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精华
意大利
梵蒂冈：
·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广场
罗马：
·特雷维喷泉·罗马斗兽场
比萨：
·比萨斜塔·奇迹广场
佛罗伦萨：
·圣母百花圣殿·天堂之门
·萨领主广场·阿诺河
威尼斯：
·圣马克广场·总督宫·叹息桥
·玻璃吹制工厂
米兰 ：
·大教堂·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街
·斯卡拉歌剧院

瑞士
卢塞恩：
·狮子纪念碑·卡佩尔廊桥
·琉森湖

德国
·咕咕钟作坊·蒂蒂湖

荷兰
阿姆斯特丹：
·沃伦丹 (小渔村)
·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钻石厂
·鲁尔蒙德购物中心 (Factory Outlet)

比利时
布鲁塞尔：
·打卡地点 - 原子塔·小于廉
（撒尿小童）·布鲁塞尔大广场

法国
巴黎：
·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
·协和广场·卢浮宫
·奥斯曼老佛爷百货公司
·巴黎荣军院 + 埃菲尔铁塔
(包括门票)
郁金香季节（特被）：
·观光库肯霍夫公园
(22nd March to 10th May 2020)*

膳食
11早餐，4午餐，5晚餐
三道式特色：意式晚餐，
德国猪蹄与黑森林蛋糕,
炸鱼薯条*, 瑞士西餐

酒店住宿

14天 中欧精选
(ERR14)

第1天
新加坡 ✈ 罗马
- 机上用餐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合，搭乘班机前往“永
恒之城“ – 意大利首都罗马。

第2天
罗马

的草坪等等打造成的“奇迹广场”。续程到
托斯卡尼首都佛罗伦萨，一览著名的“天堂
之门”还有外部以色调深浅不同的白色的大
理石块所铺砌而成的圣母百花圣殿，此教堂
在1982年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
遗产。接着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将步行到富
有艺术气息的萨领主广场（露天博物馆）观
赏大师米开朗基罗著名的大卫雕像，然后沿
着阿诺河漫步，将全城美景尽收眼底。

第4天

- 晚餐 抵达后，我们将前往位于罗马中心的梵蒂冈
城，参观世界天主教中心与天主教文化遗产
如圣彼得大教堂一个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标志性的教堂。接着同时观赏，拍摄一系
列富有历史性的古代建筑物。位于罗马市中
心的罗马斗兽场是一个卵形圆形得剧场, 它
建于公元72年-82年间由混凝土和沙子建成，
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圆形剧场。斗兽场在罗
马时代拥有不同的用途。 如罗马战士比赛的
战场、野兽搏斗和处决犯人的地方。特雷维
喷泉，建于1732-1762年由意大利建筑大师尼
古拉·莎维设计。在喷泉完工后，伯拉奇的
雕塑便设立在特雷维喷泉的正中央。高26.3
米，宽49.15米，特雷维喷泉是该市最大的巴
洛克式喷泉，也是世上最着名的喷泉之一。

第3天

托斯卡纳大区 - 威尼斯
- 早餐，晚餐 歇息了一晚，前往坐落在水中的“浪漫之都
”威尼斯城市。乘坐私人游船巡游，可目睹
建于13世纪宫殿和圣马克广场。除了乘搭游
船，漫步在河畔，你可观赏许多富纪念性的
标志和建筑如拥有威尼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
总督宫。这座宫殿以前是威尼斯总督（前威
尼斯共和国的最高权威者）的住所也是当今
尼斯市的主要地标。总督宫的东面通过叹息
桥连接到监狱，著名情圣卡萨诺瓦因受不了
这可怕的监狱而当年大胆的逃脱于此。目睹
了威尼斯的历史痕迹后，参观威尼斯玻璃吹
制工厂欣赏玻璃吹制大师，利用古早的技艺
创造出的玻璃品和了解穆拉诺如何成为玻璃
制作的中心。此夜，我们将在威尼托落脚。

罗马 - 比萨 - 佛罗伦萨
- 托斯卡纳大区

第5天

- 早餐，意式晚餐 -

- 早餐，晚餐：瑞士西餐 -

我们享用早餐后开始第二天愉快的旅程。第
一站，位于比萨的奇迹广场在那儿可欣赏比
萨斜塔的奇特美景以及由雅致大理石、青葱

这新的一天，我们将踏上米兰观光之旅然后
往瑞士出发。 首站是米兰大教堂 — 意大利
第二大教堂欣赏它雄伟的外观以及浓厚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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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 米兰 - 卢塞恩

教气氛。然后我们将步行于米兰知名的商业
和时尚中心，穿越19世纪广场维特利奥·埃
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街。它座落在意大利米兰
主教座堂广场北侧的显要位置，并连接斯卡
拉广场。在这世界上第一家购物中心之一的
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街您可自由活动， 漫步
欣赏这拥有130年历史的建筑、痛快地购物
、或尽情徜徉在米兰古典美景之中。接着我
们将穿过风景秀丽的乡村，驱车前往瑞士最
美丽的城市 - 卢塞恩。

第6天
卢塞恩
- 早餐 在这美丽的早晨，我们的步行游览开始于14
世纪的卡佩尔廊桥，这是卢塞恩的标志，也
是欧洲最古老的有顶木桥。途中我们将抵达
狮子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1792年法国大革命
期间壮烈牺牲的瑞士卫兵，大家可拍照留念
这 “世上最哀伤，最感人的石雕“。接着参
观瑞士手表零售商的佼佼者 一 Bucherer, 在这
儿您可目睹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滚球钟。

第7天
卢塞恩 - 蒂蒂湖 - 莱茵兰
- 早餐，德式午餐 我们将驱车前往德国西南部巴登符滕堡州黑
森林的蒂蒂湖。蒂蒂湖在德语中的解释是少
女湖的意思，看到这片景色犹如少女，美的
让人心旷神怡。悦目了美景，参观咕咕钟作
坊工作室，在那里您可以看到布谷鸟钟的组
装演示。接着享受当地着名的德国猪蹄与黑
森林蛋糕，运气好的话您可品尝传统生产的
德国冰酒。

第9天

第11天

阿姆斯特丹 - 沃伦丹
- 阿姆斯特丹

巴黎

- 早餐，午餐: 炸鱼薯条* -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即将展开您的巴黎之旅。
首先，慕名由拿破仑在1806年，以纪念军队的
胜利而竖立的辉煌无比的凯旋门。该门自1919
年成为法国无名士兵的国家纪念碑。驱车我们
将开往香榭丽舍大道来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协
和广场。沿途上我们将经过一些著名观光地如
，卢浮宫、亚历山大三世桥和巴黎荣军院。然
后，登上埃建于1889年的菲尔铁塔，在二楼您
可欣赏巴黎迷人的景观。然后前往购物天堂奥
斯曼老佛爷百货公司。

沃伦丹，是荷兰一个非常受旅客欢迎的小渔
村。在这儿一些居民仍然穿着传统服装以及
拥有古老的渔船。乘坐船顶由透明玻璃罩起
的游船穿过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运河可带您把
阿姆斯特丹的主要景点都游览遍，还可以欣
赏到当地的两岸居民生活真实写照。船只将
把您带到钻石工厂和继往阿姆斯特丹最着名
的广场 - 水坝广场。
注意：在郁金香季节期间，观光沃伦丹 + 午餐: 炸鱼
薯条将由库肯霍夫花园+中餐取代。（开放时间为
2020年3月22日至5月10日）可能会有所变化*

- 早餐，午餐 -

注意：如有不可预期的变化，如果埃菲尔铁塔的门票
被完全预订或取消，我们将改往蒙帕纳斯大厦

第10天

第12天

阿姆斯特丹 - 布鲁塞尔
- 巴黎

- 早餐 -

- 早餐，午餐 今天，我们将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原
子塔是布鲁塞尔的标志性建筑，最初是为
1958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在这里您既可
以选择自拍，也可以通过安装在建筑物附近
的相机拍摄全景自拍照。接下来，我们将在
布鲁塞尔大广场进行短程游览，这是一个集
合了西方艺术风格的折衷建筑的市场广场，
步行约五分钟我们可看见“布鲁塞尔第一公
民”小于廉（撒尿小童），这是一个描绘一
个小男孩在小便池里小便的小雕塑。��

巴黎
享受自由的休闲时光。您可以自行在巴黎这
个购物天堂购物。

第13天
巴黎 ✈ 新加坡
- 早餐：机上用餐 在搭返回新加坡之前，您可以享受您自己规
划的休闲活动。

第14天
新加坡
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中欧航旅祝愿您度过
了一个美满又难忘的假期。

第8天
莱茵兰 - 鲁尔蒙德购物中心
- 阿姆斯特丹
- 早餐，晚餐 享用早餐后，我们即将前往鲁尔蒙德购物中
心，这儿有170多个设计师品牌、全年高达
60%优惠。您可以沉浸在购物街舒适的氛围
中，也可以在美味的餐厅中享用美食休息一
下。采购一番后，我们将前往阿姆斯特丹“
风车的王国” 一 荷兰，这个城市位于北荷
兰省。

注意：
1. 行程次序或因宗教活动，未曾遇见的气候状况而有所更动。
如有任何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2. 所有订单都以旅游行程宣传册的附带条件和条款为标准。
3. 如有包含门票，将特别注明。
4. 每团至少20位成员才能铁定出发。如团体少于20位成员，
中欧航旅将保留决定权来操作或取消行程，成员必须接受该安排。
5. 旅程都以英语讲解。
6. 所有的酒店评级均以当地为标准。
如遇当地酒店客满等因素，将以同等级的酒店取代。

7.
8.
9.
10.
11.
12.
13.

在公共假期和特别节日期间，住宿地点可能无法在上述城市内。
中欧航旅建议您购买旅游保险，为您的旅游做个保障。
所有航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中文及英文行程不一致，请以英文版本为标准。
房型是根据酒店的分配。中欧航旅不负责所分配到的房型差异。
自费项目是由客人自由选择和付费。
在您参观宗教场所时，理应穿着适当得体。如果被拒绝参观，中欧航旅将
不负责。如果宗教场所因为维修和／或地方当局和／或宗教活动而对外
关闭，则没有替代景点。
14. 旅费不包括每日欧洲市区税：$1－$5欧元，团友将自行付费于相关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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