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

苏黎世

伯恩

洛桑

沃韦
蒙特勒

格吕耶尔

因特拉肯

少女峰

Tour Code: 10EZS

10天7晚
瑞士之旅

苏黎世, 伯恩, 洛桑, 沃韦, 蒙特勒, 格吕耶尔,
因特拉肯, 少女峰

格吕耶尔城堡格吕耶尔城堡

熊公园熊公园

游览及品尝当地
的葡萄酒

游览及品尝当地
的葡萄酒

少女峰少女峰



● 熊公园 - 伯恩熊乐园是瑞士的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2009年建成了一个
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公园，与熊乐园有一个隧道相接，熊乐园里的熊可以自由
地在熊乐园和公园之间穿行。

伯恩

● 奥林匹克公园 – 洛桑奥林匹克公园是一座花园，建于 1993 年。它与一座致力
于体育历史和国际奥委会的博物馆一起开放。 在奥林匹克公园内，游客可以欣
赏到大型喷泉和与奥运会历史相关的艺术作品。 自 1936 年以来，在开幕式上
点燃奥运圣火的所有比赛的日期都写在附近的楼梯上，以及一盏永恒的火焰被
放置在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入口前。

● 当地的葡萄酒  – 尽管瑞士通常是多山的，但它也有许多丘陵地区，是种植葡
萄园的理想之地，尤其是西南部的日内瓦湖周围，是葡萄生长的理想环境。拉
沃占地约800公顷，是该国最大的毗邻葡萄园区，其梯田自2007年以来一直受
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洛桑也是一个极好品尝当地葡萄酒的绝佳去处。
这座城市现在也被命名为伟大的葡萄酒之都全球网络之一。洛桑是一个充满活
力和活力的大学城，有许多很棒的就餐场所，从简单的小酒馆到豪华的美食餐
厅，还有酒吧、休息室和俱乐部。

洛桑

● 西庸城堡 –西庸城堡是一座雄伟的中世纪水上城堡，位于沃州蒙特勒附近的
Veytaux镇，四周环绕着美丽的日内瓦湖与雄伟的阿尔贝斯山脉，由于它建立
在日内瓦湖畔的岩石上，远观给人以漂浮在水面的奇异感觉，故被称之为建筑
史上一颗奇异的珍珠，也是瑞士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在民间素有“欧洲10大
古堡”之称。

蒙特勒

● 格吕耶尔奶酪工场 – 该店建于1969年，在格吕耶尔附近城堡山脚下的Pringy 
。在这里您可以全面了解格吕耶尔干酪的制作。它的制作过程很大程度上沿用
了代代相传的传统方法。农夫们每天送两次奶，这些奶被奶酪制作商加工成奶
酪片。当然，游客们可以在他们工作时进行参观。

● 格吕耶尔城堡 - 格吕耶尔城堡坐落在一座与强大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背景相连的
小山顶上，形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童话般的形象。这座城堡建于13世纪后期，
经过一些贵族家庭的传承，但这些年来一直保存得非常好。瑞士的遗产今天，
由于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美丽的修剪绿树成荫的花园，每年吸引众多的游客。
今天，它是一个艺术博物馆的家，由着名的艺术家，如让 - 巴蒂斯特 - 卡米耶
柯罗，巴蒂莱米·梅恩等等。定期举办一些临时展览，文化活动和音乐节。

格吕耶尔

精简行程

遗产 文化 家庭 风景 休闲 购物

吉隆坡 苏黎世 (16小时25分钟++)

- 伯恩 (122公里, 1小时35分钟) (机上用餐/晚餐)

●  玫瑰园 (参观)

●  熊公园 (参观)

●  联邦宫 (拍照)

●  旧城区 (步行游览)

第2天

伯恩

吉隆坡国际机场集合

●  晚上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集合，航班将
 在午夜后起飞。

第1天

伯恩 - 洛桑
(109公里, 1小时25分钟) (早/午/晚餐)

●  奥林匹克公园 (拍照)

●  乌希及湖滨漫步区 (拍照)

●  洛桑大教堂 (拍照)

●  游览及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第3天

洛桑 - 沃韦 (19公里, 35分钟)

- 蒙特勒 (8公里, 25分钟) (早/午/晚餐)

●  卓别林雕像 (拍照)

●  雀巢总部办公室 (拍照)

●  蒙特勒湖畔 (步行游览)

●  西庸城堡 (含入门票)

●  弗雷迪·默丘里雕像 (拍照)

第4天

蒙特勒 - 格吕耶尔
 (42公里, 40分钟) (早/午/晚餐)

●  格吕耶尔城堡和小镇 (步行游览)

●  格吕耶尔奶酪工场 (含入门票)

●  格吕耶尔城堡 (含入门票)

第5天

酪片。当然，游客们可以在他们工作时进行参观。

格吕耶尔 - 因特拉肯
 (122公里, 1小时30分钟) (早/午/晚餐)

●  哈德昆景观台 (含缆车票)

●  因特拉肯大街 (自由活动)

第6天

今天，它是一个艺术博物馆的家，由着名的艺术家，如让 - 巴蒂斯特 - 卡米耶
柯罗，巴蒂莱米·梅恩等等。定期举办一些临时展览，文化活动和音乐节。

因特拉肯 - 少女峰 (20公里, 40分钟)

- 因特拉肯 (20公里, 40分钟) (早/午/晚餐)

●  少女峰 (含入门票) 

第7天

西庸城堡西庸城堡 弗雷迪·默丘里雕像弗雷迪·默丘里雕像雀巢总部办公室雀巢总部办公室



因特拉肯

● 哈德昆景观台 - 哈德昆景观台是一个位于瑞士伯恩台地，海拔1,322公尺高的景
观点，能够俯瞰因特拉肯和下森。景观台位于哈德昆山的西端，哈德昆山本身
是布里恩茨湖北岸约30公里长的突出山脉，山脊被森林覆盖。

少女峰

● 少女峰 - 少女峰是位于瑞士伯尔尼高地，阿尔卑斯山区的著名山峰，海拔4,158
米（13,642英尺）。作为意大利和瑞士旅游业的经典景点之一, 少女峰一直以冰
雪与山峰、阳光与浮云吸引着八方游客。

苏黎世

● 苏黎世圣母大教堂 - 苏黎世圣母大教堂由日耳曼人路易为其女儿建造于853年，
是一座归正会教堂，为瑞士归正会在苏黎世的34个本堂区之一，同时也是苏黎
世最知名的大教堂之一。由于历史悠久，苏黎世圣母大教堂的部分建筑已经损
坏，在20世纪的时候被修复，增加了彩色玻璃窗，使其焕然一新。这个宏伟的
大教堂因其高高的尖塔而知名，尖塔的顶部为蓝色，非常的显着，成为苏黎世
上空最显着的风景线。除了尖塔外，大教堂还因5块彩色玻璃窗而闻名瑞士，这
些玻璃窗由法国艺术家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设计，于1970年安装在
教堂上。每一块彩色玻璃窗都有一个主导色彩，极其的精美，每块玻璃窗上还
讲述了一个基督教故事。

● 班霍夫大街 - 班霍夫大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街道。该大街位于瑞士苏黎世利马
特河的西侧，长1．4公里。大街始建于公元前15年罗马统治时期，罗马人在苏
黎世湖畔建城，它便开始发展成为兴旺的商贸中心，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街道
之一。 与纽约第五大道齐名。沿着街道可以找到瑞士最高档的商店，这里拥有
从最顶尖的服装设计师到鞋子、皮毛、首饰、瓷器和珠宝等高档选择。

●  苏黎世圣母大教堂 (拍照)

●  班霍夫大街 (自由活动)

●  苏黎世湖 (步行游览)

因特拉肯 - 苏黎世
(119公里, 1小时45分钟) (早/午/晚餐)第8天

苏黎世 - 吉隆坡
(15小时30分钟++)                (早餐/机上用餐)第9天

第10天 抵达吉隆坡

免责声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当地/ 宗教节日, 公众假期, 天气状况, 交通等情况, 自然灾害, 必要
 时黄金旅程保留对行程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景点游览顺序) 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会或否事先
 通知。 
备注： 如果旅游行程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 将不予退款或更换。图片仅供参考。

班霍夫大街班霍夫大街格吕耶尔奶酪工场格吕耶尔奶酪工场 哈德昆景观台哈德昆景观台

参观伯恩的熊公园

探索洛桑，国际奥委会的总部所在地

游览及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到格吕耶尔奶酪工场参观制作奶酪的过程

乘坐索道缆车由茵特拉肯前往哈德库尔姆

到被称为(欧洲之巅) 的欧洲最高火车站乘坐火车
登上少女峰

逛班霍夫大街，这是世界上最昂贵和独特的购物
大道之一

享用瑞士典型美食-奶酪火锅

旅游亮点

4星级酒店或同级酒店 (7晚)

伯恩  x 1晚

洛桑  x 1晚

蒙特勒  x 1晚

格吕耶尔 x 1晚

因特拉肯 x 2晚

苏黎世  x 1晚

7 早餐 / 6 午餐 / 7 晚餐

自助早餐 (热食)

中餐与西餐为主

奶酪火锅奶酪火锅



瑞士

旅游资讯

瑞士法郎 1 : RM 4.60

230伏特， 50赫兹

瑞士 : +41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月 - 5月 6月 - 8月 9月 - 11月 12月- 2月
          17°C - 20°C                  28°C - 38°C                  15°C - 8°C                      8°C - 4°C

货币

瑞士法郎 : (CHF)

信用卡

致电信用卡中心，以延长你的信用卡额度
*许多信用卡在欧洲通行.

拨号代码

时差

C型(2脚) J型(3脚)

*请自带多功能插座

电压

(4月 – 9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6小时
(10月 – 3 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7小时

插头

行李托运

货币兑换率

气候

飞机型号

A320 Boeing 787 Boeing 777

ICE HOLIDAYS SDN BHD 
(230643-X) KPK/LN:2441

Operated By

出发日期：    航班行程：

团费：    机场税及燃油附加费：

小费：    旅行社代收费：

签证：    旅行保险：

     总数:

每人只限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的手提
行李上机, 以及托运行李不超过20公斤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