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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7：13 天畅游欧洲六国 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捷克、奥地利+2 个工厂+2 天展会参观

日期 交通 行 程

住宿/膳食

第一天

11 月 8 日

星期三

飞机/

大巴

北京--维也纳

沿环城大道步行欣赏著名的建筑，举世闻名的新文艺复兴式国家歌

剧院，金色大厅，国家艺术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皇家戏

剧院，奥匈帝国夏宫-美泉宫及美泉宫后花园，体会音乐之都维也

纳的精髓，也可于美泉宫附近的免税店购物。

圣斯特凡大教堂称得上是维也纳的代名词，当你来到维也纳市中

心，一定会一眼望到其 137 米高的尖塔，甚是雄伟。这座教堂的建

筑规模与科隆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并称全欧洲三大教堂。

格 拉 本 大 街 是 维 也 纳 内 城 区 的 一 条 著 名 的 街 道 ， 从

“Goldschmuedgasse”路起至“Jungferngasse”路止。格拉本大

街的中央有欧洲最大的巴洛克式的黑死病纪念柱，附近还有斯蒂芬

大教、德国骑士团教堂等景点。 此外，贝拉本大街也是一条繁荣

的购物街。沿街都是品牌店、露天咖啡馆、餐厅等。

安排大型超市购物，可选购精美小商品

夜宿维也纳

维也纳

早中晚

第二天

11 月 9 日

星期四
大巴

维也纳--布拉格

早餐后，参观音乐之都维也纳旁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森林，维也纳森

林。许多奥地利音乐家都曾经用他们的音乐，描绘过维也纳森林的

美丽。但是对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维也纳森林旁的格林津

(Grinzing)似乎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著名酒村的聚集地。 维也

纳森林位于维也纳城西部，其间的树林草地都是敞开的，是本地人

散步、郊游之处。这里是奥地利著名的富人区，期间散布着各式别

墅。格林津就在森林旁边，原本是一个古老的村镇，背后就是出名

的卡伦山(以前奥地利军队大战土耳其人的战场)。

夜宿布拉格

布拉格

第三天

11 月 10 日

星期五 大巴

布拉格--柏林

早餐后布拉格游览，查理大桥始建于 14 世纪，是捷克历代国王加

冕游行的必经之路。大桥上有三十尊圣者雕像，据说只要用心触摸

石雕像，便会带给此人一生的幸福。这里已成为布拉格艺术的展示

场所，游人可以观赏手工艺创作表演，还能买到很多艺术品。

布拉格城堡其实是一大片建筑区域，形成了集教堂、宫殿和庭院等

于一身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面积约有 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

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

之后前往柏林

柏林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731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949879&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006359&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706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9744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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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大巴

柏林-汉诺威

早餐后 开始柏林市区的游览。红色市政厅的建筑已有 150 多年的

历史，是柏林市政府的办公大楼。在其附近的马恩广场耸立着东德

时期留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

柏林大教堂坐落于柏林市区博物馆岛的东侧，背靠施普雷河，它曾

是霍亨索伦皇族的宫廷教堂，其家族成员都埋葬在这里的地下室

中。柏林大教堂建于 1895 年-1905 年，在二战中曾遭毁坏，修葺

工作持续至今，但它依然是柏林最抢眼的地标性建筑，素有“博物

馆岛入口之称”：三座巴洛克的大圆顶气势非凡，面向施普雷河的

四层建筑采用了巴洛克宫殿的装饰风格，金碧辉煌；西侧的钟楼服

役至今，祷告的钟声悠远绵长；爬过 260 级台阶便可在大教堂顶端

欣赏柏林市区的壮丽景色。

东边画廊位于柏林东火车站至奥伯鲍姆桥之间，是柏林保留至今最

长的一段柏林墙。曾经是冷战的标志，现在则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画

廊，绘画的载体是著名的柏林墙。东西柏林分离期间，彩色装饰画

家和艺术家就以墙代纸，在柏林墙西侧一面作画的传统。

国会大厦现在不仅是联邦议会的所在地，其屋顶的穹形圆顶也是最

受欢迎的游览圣地，它不断更新的历史映射着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

历史的各个侧面。

勃兰登堡门，巴黎广场和它前面的勃兰登堡门是柏林的地标性建

筑。在它周围有诸多景点可以参观：往北有国会大厦、联邦总理府、

主火车站；或往南路过美国大使馆，可以参观一下欧洲被害犹太人

纪念地。那壮观的碑林一定会引起你对人类历史的感叹。

奥伯鲍姆桥，或译上树桥，是柏林的施普雷河上的一座双层桥梁，

该市的地标之一。它连接过去被柏林墙分割的腓特烈斯海因和克罗

伊茨贝格两区，已经成为柏林统一的重要标志。

夜宿汉诺威

汉诺威

第五天

11 月 12 日

星期日

大巴

汉诺威

早餐后前往展馆，全天观展. 汉诺威

第六天

11 月 13 日

星期一

大巴

汉诺威

早餐后前往展会参观早餐后前往展会参观，安排美味德国牛排大餐

或者猪肘餐。

汉诺威

第七天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大巴

汉诺威---奥斯纳布吕克

早餐后前往 claas 工厂参观，下午安排大型超市购物，可选购德国

精美小商品。

奥斯纳布吕

克

http://you.ctrip.com/sight/berlin306/52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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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11 月 15 日

星期三

大巴

奥斯纳布鲁克---阿姆斯特丹

早餐后，参观格利莫工厂或者冠军工厂。酌情安排周边游览

夜宿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早中晚

第九天

11 月 16 日

星期四

大巴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

酒店早餐后，驱车前往有“荷兰世外桃花源”之称的羊角村，那里

小桥流水，木屋人家。进入一片绿意盎然的悠闲水乡，沿途风景秀

丽，美不胜收。体验荷兰人自行车相伴的生活，羊角村是的选择，

传统的的农舍，蜿蜒的运河，宁静祥和的气氛俨然是一座室外桃花

源。

参观博物馆广场，博物馆广场位于阿姆市中心，由于广场周边的三

座大型博物馆（国立博物馆，梵高美术馆，市立博物馆）而闻名，

已经成为阿姆到此一游和游客拍照留念的地点，尤其广场上的 I

amsterdam 标志。

水坝广场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素有“肚脐”之称，是阿姆斯特

丹的地标性建筑。广场西侧气势宏伟的蓝顶建筑是阿姆斯特丹王

宫，现用作皇室外事接待和新王继位仪式的场所。与王宫毗邻的尖

顶哥特式教堂是新教堂，平常会举办管风琴演奏会和展览。广场的

南侧是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从那里巨大的圆形玻璃可以俯看整

个水坝广场。水坝广场的东侧矗立着标志性的国家纪念碑，这座

22 米高的白塔由两头石狮看守，以此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逝

去的士兵和平民。

夜宿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

第十天

11 月 17 日

星期五

大巴

布鲁塞尔-贡比涅-巴黎

酒店早餐后，开始游览布鲁塞尔。布鲁塞尔有着浓郁的文化艺术氛

围，是欧洲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之一，雨果、拜伦、莫扎特及马克

思都曾在这座城市居住。同时有 958 个国际机构设于此地，因此布

鲁塞尔素有“欧洲首都”之称。大广场是布鲁塞尔的第一座广场也

是全市人民的活动中心，道路从广场中心呈放射状分出，道路宽广、

绿树成荫，因而又有“小巴黎”的美誉。广场附近竖立着“小于

连”塑像，体现了比利时国民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

海牙位于荷兰西南部海岸，是全国第三大城。13 世纪以来，海牙

一直是荷兰的政治中心。许多政府机构、大使馆、国际组织都设在

海牙。荷兰女王和皇室成员的官邸也在这里，因此海牙是荷兰的

“皇家之城”。这里是当之无愧的艺术殿堂，拥有 5 个世纪以来许

多著名画家的顶级作品。

午餐后，前往贡比涅，贡比涅城堡是路易十四原宫殿的基础上大兴

土木，以新古典主义风格重建宫殿，使之成为当时与凡尔赛宫、枫

丹白露宫齐名的法国皇家政权所在地之一。法国大革命时，城堡遭

巴黎

http://you.ctrip.com/sight/amsterdam299/12521.html
http://you.ctrip.com/sight/amsterdam299/12521.html
http://you.ctrip.com/sight/amsterdam299/1412464.html
http://you.ctrip.com/sight/amsterdam299/1414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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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坏，家具及收藏物被大量焚毁。拿破仑上台后再次全面修复了

城堡，拿破仑三世更把此地作为自己的寝宫，而他那声势浩大的打

猎宴会，更令城堡成了当时欧洲皇宫贵族们向往的圣地。

夜宿巴黎

第十一天

11 月 18 日

星期六

大巴

巴黎

导游接机，早餐后入内参观法国国家艺术宝库－“卢浮宫*”（含

门票），它是现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世界

名画－“蒙娜丽莎”，“维纳斯”雕像及“胜利女神”雕像。之后

开始游览历史悠久的巴黎圣母院，圣母院的法文原名"Notre Dame"

原意"我们的女士"，这位女士正是意指耶稣的母亲圣母玛丽亚。它

是最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建造全部采用石材，其特点是高

耸挺拔，辉煌壮丽，整个建筑庄严和谐。雨果在《巴黎圣母院》比

喻它为"石头的交响乐"。

前往凯旋门，欣赏凯旋门上描绘拿破仑帝国出征事迹及“马赛曲”

的雄伟雕刻；它是香榭丽舍大道的起点，也是巴黎主要庆典活动的

起点，以凯旋门为中心，放射出去的 12 条街道，犹如十二道光芒，

映射着这座光芒四射的城市。香街的另一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协和

广场，八角形的广场上有绿铜色的雕像及美丽的喷泉，中央是来自

古埃及太阳神殿的方尖碑，这片宏伟壮丽的广场被法国人称为“世

界最美丽的广场”；

注：巴黎圣母院：如遇到宗教活动，巴黎圣母院无法入内，请见谅！

您也可以饭后自费夜游塞纳河，领略巴黎夜间之美。

巴黎

第十二天

11 月 19 日

星期日

大巴

巴黎-北京

早餐后，埃菲尔铁塔（Tour Eiffel）（外观）现代巴黎的标志。

浪漫的巴黎人给铁塔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云中牧女"。埃菲尔铁

塔是为隆重纪念法国 1789 年资产阶级革命 100 周年在轰动世界的

国际博览会举行之际而建的。之后前往巴黎春天，老佛爷，时尚购

物中心购物，各种大品牌应有尽有。

乘坐晚航班回国

第十三天

11 月 20 日

星期

北京

说明：以上行程为参考路线，具体安排可能会根据航班等因素稍作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