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ur Code: 8E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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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疯狂购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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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布鲁塞尔, 阿姆斯特丹

巴黎老佛爷奥斯曼旗舰店

巴黎河谷购物村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香榭丽舍大道



   遗产 家庭 风景  历史 休闲 购物

精简行程

巴黎  (早餐)

●  埃菲尔铁塔（位于特罗卡德拍照）

●  玛德莲教堂（路途经过）

●  卢浮宫（步行游览）

●   凯旋门（步行游览）

●  香榭丽舍大道（步行游览）

●  巴黎大小皇宫（路途经过）

●  协和广场（路途经过）

●  巴黎荣军院（路途经过）

●  军事学院（路途经过）

●  巴黎歌剧院（步行游览）

●  巴黎老佛爷奥斯曼旗舰店（逛街购物）

推荐自费项目:
第二层埃菲尔铁塔 + 塞纳河游船  (EUR 40)
(价钱如有更改*免责声明)

第2天

巴黎 - 巴黎河谷购物村 
(39公里 39分钟) - 巴黎  (早餐)

●  巴黎河谷购物村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逛街购物）

第3天

巴黎 - 布塞尔 
(308公里 3小时30分钟)  (早餐)

●  原子塔（拍照）

●  大广场（路途经过）

●  旧皇宫（步行游览）

●  市政厅（步行游览）

●  撒尿小童像（步行游览）

第4天

布鲁塞尔 -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购物
中心 (150公里 1小时50分钟) - 阿姆斯特丹
(180公里 2小时)  (早餐)

●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逛街购物）

第5天

阿姆斯特丹  (早餐)

●  桑斯安斯村（步行游览）

●  乘坐运河游船（含船票）

●  钻石厂（参观）

●  达姆广场（步行游览）

第6天

吉隆坡  巴黎 
(15小时55分钟++) (机上用餐)第1天

● 巴黎 - 是一个浪漫的城市，历史悠久的观光景点，一个有着深厚艺术，
潮流前端的设计师品牌，一流的世界级餐饮的城市。巴黎更是一个购
物的天堂，是欧洲最适合买买买的城市。巴黎大部分地区，包括塞纳
河畔，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 埃菲尔铁塔 - 是一座高 1,063 英尺（324 米）的铁塔，是为了纪念法
国大革命100周年和为1889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而设计的，又称
为巴黎铁塔，是法国著名的地标，也是世界上游客量最多的景点。

● 香榭丽舍大道 - 是法国首都巴黎的一条大道，由路易十四于 1667 年
创建，名字起源于希腊神话中曾是英雄死后安息的地府的爱丽舍。被
誉为首都最美的大道，位于巴黎西北面的第8区，轴线以卢浮宫为起点
，经过杜乐丽花园，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终止于拉德
芳斯大拱门。香榭丽舍大道汇集了世界闻名的高级品牌，奢华的购物
商店，露天咖啡馆与各式餐厅。

● 凯旋门 - 位于法国巴黎十七区的戴高乐广场中央，是拿破仑为庆祝法
国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于1806年下令修建而成的。凯旋门的正下方，
是无名战士墓，地上嵌著红色的墓志“这里安息的是为国牺牲的法国
军人。”墓前有一盏明灯，每天晚上，这里都会点起不灭的火焰。

● 巴黎老佛爷奥斯曼旗舰店 - 1893年，来自阿尔萨斯的蒂菲尔·巴德-
与阿方斯·卡恩表兄弟，从一间小小的服饰店到如今的老佛爷百货公
司（Galeries Lafayette）旗舰店。这是Théophile Bader梦想中的 “
奢华时尚殿堂”，金玉满堂的货品，让顾客心醉神迷。巴黎老佛爷奥
斯曼旗舰店以其新艺术风格的建筑, 雄伟的穹顶成为巴黎最具标志性的
建筑景观之一。金灿灿的阳光从玻璃穹顶泻而下，笼罩大厅，货品也
闪起光芒，从中感受首都巴黎的魅力。

● 巴黎河谷购物村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 距离巴黎市中心约40分钟车程，
距离迪士尼步行5分钟，交通十分便利。河谷购物村地理位置卓，超过
110多个商店，精品店，汇集众多顶级法国和国际奢侈品牌。在这里购
物,各大品牌常年会提供33%-60%的折扣。消费超过100欧元时，可以
在您最喜欢的品牌上节省至少12%免税。购物村有多达100多个极负盛
名的奢侈品牌，包括Armani, Balenciaga, Boss, Celine, Chloé, 
Coach, Givenchy, Gucci, Dolce & Gabbana, Furla, Fendi, 
Longchamp, Michael Kors, Prada, Valentino and Versace 等，包括
那些传统大品牌。

巴黎

埃菲尔铁塔 卢浮宫 原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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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菲尔铁塔是世界著名建筑，是巴黎最著
名的象征

卢浮馆是世界著名的四大博物馆之首，知
名的《蒙娜麗莎》，《勝利女神》和《米
洛的維納斯》為鎮館之寶

香榭丽舍大道是巴黎最豪华的购物街和著
名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老佛爷奥斯曼旗舰店其高档时尚、美食、
美丽的新艺术风格建筑而闻名

在星光熠熠的露天河谷购物村 (名牌折扣购
物中心)，享受高价值服务和免税购物，开
启美好的奢华购物之旅

原子塔是和平原子的纪念碑，是布鲁塞尔
标志性建筑，也是欧洲最奇特的建筑

大广场是布鲁塞尔最知名的地标，欧洲最
美丽的广场

撒尿小孩的铜像是布鲁塞尔标志性建筑，
也被称为“布鲁塞尔第一公民”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名牌折扣购物
中心) 是时尚达人购物天堂，让你享受奢华
的购物体验

乘坐运河游船，探索阿姆斯特丹运河标志
性桥梁和海滨房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之一

阿姆斯特丹也被称为“钻石之城”，参观
最古老的钻石抛光厂，观看他们如何切割
和抛光一些最精致的钻石

游览桑斯安斯风车村，参观传统的荷兰奶
酪工厂和木鞋制作表演

旅游亮点

阿姆斯特丹  吉隆坡 
(15小时++)  (早/机上用餐)第7天

抵达吉隆坡第8天

6 早餐
自助早餐 (热食)

巴黎        x 2 晚
布鲁塞尔    x 1 晚
阿姆斯特丹  x 2 晚

4星级酒店或同级酒店 (5晚)

● 阿姆斯特丹 - 造访这座魅力之都的文化宝藏， 世界闻名的城市，体验
众多文化风情。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
遗址。您可以沿着稀奇古怪的九街 (9 streets)购物，或乘船尽览城市的
水色风光。

●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 位于荷兰、德国、比
利时三国的交界处，距离风景如画的鲁尔蒙德小镇仅需几分钟的车程，
并与这座历史悠久古城相映生辉。这里容纳了180多家名品专卖店，涵
盖超过170个设计品牌，从高端时尚品牌 如 Armani、Burberry、Clank、
Chloé、Coach、Furla、Gucci、Guess、Jimmy Choo、Kate Spade、
KipLing、Levis、Longchamp、Longines、Mont Blanc、Moschino、
Pandora、Prada、Skechers、施华洛世奇、Timberland、从 Tumi、
Watch Station 等高街人气品牌等, 到运动品牌 NIKE 与 ADIDAS，这里应
有尽有。在这里购物不仅可以享受30%-70%的低折扣，还有极具吸引
力的免税购物。这里不仅有一周7天不间断营业的疯狂购物乐趣，还有
鳞次栉比的酒吧、餐厅以及儿童游乐区。

● 桑斯安斯风车村 - 这座历史悠久，美丽的村庄生动描绘了17、18世纪
的荷兰生活。古老的造船厂，奶酪作坊，制作木鞋的表演，还有风车，
是有居民居住、开放式的保留区和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

● 布鲁塞尔 - 被称为欧洲之都，以丁丁,漫画，豪华巧克力，华夫饼，
炸薯条和啤酒以及独特的历史和建筑地标而闻名。

● 原子塔 - 建成于1958年，是为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而兴建的
一座标志性建筑。这座建筑物是由9个直径18米的铝质大圆球组成，
每个圆球代表一个原子。原子塔是一座非凡的建筑，它同时是博物馆、
观景台、娱乐场所和餐厅。

● 大广场 - 举世闻名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周围环绕着华丽的巴洛克式建
筑、金碧辉煌的市政厅和引人注目的新哥特式布鲁塞尔王宫，其建筑
风格各异，使人有宛如置身于中世纪之感。该广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被认为是建筑瑰宝。

● 撒尿小童像 - 也被称为尿尿小童像，他的塑像以青铜制成，高60厘米，
一个赤裸的小男孩在喷泉的水池中小便雕像，建于1619年。传说西班牙
占领者在撤离布鲁塞尔时，打算用炸药炸毁城市，幸亏小男孩夜出撒
尿，浇灭了导火线拯救了全城。为纪念小英雄，雕刻了此像。 

布鲁塞尔

旧皇宫 桑斯安斯村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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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ed By

Trave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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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旅游资讯

欧元 1 : RM 4.90

230伏特， 50赫兹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月 - 5月 6月 - 8月 9月 - 11月 12月- 2月
           10°C - 25°C                 28°C - 37°C                   8°C - 20°C                    -5°C - 11°C

货币

欧元 :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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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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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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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型(2脚) E型(2脚)

*请自带多功能插座

Boeing 777A330 Boeing 787

法国 : +33
比利时 : +32
荷兰  :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