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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EVERGREEN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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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巴黎, 布鲁塞尔, 阿姆斯特丹, 科隆, 法兰克福,
海德堡, 滴滴湖, 莱茵瀑布, 苏黎世, 卢塞恩

德国德国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

布鲁塞尔布鲁塞尔

巴黎巴黎

科隆科隆

法兰克福法兰克福

海德堡海德堡

滴滴湖滴滴湖

莱茵瀑布莱茵瀑布苏黎世苏黎世
卢塞恩卢塞恩

伦敦伦敦 荷兰荷兰

法国法国

比利时比利时

瑞士瑞士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荷兰

瑞士

英国

桑斯安斯村

伦敦塔桥

卡贝尔廊桥

铁力士山



卢浮宫 运河游船 科隆大教堂

遗产 文化 家庭 风景 休闲 购物
精简行程

吉隆坡 伦敦
(16小时20分钟++)第1天

●   凯旋门 (拍照)
●   香榭丽舍大道 (路途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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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黎歌剧院 (路途经过)

伦敦 – 巴黎 (搭乘欧洲之星列车)
(2小时16分钟)              (早/-/晚餐)

第3天

●   第二层埃菲尔铁塔 (含入门票)
●   乘坐塞纳河游船 (含船票)
●   军事博物馆 (路途经过)
●   卢浮官（拍照）
●  玛德莲教堂 (路途经过)
●   老佛爷广场 (逛街)

巴黎第4天

●   原子塔（拍照）
●   大广场 (路途经过)
●   旧皇宫 (步行游览)
●   市政府 (步行游览)
●   撒尿小童像 (步行游览)

巴黎 - 布鲁塞尔 (314公里 3小时30分钟)-
阿姆斯特丹 (202公里 2小时45分钟) (早/午/-)

第5天

●   乘坐运河游船 (含船票)

●   达姆广场 (步行游览)
●   钻石厂 (参观)
●   桑斯安斯村 (步行游览)

阿姆斯特丹 (早/-/晚餐)第6天

伦敦   (机上用餐/午/-)第2天

●   白金汉宫 (拍照)
●   大本钟 (拍照)
●   威斯敏斯特教堂 (拍照)
●   特拉法尔加广场 (路途经过)
●   国会大厦 (拍照)
●   伦敦塔桥 (路途经过)

阿姆斯特丹

科隆 

巴黎

伦敦

布鲁塞尔

● 科隆大教堂 - 科隆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境内最壮观的哥特式风格科隆大教堂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教堂门面, 1996年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是科隆的主要标志, 非官方象征。

● 达姆广场 - 被称为阿姆斯特丹的心脏地带的达姆广场, 是阿姆斯特丹历史的发祥地, 是荷兰最
具盛名的广场。广场上的战争慰灵碑, 为纪念在两次大战中牺牲者而建。

● 桑斯安斯村 - 开放式的保留区和博物馆。古老的建筑生动描绘了17、18世纪的荷兰生活。真
实的房子, 古老的造船厂, 制作木鞋的表演, 还有风车, 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 原子塔 - 是为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而建的金属结构的纪念性建筑物, André 
Waterkeyn 设计, 高102米, 包括9个直径18米的球体, 与连接圆球的钢管构成相当于放大
1650亿倍的α铁的正方体晶体结构。目前（2008年) 三个球体向游客开放, 顶部的球体提供
观察布鲁塞尔全景的观景地。

● 大广场 - 是西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鲁塞尔大
广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大广场的翻译来自法语, 而在荷兰语中, 应该翻译成大市场。大广场
始建于12世纪; 广场面积不大, 长约110米、宽约60米, 被中世纪的行会建筑所包围。

● 市政厅 - 乃始建于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 坐落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中间。这座歌德式建
筑物是布鲁塞尔的城市地标。建筑物分两期建造, 规模较大的左半部建于1402年, 1455年建造
右半部时, 由PhilipeleBon主持建造了塔楼和96米高的尖塔。

● 撒尿小童像 - 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标。这座闻名于世的小男孩铜像是一座落于市中心步
行区的雕像及喷水池。这个五岁小孩身材的雕像不大(身高约53厘米), 但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

● 埃菲尔铁塔 - 矗立在法国巴黎的战神广场, 是世界著名建筑, 也是法国文化象征之一, 巴黎城
市地标之一, 也是巴黎最高建筑物, 于1889年建成, 得名于设计它的著名建筑师、结构工程师
古斯塔夫·埃菲尔铁塔设计新颖独特, 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 是法国巴黎的重要景点和
标志。

● 凯旋门 - 位于法国巴黎的戴高乐广场中央, 是拿破仑为纪念1805年打败俄奥联军的胜利, 于
1806年下令修建而成的。拿破仑被推翻后, 凯旋门工程中途辍止。波旁王朝被推翻后又重新
复工, 到1836年终于全部竣工。

● 香榭丽舍大道 - 香榭丽舍大道是巴黎一条著名的大道, 位于城市西北部的第八区。它被誉为
巴黎最美丽的街道。“香榭丽舍”原意是希腊神话中圣人及英雄灵魂居住的冥界。

● 协和广场 - 建于1757年,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广场, 最初是献给路易十五的。协和广场位于香榭
丽舍大道中段, 从这里可以环顾大部份的巴黎美景：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杜伊勒里公园
、卢浮宫等等。法国大革命期间, 这里曾被称为“革命广场”, 是行刑的场所，国王路易十六
及王后、罗兰夫人、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被送上了断头台。1795年, 这里改名为“协和广场”。

● 白金汉宫 - 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位于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处。宫殿坐落在西敏市，是国家
庆典和王室欢迎礼举行场地之一，也是一处重要的旅游景点。

● 大本钟 - 大本钟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宫北端时钟大钟的昵称，通常指时钟和钟楼。该塔是伊丽
莎白塔的正式名称，2012年更名为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的钻石禧年。

(早/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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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堡城堡 莱茵瀑布 狮子纪念碑

HIGHLIGHTS

大本钟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被列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参观第二层埃菲尔铁塔，世界上最知名的地标之一

享受两个著名的游船：在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及在阿
姆斯特丹的运河游船

卢浮宫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及巴黎的历
史古迹

在老佛爷广场享受购物乐趣

撒尿小童像是布鲁塞尔标志性建筑石雕喷泉

游览桑斯安斯村及观看木鞋与奶酪的制造过程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 - 科隆大教堂

探访全欧洲最大的瀑布 - 莱茵瀑布

卡贝尔廊桥和八角形水塔是卢塞恩镇的地标

狮子纪念碑 – 瑞士最著名的古迹之一

●   科隆大教堂 (步行游览)
●   海德堡大学 (路途经过)
●   海德堡城堡 (路途经过)
●   豪普特街 (步行游览)

阿姆斯特丹 - 科隆 (260公里 3小时20分)
- 法兰克福 (190公里 2小时30分钟)
- 海德堡 (89公里 1小时20分钟)    (早/午/-)

第7天

●   莱茵瀑布 (拍照)  
●   滴滴湖 (步行游览)  
●   咕咕钟工厂 (参观)  

海德堡- 滴滴湖 (218公里2小时40分钟)
- 莱茵瀑布 (68公里1小时10分钟)
- 苏黎世 (47公里1小时)         (早/午/-)

第8天

●   狮子纪念碑 (拍照) 
●   卡贝尔廊桥和八角型水塔 (拍照)
●   卢塞恩老城区 (自由活动)
**推荐自费项目:
铁力士雪山 + 高空缆车 (CHF 100/每人)

苏黎世 – 卢塞恩 (52公里 1小时10分钟)
- 苏黎世 (52公里 1小时10分钟)

第9天

苏黎世 吉隆坡
(16小时10分钟++)

第10天

抵达吉隆坡第11天

餐食特色

3道菜-布鲁塞尔 - 青口贝3道菜-巴黎 - 法國蝸牛 3道菜-滴滴湖 - 德国烤猪脚

滴滴湖

莱茵瀑布

海德堡

8 早餐 / 5 午餐 / 2 晚餐
中餐 与 西餐为主
自助早餐(热食)

4星级酒店或同级酒店 (8晚)

伦敦   X 1晚
巴黎   X 2晚
阿姆斯特丹   X 2晚
海德堡   X 1晚
苏黎世  X 2晚

● 海德堡城堡 - 海德堡城堡位於德國的南部, 是德國現今著名的廢墟城堡和里程碑式建築的海 
德堡, 城堡廢墟是阿爾卑斯山以北最著名的文藝復興建築。城堡位於80米高的王座山坡北部, 
可以观赏老城区的景色。

● 豪普特街 - 海德堡市老城区的主街为豪普特街, 与内卡河平行, 全长约1.6公里, 是欧洲最长的
商业步行街。这条街的西端为俾斯麦广场, 东端为集市广场。海德堡较主要的历史建筑和景
点也都集中于步行街沿线一带。

● 滴滴湖 - 滴滴湖是德国西南部巴登-符滕堡州黑森林南部的一个湖泊, 据说得名于罗马皇帝
提图斯。它的面积为1.3 km², 平均深度为20 米。蒂蒂湖由 Feldberg 冰川形成, 在更新世, 
冰碛物挖掘形成了今天的湖岸。这个湖泊的出口, 海拔840米, 是Gutach河 (下游称为
Wutach河)。在其北岸是同名的温泉镇, 今天是蒂蒂湖-新城城市的一部分。

● 咕咕钟工厂 - 生產自德國黑森林地區, 与同一地区出产的拉克施尔德钟齐名天下。它的内部
有设计精巧的齿轮装置, 每到半点和整点, 钟上方的小木门就会自动打开, 并且出现一个会报
时的布谷鸟, 发出悦耳的“咕咕”的叫声。因此, 也稱作咕咕鐘。布谷鸟钟的历史记载可以追
溯到17世纪中叶, 而最早的布谷鸟钟出现于1730年到1750年之间的黑森林地区, 那时的黑森林
地区钟表制造业已相当盛行, 許多家庭都以造表为生。19世纪后半叶起, 布谷鸟钟成为世界闻
名的纪念品和外国人眼中德国的一种标志。

● 狮子纪念碑 - 特尔·托瓦尔森设计的。这是为了纪念在1792年8月10日, 为保护法国国王路易
16世家族的安全, 而全部牺牲的786名瑞士雇佣兵。在石像的上方刻有拉丁“HELVETIORUM 
FIDEI AC VIRTUTI”, 意为“献给忠诚和勇敢的瑞士”。下方刻字的第一行是“DIE X 
AUGUSTI II ET III SEPTEMBRIS MDCCXCII”, 表示惨剧发生的时间：1792年的八月十日
和九月二，三日。狮子右前爪的两面盾牌上分别有象征瑞士的十字徽章和法国王室的香根鸢
尾。马克·吐温对这座石像评价很高, 说它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石像。

● 卡贝尔廊桥和八角型水塔 - 因为桥的北岸有一座聖彼德教堂, 因此叫作教堂桥。在廊桥的裡
面有一百二十幅於十七世纪時所绘画关于琉森历史的画。不幸地, 卡贝尔桥的大部份於1993
年因撞船意外發生的灾中烧毀, 事后很快得以重建, 回復原來的样貌。這条桥是欧洲现在存最
古老的木桥, 是琉森的地标, 也是瑞士的一大旅遊景點。

● 莱茵瀑布 - 莱茵瀑布瀑布位于瑞士北部边缘, 是欧洲最强大,最壮观的瀑布。

卢塞恩

(早餐/机上用餐)

(早餐)



欧洲
旅游资讯

英镑 1 : RM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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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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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自带多功能插座

Boeing 777A330 Boeing 787

英国 : +44
法国 : +33
比利时 : +32

荷兰 : +31
德国 : +49
瑞士 : +41

Type E
(2-round pin)

Type C
(2-round pin)

Type G
(3 p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