由而被某国拒绝入境， 任 中旅绝无 系 需负任何 任，余 之旅程将 获 款
项， 因而 需之额外费用如交通 住宿需由 个人负 ， 中旅无  

6. 在任何情况 任何地点 失窃，引 遗失金钱 物品，中旅 机 领队 导游均 负任何 任，任
何 物 证 等团员理寒并 任自行保管  

  

 

奥克兰总店     中区大华店     Mt. Albert店     Northcote店     Meadowland店      East Tamaki店      Highland Park店        Albany分店     基督城店           惠灵顿店    
09-3751717  09-6386888     09-8456679    09-4185188      09-5352809         09-2651888           09-5358588         09-4185188    03-36546396    04-4999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