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六国 21 日路线

【优雅婚礼·唯美婚拍·浪漫蜜月】



行程特色：

※在世界最浪漫的地方，举办最浪

漫的婚礼，拍摄最唯美的照片，

许下最挚爱的誓言

※优雅英伦、意式风情、时尚巴

黎、德式文艺

※经典城市、人气景点，一网打尽



行程目录

D1 沈阳-北京-罗马

D2 罗马

D3 罗马

D4 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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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威尼斯

D8 维罗纳-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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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 菲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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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

D16 巴黎

D17 巴黎

D18 巴黎-枫丹白露

D19 巴黎

D20 巴黎-北京

D21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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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北京-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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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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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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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Leonardo Da Vinci International Airport

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列奥纳多·达芬奇）国际机场是一座位于意大利

拉齐奥大区菲乌米奇诺的民用机场。1961 年首航后即成为罗马的首要

机场。机场占地面积 15.5 平方公里，有 4 条跑道、4 座航站楼。是

意大利最大的机场，也是意大利航空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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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年

联系方式

+39 06 65951

地址

Via dell' Aeroporto di Fiumicino, 320 00054 Fiumicino RM,Italy

到达方式

国际城市间飞机抵达/市内抵达采用自驾或者城市公共交通

主页

http://www.adr.it/



D2

DAY2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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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

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其标准名为

圣伯多禄大教堂。圣彼得为英语的俗译。由米开朗基罗设计，是基督

教大公教会（天主教会）的教堂，大公教会教徒的朝圣地与梵蒂冈罗

马教宗的教廷，是世界五大教堂之首。

开放时间

上午 7 点 00 分 - 下午 6 点 30 分

联系方式

+39 06 6988 37

地址

Piazza di San Pietro, 00120 Vatican City,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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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博物馆

Vatican Museums

梵蒂冈博物馆位于梵蒂冈城内，梵蒂冈博物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

一，其中的藏品是多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收集、积累的成果。2013 年

底止，博物馆当年的参观人数达到 5,459,000 人次。16 世纪时，教皇儒

略二世创建了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500 年前购买的一

座大理石雕像。这座名为拉奥孔与儿子们的雕像于 1506 年 1 月 14 日在

圣母大殿附近的一个葡萄园里发掘出来。教皇儒略二世派朱利亚诺

•达•桑迦洛（Giuliano da Sangallo）和米开朗琪罗去查看发掘成果。

在他们的推荐下，教皇当机立断从葡萄园主那里买下了雕像。在发掘出

雕像整一个月后，教皇就在梵蒂冈向公众进行了展示。著名的馆内建筑

有西斯廷礼拜堂、尼各老小堂。主要展馆有：庇奥-克里门提诺博物馆

（Museo Pio-Clementino）：以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为主，《拉奥孔

与儿子们》陈列其中；格里高利-伊特鲁斯博物馆（Museo Gregoriano-

Etrusco）：以公元前 4 世纪以前的收藏品为主；拉斐尔画室（Stanze

di Raffaelo）：由拉斐尔及其徒弟们的壁画装饰的馆室，其中最著名

的作品是《雅典学院》；梵蒂冈画廊（Pinacoteca Vaticana）：主要

收藏绘画作品，包括拉斐尔、达芬奇和卡拉瓦乔等人的名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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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意大利各地全图，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委派佩鲁贾的 Ignazio Danti

绘于墙上。该画廊位于 Belvedere 庭院的西侧，长 120 米。Ignazio Danti

花了三年（1580—1583）完成了 40 幅画作。画廊天花上的装饰是一群风

格主义画家（如 Cesare Nebbia 和 Girolamo Muziano）的作品。

著名的藏品有：卡拉瓦乔的几幅绘画，包括《基督下葬》（1602—
1603）；列奥纳多 •达芬奇的肖像画《在旷野的圣哲罗姆》（St.

Jerome in the Wilderness）；弗拉•安杰利科、乔托、 拉斐尔、尼古

拉•普桑和提香的绘画作品；原放置于圣若望拉特朗大殿的红色大理石

教宗宝座；古罗马雕塑、墓碑和碑铭，包括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
庇阿•巴尔巴图斯的墓志铭；拉斐尔的大量作品，包括《雅典学院》；

雕塑有： 拉奥孔与儿子们、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观景殿的阿波罗。

梵蒂冈博物馆是罗马最热门的景点之一，所以如果你打算进入参观的

话最好提前排队。梵蒂冈博物馆可谓是珍宝的圣殿，世界各地的珍宝

汇集于此，如果你想要把所有的展厅都看完可能就需要好几天的时

间，所以最好提前做好功课，因为也许在你不经意间就会错过。

开放时间

周一到周六 9:00-18:00(16:00 停止售票，闭馆前半小时清场)；每

个月最后一个周日 9:00-14:00(12:30 停止进入)；每周日(除了每月

最后一个)、1 月 1 日、1 月 6 日、2 月 11 日、3 月 1

游玩时长

3h

联系方式

+39 06 69884676

地址

Viale Vaticano, 00165 Roma, 意大利

到达方式

地铁 A 线 Ottaviano San pietro 站下车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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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mv.vatican.va

圣天使城堡

Castel Santa Angelo

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039;Angelo）是意大利罗马的一座城堡，该建

筑位于台伯河畔，邻近梵蒂冈教廷，圣天使城堡首先作为阻止西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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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东哥德人入侵的要塞，然后被当作监狱使用，最后改建成一座华丽的罗

马教皇宫殿。现在圣天使城堡已成为一座博物馆，也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之

一。公元 6 世纪，教宗格列哥里一世巡游经过此地，见到天使长弥额尔显

像，城堡因而得名。圣天使城堡是由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于 123 年至 139

年期间兴建，准备当作自己及其家人之陵墓，也被称为哈德良的鼹鼠。哈德

良在公元 138 年于拜亚去世后，其骨灰被放置在此，连同他的妻子萨宾娜

和他的第一个养子卢修斯•埃里乌斯，他也死于公元 138 年。139 年， 安

敦宁•毕尤 皇帝建造完成，整个陵墓由一个由大理石镶嵌的正方形基座，和

一个装饰中楣以及角壁柱组成。在此之后，其他皇帝的遗体也被放在这里，

包含皇帝安敦宁•毕尤和他的妻子大福斯蒂纳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卢西奥•

埃利奥•凯撒，康茂德，皇帝马可

•奥勒留和他的另外三个孩子，塞维鲁皇帝和他的妻子朱莉娅•多姆娜以及他

们的儿子，卡拉卡拉皇帝（公元 217 年）等的遗体。大部份的陵墓内容物

和装饰物自从西元 401 年成为军事要塞后都已经消失。 410 年，亚拉里克

率领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并大举劫掠（罗马之劫），罗马皇帝的骨灰遭到西

哥特人丢弃。根据普罗科匹厄斯纪载，原有的青铜装饰和石头雕像被哥特人

于 537 年对罗马市围攻期间丢失。但是，一个骨灰（可能是哈德良），辗

转流到圣彼得大教堂，埋葬于奥托二世陵墓中，后来接受文艺复兴时期洗

礼。意大利画家乔尔乔•瓦萨里在 16 世纪写道：...

为了基督徒使用而建造教堂，不仅摧毁罗马最悠久的寺庙，也为荣耀圣彼

得，他们从哈德良的陵墓拿走石柱，圣天使城堡以及许多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他建筑都是一片废墟。公元 590 年罗马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教皇格里高

利一世为了消除瘟疫，组织了一次庄严的忏悔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附近

的哈德良陵墓时，教皇看见了插剑入鞘的天使长弥额尔，这次所见被认为

是神迹，预示着瘟疫的结束，从那以后，罗马人就称此地为圣天使城堡。

11 世纪的对立教宗铎理将这座陵墓当作监狱使用。14 世

纪开始，教皇将这座陵墓转成一座城堡，教皇尼古拉三世建造走廊（称为

博尔戈走廊）来连接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克勉七世于 1527 年罗马之劫期

间被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困于圣天使城堡内，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本韦努托•切利尼曾描述事件中射击敌人的士兵。教皇利奥十世时期，拉斐

尔•达蒙特卢波菲（Raffaello da Montelupo）建造一座小教堂。在 1536

年，拉斐尔•达蒙特卢波菲也创造了一个圣迈克尔大理石雕像。后来教皇保

禄三世于城堡内部设置华丽的房间，防止未来教皇遭到围攻时，圣天使城

堡可以当作合适的住宿地点。罗马教皇也用圣天使城堡当作监狱，例如焦

尔达诺•布鲁诺在此被囚禁了六年。另一名犯人是雕塑家和金匠切利尼。处

决犯人于小庭院内进行。作为一间监狱，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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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城堡也是普契尼歌剧《托斯卡》第三幕的场景，歌剧的同名女主

角托斯卡最后从圣天使城堡城墙上跃下。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9:00-19:30，18:30 停止售票；周一、12 月 25

日、1 月 1 日休息。

门票价格

10 欧，18-25 岁欧盟公民 5 欧，18 岁以下欧盟公民、学生免费，

每月的第一个周日免费

开放时间

9:00-19:30，18:30 停止售票，周一、12 月 25 日、1 月 1 日关闭。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003966819111

地址

Lungotevere Castello, 50，00193 Roma

到达方式

地铁 A 线 Ottaviano San pietro 站下车即到

主页

http://www.castelsantangel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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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天使桥

Ponte Sant'angelo

圣天使桥（Ponte Sant''Angelo）又名哈德良桥（Pons Aelius），是

一座古罗马桥梁，跨台伯河，公元 134 年由罗马皇帝哈德良兴建，连

接市中心与他新建的陵墓，即今日的圣天使城堡。这座桥表面用大理石

铺砌，有三个桥拱。这座桥目前仅供行人步行。过去，朝圣者经过此桥

前往圣彼得大殿，因此它也被称为“圣彼得桥”（pons Sancti Petri）。

在 6 世纪，教宗额我略一世将城堡和此桥都以“圣天使”命名，传说天使

长弥额尔在城堡的屋顶显现，宣布黑死病的结束。在 1450 年的禧年，

由于大量朝圣者的到来，许多人落在河里淹死，故拆除了桥头的房屋以

及一个罗马凯旋门，以便拓宽朝圣的通道。

门票价格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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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Lungotevere Castello 50,00193Rome,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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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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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斗兽场

Colosseo

古罗马斗兽场又称圆形竞技场，位于古罗马广场较低的一头，占地六英

亩，像一座由石灰石垒成的顶部凹陷的小山。斗兽场外墙布满大得令人生

畏的拱门；内部是裂痕累累的座位席，底部是一个曾经人兽决斗表演的平

台，平台下方是关闭野兽和奴隶的隔间。站在底部，可以感受到深深的压

迫感袭来！这座庞大的斗兽场在血腥味最浓的鼎盛时期始终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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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虚席的，最狂热的场面比比皆是，但却从未能像今日作为一座废墟

那样打动人心。

门票价格

套票 12 欧元(包含竞技场，古罗马遗址和帕拉迪诺山)可以用 Roma

Pass；中文语音讲解器 5.5 欧元（70 分钟），中视频讲解器 6 欧

元（45 分钟）

开放时间

8:30-17:00（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 ）

8:30-17:30（3 月 16 日至 3 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8:30-19:15（3 月最后一个星期天至 8 月 31 日）

8:30-19:00（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8:30-18:30（10 月 1 日至 10 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8:30-16:30（10 月最后一个星期天至 2 月 15

日）闭馆：每年 1 月 1 日、12 月 25 日

游玩时长

2 小时

地址

Piazza del Colosseo, 1, 00184 Roma

到达方式

地铁：B 线至 Colosseo 站

公交：60/75/85/87/117/271/571/175/186/810/850/C3 线 至

Colosseo 站；如果买了 Roma Pass 的话，可以使用它来参观竞技场

还有专门的进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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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il-colosseo.it

特莱维喷泉

Trevi Fountain

特莱维喷泉 Trevi Fountain (Fontana di Trevi)是意大利罗马最漂亮的

雕刻艺术作品之一，高 25.9 米（85 英尺），宽 19.8 米（65 英尺），

也是世界上负有盛名的喷泉工程。早在 1732 年便建成，历史悠久。

喷泉以罗马神话中海神尼普勒战胜归来为题材，整个喷泉气势磅礴、大

气恢宏，特别是喷泉设计中所展现的人物塑像，栩栩如生，和清澈的泉

水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喷泉景象。

罗马素有喷泉之都的美称，罗马喷泉高低大小，形态不一，时代不同，

风格各异，几乎在每个大型广场或者十字路口都会有喷泉。在 3000 多

座喷泉中最负盛名是特莱维喷泉，这座喷泉位于威尼斯广场跟西班牙

广场之间，人们常称作少女喷泉、许愿泉、许愿池。



D3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地址

Piazza di Trevi, 00187 Roma, 意大利

到达方式

步行

西班牙广场

Piazza Di Spagna

西班牙广场以蒙太圣三一教堂为端点，本身没有太多的亮点，但是因

《罗马假日》电影中，奥黛丽赫本在广场的西班牙台阶上吃冰淇淋

后，这里成了家喻户晓的景点。台阶对面的孔多蒂大街虽然窄小，你

所知的奢侈品牌和大牌的旗舰店都在这里，对！所有的都在。甚至宝

格丽珠宝起家的店也在这附近。此外，西班牙台阶下面的破船喷泉造

型特别，这是彼得贝尼尼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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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累了，不妨到附近的 Caffe Greco 来杯咖啡，这间罗马最老的咖啡

厅吸引了许多人来朝圣。

小贴士：

由于游客众多，小偷、乞丐也相对集中在这里，请小心保管个人财物！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Tridente

到达方式

地铁 A 号线 Spagna 站；公交 116/117 路。

主页

http://www.piazzadispagna.it

君士坦丁凯旋门

Arco Di Costan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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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凯旋门位于斗兽场和废墟之间，为纪念君士坦丁一世 312 年

米里维桥战役的胜利而修建，是罗马现存凯旋门中最新的一座。

小贴士：

开放时间：全年全天

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5-9 月

游玩时长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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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Via di San Greg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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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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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斜塔

Leaning Tower

比萨斜塔是意大利比萨城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世界著名的景观，也是意大

利标志之一。位于比萨大教堂的后面，是奇迹广场的三大建筑之一。钟楼始

建于 1173 年，设计为垂直建造，但是在工程开始后不久便由于地基不均匀

和土层松软而倾斜，1372 年完工，塔身倾斜向东南。由于它的倾斜以及建

筑特色使得比萨斜塔有着独一无二的美丽。相传在公元 1590 年，伽利略曾

经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一个自由落体实验，并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1987 年它和相邻的大教堂、洗礼堂、墓园一起因其对 11 世纪至 14 世纪

意大利建筑艺术的巨大影响，而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评选为世界遗

产。近些年来，政府一直在进行斜塔的维护工作。

比萨斜塔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省比萨城北面的奇迹广场上，广场的大

片草坪上散布着一组宗教建筑，它们是大教堂（建于 1063 年-13 世

纪）、洗礼堂（建于 1153 年-14 世纪）、钟楼（即比萨斜塔，建于

1173-1350 年）和墓园（建于 1278 年-15 世纪），它们的外墙面均

为乳白色大理石砌成，各自相对独立但又形成统一罗马式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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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斜塔毫无疑问是建筑史上的一座重要建筑。在发生严重的倾斜之

前，它大胆的圆形建筑设计已经向世人展现了它的独创性。虽然在更早

年代的意大利钟楼中，采用圆形地基的设计并不少见，类似的例子可以

在拉文纳、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找到，但是，比萨钟楼被认为是独立于

这些原型，更大程度上，它是在借鉴前人建筑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设计

并对圆形建筑加以了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比萨风格。

比如，钟楼的圆形设计被认为是为了同一旁的大教堂建筑形成反射而

相对应，因此有意地模仿教堂半圆形后殿的曲线设计。更重要的是，

钟楼与广场上对圆形结构的强调是相一致的，尤其是在宏伟的同样是

圆形的洗礼堂奠基以后，整个广场更像是有意设计成耶路撒冷复活教

堂（Anastasis）的现代版本。这种的设计正来源于经典的古代建筑。

钟楼的装饰格调继承了大教堂和洗礼堂的经典之作，墙面用大理石或

石灰石砌成深浅两种白色带，半露方柱的拱门，拱廊中的雕刻大门，

长菱形的花格平顶，拱廊上方的墙面对阳光的照射形成光亮面和遮荫

面的强烈反差，给人以钟楼内的圆柱相当沉重的假象。大教堂、洗礼

堂和钟楼之间形成了视觉上的连续性。

小贴士：

如果选择登顶斜塔，那么 除了相机之外，所有的物品都要存放，即使

是很小的包也不例外。

门票价格

登塔 18 欧元，每天限人限时开放，通常是每次限定 15 人。网上订票

http://boxoffice.opapisa.it/Turisti/

开放时间

12 月、1 月：斜塔为 10:00-17:00；主教堂为 10:00-12:45，14:00-17:00。 11

月、2 月：斜塔为 9:40-17:00；主教堂为 10:00-12:45，14:00-17:00

联系方式

+3905083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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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CPiazza del Duomo, 56126 Pisa

到达方式

比萨火车站出来直走，大概 20 分钟可到

主页

http://www.opapis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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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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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市政广场

Piazza Della Signoria

市政广场是因为它靠近市政厅而得名，又叫“领主广场”，它是佛罗伦萨

市的中心广场，整个广场呈 L 型，广场不大但是广场上确有众多雕塑

精品，在众多雕塑中最有名的当属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了，不过这里的大

卫是复制品，真迹现藏于学院美术馆里。其他的还有海神喷泉、柯西莫

一世骑马雕像、狮子雕像、帕尔修斯和美杜莎的头颅等等。市政广场是

开放式的，周围环绕着旧宫、乌菲齐美术馆、佣兵凉亭和众多的咖啡

厅、酒吧。在广场上还有许多街头艺人和小丑。

这里是佛罗伦萨共和国起源与历史的焦点，至今仍享有该市政治中心

的名声。这里是佛罗伦萨人以及众多游客的聚会地点。令人印象深刻

的 14 世纪建筑旧宫及其锯齿形塔楼仍然统治着广场。

游玩时长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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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cnr Via Calimaruzza & Via de' Calzaiuoli， Piazza della Signoria

到达方式

市政广场处于老城中心，基本都不允许汽车穿行，所以到达那里都是

步行

圣母百花大教堂

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

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标志，是佛罗伦萨市内最高的建筑，更是

世界第四大天主教堂，它不仅仅规模宏大，更重要的是它是整个文艺复

兴 初 期 的 代 表 性 建 筑 。 当 地 建 筑 师 布 鲁 内 莱 斯 基 (Filippo

Brunelleschi) 设计的穹顶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它运用架构的方法

使得建造穹顶的时候不用脚手架，而中空的结构可以使人们爬上顶端。

整个教堂的外立面搭配使用墨绿色和白色大理石，所以从任何一个地方

观察它都非常肃穆和精美。

进入教堂后从旁边的小门可以爬上穹顶，爬穹顶是一段比较辛苦的过程，走

道很窄而且需要转许多的弯，但是当你爬上顶端之后豁然开朗，就可以俯瞰

整个佛罗伦萨城了。可以看到从中世纪以来佛罗伦萨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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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没有过大的变化，现在依然是金黄色的屋顶，灰色或白色的墙面

和狭窄的街道，还有此起彼伏的教堂的钟声。教堂的顶台不大，但上面

的风却不小，要注意安全。

圣母百花大教堂正对面的是它的附属建筑——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这个八角形的建筑最著名的是它的金门，虽说是金

门，但实际是黄铜材质，历经 600 多年依然栩栩如生，米开朗基罗称

赞它为“天堂之门”。金门上有十幅浮雕均是以圣经故事。为了保护文

物，管理部门把原件藏于大教堂内，现在人们在洗礼堂看到的这个是

1:1 的复制品。

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大教堂的旁边，是风格有些独特的哥特式钟楼，这个

是著名画家乔托设计的，所以也称为乔托钟楼(Campanile di

Giotto)。现在它仍然在工作着。

小贴士：

1. 教堂门口有很多吉普赛人和罗马尼亚人，人流比较复杂，请当心扒

手。

2. 在教堂内拍照请不要使用闪关灯；此外，对于地下室的遗骨建议不

要拍照。

3. 上穹顶和钟楼的队伍排得很长，而且没有电梯，都需要爬 400 多

级台阶，身体不适者请量力而行。

地址

Piazza del Duomo 17, Firenze

主页

https://www.museumflor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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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菲齐美术馆

Galleria Degli Uffizi

乌菲齐美术馆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它

是美第奇家族给人们留下的最丰富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当时美第奇家族资助

了包括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多纳太罗(Donatello)在内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所以这里藏有他们

丰富的艺术作品。整个美术馆馆藏 10 万多件展品，按照创作时间和创作

流派分为 46 个展厅，如果想把每个展厅都看一遍，恐怕一天都不够，所

以建议大家来这里参观一定要赶早，而且要捡重点看，其中最著名的有波

提切利的《春》、《维纳斯诞生》，达芬奇的《东方三圣来朝》，米开朗

基罗的《圣家族》、提香的《乌尔比诺维纳斯》。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8:15-18:50；每周一、1 月 1 日、5 月 1 日和

12 月 25 日关闭；价格:8 欧元，18 岁以下和学习美术的学生免费，

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

(特别注意：2 月 14 日情人节参观美术馆可以买一送一，最好是一男

一女；3 月 8 日妇女节女士免费；生日当天去参观可免费进入)。无

学生票。如果是旺季 5-9 月最好提前网上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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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成人票 12.5 欧/人，18 岁以下和学习美术的学生免费，每月第一个周日

免费。(特别注意：2 月 14 日情人节参观美术馆可以买一送一，最

好是一男一女；3 月 8 日妇女节女士免费；生日当天去参观可免费

进入)。无学生票。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8:15-18:50；每周一，1 月 1 日，5 月 1 日和 12 月

25 日关闭；售票处开放至 18:05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39-55-2388651

地址

Piazzale degli Uffizi, 6, 50122 Firenze, 意大利

到达方式

市政广场旁边，步行即可到达

主页

http://www.uffi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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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宫

Palazzo Medici-Riccardi

美第奇宫全称为美第奇-里卡迪宫，是著名建筑师米开罗佐(Michelozzo)

为美第奇家族在 15 世纪设计并修建，为美第奇家族成员生活的地方。

粗看这个建筑很朴素，但它为后来意大利式宫殿大理石外墙的设计开创

了先河。整个建筑分三层，自下而上变换着大理石的砌筑工艺，使整个

建筑显得低调而轻盈。现在内部被开辟为收费的小型博物馆和展览室，

展示出美第奇家族的历史和曾经的荣耀。

小贴士：

开放时间:参观时间 9:00-18:00；每周三 闭

馆价格:7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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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工作日和节假日：9:00-19:00。周三闭馆。

联系方式

+39 055 276 034

地址

Via Camillo Cavour, 350129 Firenze

到达方式

可以乘坐 1，6，11，17 路公交车在 stazione S. M. Novella e

Mercato Centrale 站下车即到

主页

http://www.palazzo-medic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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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五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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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纳罗拉

Manarola

五渔村的五镇之一。在科尔尼利亚-马纳罗拉步道的尽头，五彩的马纳罗拉

突然间就奇迹般地展示在眼前，令人叹为不已。与科尔尼利亚相似，马纳罗

拉也是建在岩石之上。没有沙滩，没有港口，只有一个小小的着陆平台；天

好的时候，平台与周边岩石上晒日光浴的人不少，也算景观之一。据说马纳

罗拉镇是五渔村中葡萄藤最多的一个镇，sciacchetrà是当地有名甜品酒；此

外，此镇也有不少中世纪的遗迹。在 Via Discovolo 的北端是 Piazzale

Papa Innocenzo IV，它的钟楼在旧时被用作了望塔；它对面 1338 年的圣

劳伦斯教堂 Chiesa di San Lorenzo 内

有 15 世纪的一面多屏版画。而在 Via Rollandi 有一条上山的小路，穿

过诸多葡萄园和酒庄直达山顶，在这儿可以俯视小镇与周围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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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到 2 月上旬 300 个象征耶稣诞生的灯光团被散落在马纳罗拉

的梯田中。夜晚，所有的图案被点亮，这个五彩的小镇在灯光的照耀下更

加耀眼，变成充了满繁星的天空。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耶稣诞生场景。

开放时间

5-9 月

游玩时长

3 小时

地址

Manarola, Province of La Spezia, Italy

到达方式

火车乘坐至 Manarola 或者步行

韦尔纳扎

Verna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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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渔村的五镇之一。韦尔纳查座落在依山而建的层层葡萄架与柠檬树林

下，是五渔村中最精致的小镇。在她那不大的港口一边是 1318 年建的

圣母教堂，另一侧临海的岩石上是 11 世纪城堡的遗址；夹在中间的是

一个小小的广场，三面被一群五彩的楼房包围，正对着小镇的避风港，

海水清澈见底。小镇的主街是罗马街，从海边广场直通到火车站；可以

在罗马街的石路上悠闲地走走，顺便浏览两旁的店家餐馆。

开放时间

5 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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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3 小时

地址

Vernazza, Province of La Spezia, Italy

到达方式

火车

里奥马焦雷

Riomaggiore

五渔村的五镇之一，是最（东）南端也是最大的一个镇。国家公园的办公

室就在这镇上。从马纳罗拉到里欧马吉哦雷的沿海步行街被称作“爱之

路”Via dellt''Amore，是连通五渔村步道最短最容易的一段，约一公里长，

在离地不太高的悬崖上凿出平铺的路面，一侧是山岩，另一侧就是立谷里

安海的层层波浪。路上有一尊“现代主义”吻像，周边的护栏上挂满了同心

锁。而半路上还有短短的一段隧道，隧道内墙上写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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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浪漫或肉麻的情话。 从火车站到靠山一侧的镇上要走过一条地下

通道，通道的壁画描绘的是五渔村的先人如何赤手空拳一土一木将五渔

村建起来的。出了通道，就是镇的陡峭的主街 Via C. Colombo，街两

旁是各种餐馆，小卖部和纪念品店。火车站的另一侧就是里欧马吉哦雷

的小码头，时常有渔船和五渔村海上游的客船在此靠岸。码头两侧的山

岩上建满了高矮楼房，表层五颜六色的涂料为码头增添了可爱的气氛。

从码头沿着小路往南走一小段，可以到达缶叟拉小海滩 Fossola

beach，到这儿可以看看植被与海鸟，到沙滩上玩玩，浮浅或是租独木

舟和皮筏艇。

开放时间

5-9 月

游玩时长

3 小时

地址

Riomaggiore, Province of La Spezia, Italy

到达方式

火车

蒙特罗索

Monterosso Al 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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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渔村的五镇之一。从热那亚 Genoa 方向乘车或自驾到五渔村，将到

达最西方的曼泰罗娑，这是五渔村唯一一个有真正沙滩的小镇。到沙

滩上走走，可以顺便留意刻在岩石上的一些雕像。当地很多餐馆以新

鲜凤尾鱼为主要原料，用不同的烹饪方法做成美食。而镇上诸多酒廊

酒吧里的当地酒就是最好的配餐佳酿。旅游旺季一到，曼泰罗娑海边

渡假游人激增。此时出游要相应做好准备。

开放时间

5 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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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3 小时

地址

Monterosso al Mare, Province of La Spezia, Italy

到达方式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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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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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叹息桥

Ponte Dei Sospiri

在总督府的后面，以前这里是犯人经过总督府通往后面监狱的必经之

桥，因为犯人经过此桥时常忏悔而叹息而得名。游览时间同公爵宫。另

外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在外观看，其实就是一座封闭桥梁，连接公爵宫

及牢房。叹息桥造型属早期巴洛克式风格，桥呈房屋状，上部穹隆覆

盖，封闭得很严实，只有向运河一侧有两个小窗。当犯人在总督府接受

审判之后，重罪犯被带到地牢中，在经过这座密不透气的的桥时，只能

透过小窗看看蓝天，从此失去了自由，不自主的发出叹息之声。另外还

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一名死囚看见从前的恋人在桥的另一端与新欢亲

热，不禁深深叹息。叹息桥从此成为了恋人见证爱情的地方，据说恋人

们在桥下接吻就可以终生相守。电影《情定日落桥》就是在这取景的。

门票价格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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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年

地址

Piazza San Marco, 1 Venezia

到达方式

步行

贡多拉

Go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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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船，是长约 12 米，宽约 1.7 米的黑色平底船。

装饰华美，两头高翘呈现月牙形，由一位船夫站在船尾划动。几世纪以

来，贡多拉都是威尼斯市内主要的交通工具，现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威尼斯

旅游业的一大特色，穿行于市内的主要水道和威尼斯的其他小岛。在威尼

斯主要景点都有贡多拉渡口：火车站、里亚托桥、圣马可广场、美术学院

等等。一般价位是每船 80 欧起，每船最多可坐 6 人游览 40 分钟。从圣

马可广场坐船经过叹息桥走卡农尼卡河道，从圣马瑟门口坐船走圣马瑟河

道或者在火车站门口是推荐的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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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500.00

开放时间

5-9 月

游玩时长

1 小时

地址

Venice

到达方式

步行至登船口

主页

http://www.gondolavenezia.it/

玻璃岛

Mur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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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闻名的玻璃制品生产地，工艺独一无二，最广泛流传的是玻璃的

吹气功。岛上还有一个玻璃博物馆，可参观各色各样的玻璃制品，其中

以 14、15 世纪的玻璃制品最为著名。

小贴士：

1. 建议避开冬天游览，淡季的时候岛上观光客很少，很多商家也不营

业。另外，冬天外岛的天气比主岛更冷，游玩时要注意保暖。

2. 建议和布拉诺岛、利多岛一同游览。

门票价格

无

地址

30141 Venice

到达方式

水上巴士：3/4.1/4.2/12/13 线，Faro 站，水上巴士：3/4.1/4.2/B

线，Colonna 站，水上拜师：4.1/4.2 线，Da Mula 站，季节性水上巴

士：7/18 线，Faro 站/Colonna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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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Piazza San Marco

圣马可广场（意大利语：Piazza San Marco）是意大利威尼斯的中心广

场。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是唯一被称为“Piazza”的广场，其他的广场

无论大小皆被称为“Campi”。圣马可广场在欧洲城市的广场中是独一无

二的，它座落在市中心，却不像其他广场那样受到交通的喧闹，这归功

于威尼斯宁静的水路交通。作为威尼斯的地标，圣马可广场受到游客、

摄影师和鸽子的格外青睐。19 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曾称赞其为“欧洲最

美的客厅”。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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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iazza San Marco，30124 Vene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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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维罗纳-米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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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叶之家

Casa Di Giulietta

Casa di Giulietta 是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在维罗纳。即使说朱丽叶是一

个虚拟创造的人物，但是却一点也不影响人们来到这里的兴致。许多人

来这里参观朱丽叶的阳台，并且抚摸阳台下朱丽叶雕像的胸部，因为有

传说说摸了她的胸部就会给这个人的爱情带来好运，不管是真是假，时

到今日朱丽叶的胸部已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摸得锃光瓦亮了。来到朱

丽叶之家，穿过大门，你会看到小说中描写的阳台和一尊朱丽叶的雕

像。据说抚摸朱丽叶的右胸的人可以得到爱情的好运和婚姻的幸福（虽

然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虚构的人物）。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一 13:45-19:30；周二至周日 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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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周一 13:30-19:30；周二-周日 8:30-19:30

联系方式

+39 045 803 430

地址

Via Cappello, 23 37121 Verona VR

百草广场

Piazza Delle Erbe



D8

百草广场上矗立着许多老建筑，包括高耸的朗贝尔蒂钟楼(Torre dei

Lamberti)、巴洛克风格立面的马赛宫(Palazzo Maffei)、带有文艺

复兴时期外墙壁画的马赞提宫(Case Mazzanti)、典型的中世纪建筑

商人之家(Domus Mercatorum)和古老的维罗纳圣母喷泉等等。但 最受

游客欢迎的，还是离广场不远的朱丽叶故居(Casa di Giulietta)

了，尽管传说中“朱丽叶的阳台”并不真实存在，但游客们还是把这 里

当作“爱的圣地”，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阳台下有一座朱丽叶的 铜

像，传说摸她的右胸，爱情便能够长长久久。

百草广场上的拉吉尼宫(Palazzo Della Ragione)里满是卖蔬菜肉食的

小店，外面的广场上则摆满了卖衣服杂货的小摊，常年热闹非凡，也是

学生的聚集地。拉吉尼宫是一座中世纪建筑，它拥有全欧洲最大的没有

柱子支撑的顶棚，上层是一排开放的凉廊，屋檐下有伦巴第风格的盲

拱。若将拉吉尼宫的立面与维琴察的大会堂相比，便能看出中世纪建筑

与文艺复兴建筑的明显区别。

小贴士：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9:00-19:00，周一 13:30-19:30

门票价格

0.00

地址

37121 Verona VR

米兮主教座堂

Duomo Di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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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米兰主座教堂（意大利语 Duomo 指的就是城市的主教堂），始建于

1386 年，是米兰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教堂主体历经 4 个多世纪才于

1812 年基本完工，而细节工程则一直持续到 1960 年安装完成教堂的

最后一扇铜门为止。岁月不仅赋予了它历史的沧桑，同时也为它营造出

多重的风格样式，哥特式的尖塔搭配巴洛克风格的雕饰，自上而下，极

尽奢华。教堂顶端尊奉的镀金圣母雕像一直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内部

地下室的玻璃棺里长眠着 1584 年去世的红衣主教 San Carlo

Borromeo。1805 年，拿破仑曾在这里加冕，成为意大利国王。二战期

间，教堂的前门被炸弹袭击，直到今天仍能看到留下的“疤痕”。

小贴士：*购

票地点*

米兰大教堂的售票点在 Duomo 大教堂后的右边角上。

当心在广场上一些黑人强行给你系上红丝带，并强行给你鸽子粮。参观

指南进入教堂参观不能穿过于暴露的衣服，短裤、短裙和露肩的衣服都

是不

被允许的，教堂入口处会有严格的安检。拍照时不能使用闪光灯和三脚

架。米兰大教堂共有 2 个侧门，左侧可以登顶，右侧的是教堂出口。如果

排队人数过多，可以从大教堂左侧的登顶入口进入，先欣赏顶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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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赞叹不已的精美雕塑。如在日落时分登顶，可以找到非常好的拍

照角度。

门票价格

11 欧元包含参观教堂、走楼梯登顶、参观博物馆和圣约翰洗礼堂；

15 欧元包含参观教堂、乘电梯登顶、参观博物馆和圣约翰洗礼堂

（不允许拍照）

开放时间

8:00-19:00，18:00 截止售票，18:10 截止入场

联系方式

+39-02-72022656

地址

Piazza Duomo,20121 Milano

到达方式

可乘地铁(红线 M1/黄线 M3)至 Duomo 站；成有轨电车 3、24 路至

Dogana (Duomo)站。

主页

http://www.duomomilano.it

圣玛丽亚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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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亚修道院是意大利城市米兰的一处天主教建筑，包括一所教堂和

一座多明我会院，修道院因会院食堂内达·芬奇所作的壁画《最后的晚

餐》而著称，于 1980 年被列为世界遗产。1943 年 8 月 15 日，教堂

和会院遭到英美飞机轰炸，会院食堂大部分被毁，但《最后的晚餐》所

在的那面墙却得以幸存。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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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因特拉肯

安排少女峰滑翔伞，时间预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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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峰火车站

Jungfraujoch Railway Station

前往少女峰必经之地

开放时间

6 月/10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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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Jungfraujoch

到达方式

乘坐火车至 Kleine Scheidegg

主页

http://sbb.ch/

少女峰

Jungfraujoch

少女峰是伯尔尼高地最迷人的景观，最著名的山峰之一；另外它与中国安

徽黄山的姊妹峰友好关系更让中国游客倍感亲近。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著名

的少女峰铁道(Jungfraujoch Railway)将带领各位到达海拔 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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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欧洲最高的火车站--少女峰火车站。这里备有餐厅等服务设施，您

还可以亲身前往在冰河下凿建出来的超级冰宫，体验冰河内部的世界，

在斯芬克斯观景台和普拉特观景台可以观赏到阿尔卑斯壮观的全景图。

您也不妨在冰河雪地中进行一些室外运动。

另外，这一地区已于 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

产，因而吸引着更多的瞩目。早在 1996 年这里就启用了欧洲最高的

观景台及瑞士最高速的升降机，在海拔 3571 米的斯芬克斯观景台，

游客可以观赏到阿尔卑斯山壮观的全景图，其中包 括：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阿莱奇冰川，它全长 24 公里，是阿尔

卑斯山中最长的冰川；阿尔卑斯山在伯尔尼州、瓦莱州的部分及汝拉

山脉的部 分景观；在晴朗的日子里还可以看到德国境内的黑森林。

小贴士：

少女峰经常因为天气原因关闭，一般要当天早上才会知道是否开放，从

因特拉肯发车的首班车时间为 6:35，从少女峰车站发车的末班车时间

为 16:40；结束参观前，别忘了在少女峰护照（购票时可领取）上盖一

个当日的戳，在少女峰车站到达大厅设有自助盖章的办公台，你可以在

那里给自己的“护照”盖戳留念。参观完毕可以搭乘火车下山。

开放时间

6 月/10 月/12 月

游玩时长

3 小时

地址

Jungfraujoch

到达方式

经格林德尔瓦尔德－小谢德格或经劳特布伦嫩－小谢德格，然后乘齿

轨铁路列车从小谢德格出发前往少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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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因特拉肯-卢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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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列车

Golden Pass

黄金列车(GoldenPass)又称作金色山口快线，从蒙特勒-因特拉肯到卢

塞恩，是瑞士风景最美丽的路线之一。黄金快线的精华段，通常是指

卢塞恩(Luzern)--因特拉肯(Interlaken)--施皮茨(Spiez)这段。运营

的从蒙特勒出发的巧克力列车线路，前往格吕耶尔(Gruyères)，参观

Cailler 巧克力工厂及当地奶酪示范工场，了解巧克力及奶酪的制作

过程。

地址

Rail Center GoldenPass ,CP 1426,CH-1820 Montr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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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森湖

Lucerne Lake

琉森湖位于瑞士中部，处于四森林州之间。 四森林州包括琉森州

（Luzern）、乌里州（Uri）、施维茨州（Schwyz）及以前的翁特瓦尔登

州（Unterwalden）（即现在的上瓦尔登半州（Obwalden）及下瓦尔登半州

（Nidwalden））。 湖泊面积大约 115.2km²，是瑞士境内第五大湖泊。琉

森湖夹在阿尔卑斯山的群峰之间，因此形状显得十分不规则。首先罗伊斯河

（Reuss）在乌里州的 Flüelen 自南向北流入琉森湖，在乌里州境内的部份

称为 Urnersee。然后湖水于施维茨州与 Muota 河汇流，湖形自此转为东西

向。然后加入自下瓦尔登半州流入的 Engelberger Aa 河，转向北方，湖面

突然收窄，进入琉森州后变阔成为十字形。十字形湖面的西南翼由上瓦尔登

半州的 Sarner Aa 河流入，东北翼突入施维茨州，湖水进入西北翼于琉森

市流出罗伊斯河。 因为湖岸边有不少的高山，如皮拉图斯峰、

Stanserhorn、瑞吉峰等，湖光山色构成典型的瑞士风景，美不胜收。不论

瑞士人或外国人，都被琉森湖壮丽的风景吸引到来，使之成为旅游胜地，湖

岸上有不少旅店及渡假设施。游客可乘车环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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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但路线较为曲折，需花费较长的时间。另外有多条渡轮航线往来

琉森湖上的各大城镇。

小贴士：

1. 一般游船都有防雨设施，有些还配备空调、餐厅等设备，可以应对

各种天气，但建议晴好天气游览，观景效果最佳。

2. 琉森湖游船有许多种类，可使用瑞士通票（Swiss Pass）方便随时

上船下船，具体行程及时刻表可参观官网：

http://www.lakelucerne.ch/en.html。瑞士通票可查看携程网：

http://vacations.ctrip.com/outie/rs80/100050#ctm_ref=va_out_s

2_prd_p1_l1_3_img

开放时间

6 月至 9 月

地址

Lake Lucerne , Luzern

到达方式

--前往 Luzern Bahnhofquai 码头:

1. 可乘坐公交 1、2、4、6、7、8、9、10、11、12、14、18、19、20、

21至 Luzern, Bahnhof 站下车即可。

2. 乘坐瑞士城铁从琉森火车站出来向北步行 5 分钟即可。

--前往 Luzern Schweizerhofquai 码头:

可乘坐公交 6、8、73、N4、N7 至 Luzern, Haldensteig 站下车即可。

主页

http://www.lakelucerne.ch/en.html



D10

卡佩尔廊桥和水塔

琉森，一面湖光粼粼、碧波万倾，一面山色葱茏、峰峦起伏，而罗伊

斯河从这座城市中间流过。自 1840 年起，琉森就成为瑞士一大热门

的旅游胜地。在这座保存良好的古城里，卡佩尔桥和水塔都是游客络

绎不绝参观拜访的地方。

横穿而过的罗伊斯河将琉森分成了两部分——旧城和新城。建于 1332 年

的卡佩尔桥连接两岸，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制廊桥。卡佩尔桥在

1993 年的火灾后进行了重建，一直通往琉森最具代表的留念景观——
呈八角形的水塔。与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穆塞格城墙一样，卡佩尔桥

和水塔也都是琉森防御工事的一部分。

在罗伊斯河流出琉森的地方有一座建于 1860 年的古老栅条坝，它调

节控制着琉森湖的水位。近旁的旧城区因其文艺复兴晚期的市政厅和

瑞士第一座大型的巴洛克式教堂——耶稣教堂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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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Kapellbrücke 6002 Luzern

卢塞恩狮子纪念碑

Luzern Lion Monument

狮子纪念碑在天然岩石上雕刻出来，纪念 1792 年法国大革命中为保卫

杜伊勒里宫而英勇阵亡的瑞士雇佣兵。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35-

1910）称赞这个负伤的狮子石雕为“世界上最悲切动人的石头”。在保卫

杜伊勒里宫的瑞士卫队里，有六百余瑞士籍卫兵在战斗中或是投降后遭

到屠杀。据估计，另有 200 多人在监狱中死于伤口感染或是在之后的

九月屠杀中丧生。琉森城里有三个比邻的景点值得一看：世界著名的狮

子纪念碑，始于 18 世纪的一次山区救援的冰川公园，有 90 面镜子的

“阿尔罕布拉镜子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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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41 41 227 17 17

地址

Denkmalstrasse 4 6002 LUCERN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http://www.luzern.com/de/lion-mon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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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菲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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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鹅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

新天鹅堡无疑已经成为了德国旅游的名片，是德国名气最响、旅行者最多

的城堡。新天鹅堡位于德国的南部边境的阿尔卑斯山间，在一座近千米高

的山顶上。这座路德维希二世倾尽国力的杰作，拥有童话般的容颜与风

景。当你站在玛利亚桥上眺望，无法不为这一切倾倒。新天鹅堡的内饰也

极尽雍容，却终究无法掩盖路德维希二世的悲剧命运，令人无限唏嘘。相

传路德维希二世对骑士传说产生浓厚兴趣，又在图林根的瓦特堡停留之

后，决定将骑士传说等场景在自己的城堡中再现。新天鹅堡

1869 年开始兴建，17 年后路德维希二世辞世时，外立面刚刚建成，

国王辞世后三个月，政府便将其作为博物馆开放。目前，城堡内部建

成的部分均可参观，包括王座厅、国王卧室、起居室、更衣室、大演

唱厅等，装潢十分华丽。游览时间约为 30 分钟。新天鹅堡后的山涧

上建有一座玛丽恩铁桥(Marienbrücke)，从桥上可以观赏天鹅堡全景。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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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旺季时参观人数较多，建议提前预订（须提前两天在当地时间

15:00 前预订），须支付 1.8 欧元手续费，网上订票地

址： http://www.hohenschwangau.de/543.html

2. 参观场次因语言而不同，请根据所须语言选择参观场次和时间。

3. 售票厅旁设有停车场，停车费 6 欧元。

4. 如果你想拍不同角度的新天鹅堡，可以徒步玛丽安桥南面的山，登

山 30 分钟左右可以拍摄到新天鹅堡的俯瞰角度，但山路较崎岖，行

走时请注意安全。

门票价格

12 欧元，18 岁以下人群免费。新天鹅堡与天鹅堡联票：23 欧元，仅限

在同一天使用。新天鹅堡与林德尔霍夫宫、基姆湖赫伦宫殿联票：

24 欧元，14 天内有效，每个景点仅限入内一次；家庭票或双人票 44

欧。在 1 月 1 日、12 月 24 日、12 月 25 日和 12 月 31 日关闭。

开放时间

4 月-10 月 15 日 9:00-18:00，10 月 16 日-次年 3 月 10:00-16:00，1

月 1 日、12 月 24 日、12 月 25 日和 12 月 31 日关闭

联系方式

+49 8362 930830

地址

Neuschwansteinstraße 20,87645 Schwangau

到达方式

火车：到 Füssen 车站，转乘巴士 73/78 线在 Hohenschwangau /

Alpseestraße下车.

主页

http://www.neuschwanste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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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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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宝马博物馆

Bmw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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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公园以北，中环路之外是宝马慕尼黑工厂。著名的宝马“四缸

大楼”即矗立于此。四缸大楼西面的圆形建筑及其附属建筑是宝马 博物

馆(BMW Museum)，里面展出了宝马开端至今从摩托车和飞机 发动机制

造商到汽车产业巨头的发展历程。

博物馆西边一座非常具有 现代感的建筑是宝马世界(BMW Welt)，宝马

世界是集展示、销售和交付于一体的综合性交互式场所，一楼展出宝马

全系车辆，二楼展出宝马摩托车，另有专门的交车区域负责向客户交付

预定的车辆。宝马四缸大楼是办公场所，不对外开放。

小贴士：*导

览提示*

博物馆是有中文电子导览机，2 欧租借 1 个。14 岁以下儿童必须有

成人陪伴参观。

门票价格

成人：10 欧元，优惠价(18 岁以下儿童和青年、学生、服役的年轻人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7 欧元；5 人以上(每人)：9 欧元；家

庭票(2 成人+3 个 18 岁以下孩子)：24 欧元。

开放时间

周一闭馆,周二－周日 10:00-18:00；12 月 24 日至 26 日、12 月

30 日 1 月 1 日关闭。

联系方式

+49-89-1802118822

地址

Am Olympiapark 2,80809 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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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乘坐地铁 3 号线在奥林匹克中心(Olympiazentrum)下车向南。

主页

http://www.bmw-museum.com

玛利恩广场

Marien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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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慕尼黑的中心。1807 年之前，玛利恩广场还设有集市，今天广场

四周的建筑大部分建于 19 至 20 世纪，广场正中有一座圣母柱，表

达了人们对圣母玛利亚的感激和爱戴。

广场东北角有鱼泉，过去曾是屠夫学徒举行出师仪式的地方。玛丽 恩

广场西北是玛丽恩教堂，新市政厅在玛丽恩广场北侧，老市政厅 在广

场东侧，维克图阿里安市场在广场东南侧。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地址

Marienplatz 1 80331 München德国

到达方式

乘坐地铁到玛丽恩广场

主页

http://www.muenchen.de/sehenswuerdigkeiten/orte/120347.html

宫廷啤酒屋

Hofbrauhaus Mu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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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啤酒屋，位于慕尼黑老城东部，玛丽恩广场东北，从玛丽恩广场步

行约五分钟可到达。宫廷啤酒馆始建于威廉五世时期的 1589 年，原为

宫廷专享，1828 年起对普通市民开放，并因一首名为“慕尼黑有座宫廷

啤酒馆”的歌曲而闻名于世，成为游客来慕尼黑必到的地方。宫廷啤酒

馆为后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底层是一个能容纳一千人的大型宴会厅。

这里每天固定时段表演管乐，狂欢节时举办假面舞会。啤酒馆的后院绿

树成荫，气候温暖时开放，让游客能在市中心就体味到巴伐利亚啤酒花

园的怡然情境。不过，由于宫廷啤酒馆总是充斥着各方游客，

特色菜

建议点烤猪肘(Schweinhaxen)或烤猪肉(Schweinbraten)，啤酒任

选，推荐 Hell 和 Dunkel

人均消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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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9:00-23:30

联系方式

+49 89 29013610

地址

G.P. Parkhaus Betriebs-GmbH, Hochbrückenstraße 9, 80331,
München

主页

http://www.hofbraeuhaus.de/

慕尼黑新市政厅

Neues Rat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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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新市政厅分三阶段建成，建造时间从 1867 年持续至 1904

年。新市政厅西边的钟楼亦是慕尼黑最有代表性的标志建筑之一。同

时，新市政厅的钟楼是老城环路内的除玛丽恩教堂外的制高点， 其他

建筑的标高都不能超越钟楼。钟楼上的“钟鸣舞”是欧洲第四 大木偶舞

蹈，久负盛名。

联系方式

+49 89 23300

地址

Marienplatz 8,80331 München

主页

http://www.muenchen.de/sehenswuerdigkeiten/orte/120394.html#

f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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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兮克福罗马广场

Römerberg

缅因河流经市区，将法兰克福一分为二，古城区的罗马广场就在河的北

边；罗马广场旁有个罗马厅，实际上就是旧的市政厅，里面的皇帝殿是

许多罗马皇帝进行加冕的地方。罗马广场西侧的三个山形墙的建筑物，

可以说是法兰克福的象征。虽然遭遇数百年战火的摧残，但整修后仍保

存完好。罗马广场的东侧则有有一排古色古香的半木造市民住宅。罗马

广场是法兰克福现代化市容中，仍然保留着中古街道面貌的唯一广场。

罗马广场西侧的三个山形墙的建筑物，可以说是法兰克福的象征。

1944 年，该广场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空袭，基本被毁，战后重建。除

了柏林的巴黎广场、汉堡的市政厅广场，和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之

外，这里是德国最重要的城市广场。

小贴士：

开放时间：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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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5-9 月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49-69)21238708

地址

Römerberg，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到达方式

乘地铁 4 号或 5 号线在 Dom/Römer 站下

主页

http://www.frankfurt-tourismus.de/cms/tourismussuite/de/home

.html

法兮克福大教堂

Cathedral Historical Frankf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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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兰克福最出名的教堂之一，于 1239 年为圣·巴依托洛莫依斯而

建，1365 年成为罗马帝国选举皇帝的正式场所。1562 年到 1792 年

间有 10 个皇帝在此加冕。1867 年 8 月 14 日一场大火几乎摧毁 整

个教堂，之后将其修建成了新哥特式建筑。但是在二战时它又被重

毁，现在的建筑是在 1950-1953 年新建的。 在夏季可以买一个冰淇

淋甜筒，在门前的广场坐上一会，享受欧洲的慢节奏生活.

小贴士：

开放时间：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9:00-18:00，11 月 1 日-3

月 31 日 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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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5-9 月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49 (0) 69/2 97

地址

Domplatz 14，60311 Frankfurt am Main

到达方式

搭乘 U4/5 在 Dom 或者 Römer 站

主页

http://www.dom-frankfurt.de/

铁桥

Eiserner St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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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钢架结构的人行桥横跨美茵河，连接了法兰克福的南岸和北岸。

这个新歌特式风格的桥从 1869 年开始修建，经过多番改建，直到

1993 年才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小贴士：

开放时间:24 小时全

天价格:免费

门票价格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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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0931-8828783

地址

Eiserner Steg Frankfurt am Main

到达方式

市内交通：乘 2、4、6、9、13、15、101、102 路等汽车到西关什字

北行百米即到。

歌德故居和歌德博物馆

Goethehaus und Goethe-Museum Frankf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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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受人民喜爱的著名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出生的地方

(1794 年 8 月 28 日)。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并在这里写

下了著名的《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和

《浮士德》(Faust)的开头，紧连歌德故居的是歌德博物馆。

初建于 17 世纪的故居曾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破坏，战后按照原样

重建。故居厨房、卧室和客厅的家具陈设展现了后巴洛克时期市民的住

宅布置艺术风格。歌德的书房在二楼，所有陈设维持歌德生前的样子。

歌德博物馆展出大量的 18 和 19 世纪后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和毕德迈耶尔风格的版画、绘画和半身雕像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现了

歌德与艺术和艺术家如约翰•海因里希•弗斯里、卡斯帕尔•大卫•费利德里希

和法兰克福画家之间的关系。公益性组织自由德国主教教堂议事会负责维

护歌德父母故居、歌德博物馆、诗人档案馆以及一个研究藏书馆，游客们

可以在此看到重要的、具有重大价值的文献和印刷品。

小贴士：

目前歌德故居不对轮椅使用者和婴儿推车使用者开放。

门票价格

全票： 7 欧

学生票： 3 欧

中小学生： 1.5 欧

折扣票： 3 欧

免票：(含)6 岁以下儿童

家庭套票：10 欧（两个成人带上小孩）

团体票：(含)11 人以上 5 欧/人；(含)20 人以上 4 欧/人

中文讲解器租聘：3 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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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六 10:00-18:00

周日及节假日 10:00-17:30。

2017 德国节假日开放时间:

8 月 27 日-8 月 28 日：10:00-

17:00 12 月 24 日至 25 日：闭馆

12 月 26 日：10:00-17:30

12 月 31 日：闭馆

2018 年 1 月 1 日：闭馆

联系方式

+49-69-138800

地址

Am Salzhaus 1,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德国

到达方式

乘坐有轨电车 S1-6 和 S8 路、S9 路或者地铁 U1、U2、U3、U6、U7 号

线在 Hauptwache 站下，步行 5 至 10 分钟即达。

主页

http://www.goethehaus-frankfu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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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博物馆

Van Gogh Museum

建于 1973 年，是世界上收藏梵高作品最多的博物馆，多达 1/4。其

中，有最著名的画作《向日葵》、《自画像》、《麦田》等，仿佛那一

幕幕生动的画面就呈现在你的面前，是游荷兰必经之地，阿姆斯特丹不

能错过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小贴士：

门票需要提前在线订购，不然会排队很久。

门票价格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成人票价涨至 17 欧元，18 岁以下免费（需提供有

效证件）。语音导游器 5 欧元（提供中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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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10:00-18:00，周五延长至 22:00，售票处提前 30 分钟关闭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31 20 570 5200

地址

Paulus Potterstraat 7, Amsterdam 1071, The Netherlands

到达方式

从中央火车站乘坐 2 路或 5 路有轨电车，在 Van Baerlestraat 站

下车

主页

http://www.vangoghmuseum.nl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

De W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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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阿姆斯特丹的风化区，位于旧城区 Oudezijds Voorburgwal 和

O.Z.Ahterburgwal 两条运河两岸，与运河相交六、七条街道，十几个街

区。这里曾是海员们寻欢的场所，充斥着情色文化的各种表征。近年来，

荷兰政府开始治理此地区，将原有橱窗改造成为博物馆或设计店铺。来到

这里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及财物安全。

“Red-light district”这个词语首先出现于 1890 年代的美国，因

为当时妓女会将红色的灯放在窗前，借此吸引她们的顾客。而对于为什

么“红灯”会获得这种特别的含义，则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这种含

义是基于圣经里喇合的故事。而喇合是耶利哥的一名妓女，她帮助了约

书亚的侦查人员并且用一条红色的绳索标示了自己的房子。另外一些人

则认为，它来自铁路工所持的红色灯笼。当他们光顾妓院时往往把灯笼

留在外面。

门票价格

免费



D14

开放时间

全天(夜间为佳)

游玩时长

建议 1-2 小时

地址

De Wallen, Amsterdam

到达方式

中央火车站步行 10 分钟

水坝广场

Dam Square

水坝广场是阿姆斯特丹的心脏，广场上有很多鸽子，街头艺术家，游客们

在此留影或歇歇脚。从旁边 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的顶楼，透过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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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玻璃可以俯看整个水坝广场。国家纪念碑建于 1956 年，是为纪念二站

中牺牲者而建，每年 5 月 5 日女王会来此参加二战停战纪念仪式。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游玩时长

1 小时

地址

Dam Square (end of Damra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Red

Light District)

到达方式

从中央火车站向南步行 10 分钟，或搭乘巴士、有轨电车 9、 16、

25 24、172 路在 Amsterdam Dam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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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5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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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王宫

Koninklijk Paleis

阿姆斯特丹王宫(荷兰语：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 或 Paleis op

de Dam)位于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王国的四座王宫之一，这座王宫在 17 世

纪荷兰黄金时代兴建时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1655 年 7 月 20 日揭

幕，后来法国占领期间拿破伦的弟弟路易·波拿巴将这里改成了王宫,但是荷

兰王室并不居住在此。此王宫有时作为国家首脑的接待场所，夏天对外开

放参观。它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水坝广场的西侧，正对着战争纪念碑，

毗邻新教堂(Nieuwe Kerk)。王宫的石砌地基由埋于地下

14-16 米的 13659 根木桩支撑，在木桩上用石块砌成地基，然后在地

基上建造楼房，因此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建筑奇观“木桩上的宫殿”。

荷兰的正式国名，为荷兰语：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中文所称

的荷兰（荷兰语：Holland），严格来说，是指尼德兰王国中一个地区

的名称，也就是北荷兰省与南荷兰省两地的合称。在七省联合王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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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荷兰是其中土地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因此被用来转喻代指荷

兰王国整体。这是一个常见的俗称，可用于非正式场合中，但在其国

内不一定被广为接受，特别是对来自其他省份的居民来说，使用荷兰

来称呼他们的国家，并不礼貌。在正式场合中，则使用其正式国名，

Nederlanden[1]。中文环境下一般不区分“Nederland”（尼德兰）和

“Holland”（荷兰），一律翻译为“荷兰”，因此容易导致混淆。在中文中

常一律翻为“荷兰王国”，但它们的原始名称其实是不同的。

小贴士：

开放时间:6 月-8 月 11:00-17:00,9 月-5 月 周二-周日 12:00-17:00

价格:成人：10 欧元,城市卡：9 欧元,65+老人/学生：9 欧元,18 岁

以下儿童：免费,博物馆卡：免费

门票价格

成人 10 欧元，65 岁以上及学生 9 欧元，18 岁以下免费(含语音讲

解，但无中文讲解)。

开放时间

6 月至 8 月 11:00-17:00；9 月至 5 月 周二-周日 12:00-17:00；

皇室活动时闭馆。

联系方式

+31-20-6204060

地址

Dam

到达方式

有轨电车：4/9/16/24/25，Dam 站

主页

http://www.paleisamsterdam.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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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Rijksmuseum

国立博物馆是荷兰最大的博物馆，于 1885 年对外开放。博物馆以收

藏荷兰“黄金时代”的作品著称。有伦勃朗、弗美尔、弗兰斯·哈尔斯等

荷兰巨匠的名画，伦勃朗的《夜巡》被视为镇馆之宝，《犹 太新娘》

也是不可不看的艺术精品。博物馆还展出如陶瓷器、玻璃 艺术品及银

器等收藏。将于 2013 年 4 月 13 日重新开放。

小贴士：

伦勃朗《夜巡》、《犹太新娘》、《工商布会的稽查官》、《自画

像》；维米尔 《厨娘》、《小街》；哈尔斯 《结婚肖像画》、《快

乐的 酒徒》；史堤 《圣尼古拉斯节》；阿威坎普 《冬景》；奥特曼

玩偶屋。开放时间:9:00-18:00(售票处提前 30 分钟关闭)，1 月 1

日闭馆， 12 月 25 日开放至 18:00

价格:成人 14 欧元，18 岁以下免费；语音导览 5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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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夜巡》、《犹太新娘》、《工商布会的稽查官》、《自画 像》；

维米尔 《厨娘》、《小街》；哈尔斯 《结婚肖像画》、《快乐的 酒

徒》；史堤 《圣尼古拉斯节》；阿威坎普 《冬景》；奥特曼玩偶屋。

门票价格

成人 17.5 欧，18 岁及以下儿童免费。语音导游成人 5 欧

开放时间

9:00-17:00(售票处提前 30 分钟关闭)，1 月 1 日闭馆， 12 月 25

日开放至 18:00

联系方式

+31-020-6747000

地址

Museumstraat 1, 1071 XX Amsterdam, 荷兰

到达方式

从中央火车站乘 2、5 路有轨电车，在 Hobbemastraat 站

主页

http://www.rijksmuseum.nl

撒尿小童

Manneken 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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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连，又译为撒尿小童像、尿尿小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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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

关于小童有好几种版本的传说，大概是讲一个叫于连的男孩，他撒尿的

时候，无意中拯救了一座城市，谁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 1619

年，雕刻家杰罗姆·杜奎斯诺伊制作了于连的铜像保存至今。400 年的

历史人们没有忘记他，他反而成为了布鲁塞尔的一大标志，并且经常衣

着不同风格的时装，显得十分时髦。

开放时间

5 月至 10 月

游玩时长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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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32-479-272929

地址

1000 Brussels

到达方式

沿市政厅右侧走约 200 米可以到达。

布鲁塞尔市政厅

Hôtel De Ville

市政厅是[布鲁塞尔]大广场周围最重要建筑物，是一座中世纪的哥特式

建筑，中间的塔高 96 米，整栋建筑看上去十分优雅、对称和精致，仔

细的看一看上面的人像，惟妙惟肖，有圣人、快乐的夫妻、罪人等等。

联系方式

+32227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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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Grand Place 1000 Brussel 比利时

到达方式

中心火车站或者地铁站出来，找到 Rue De La Putterie， 跟着指

示牌或者人流，300 米处就是。

主页

http://www.bruxelles.be/

布鲁塞尔大广场

Grand Place

布鲁塞尔大广场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作为欧洲最美的广场之

一，199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广场面积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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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10 米宽 68 米，各种酒吧、商店和餐馆点缀在广场四周，使广场

上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每两年的八月，一条无与伦比的鲜花地毯

会铺设在广场中央，长 77 米宽 24 米，上百万五彩斑斓的秋海棠组

成各种美丽的图案。

大广场的周围还有一些行业工会楼，市政厅旁边的那栋，也是布鲁塞

尔最有名的天鹅餐厅(La maison du Cygne，价格较贵)，据说马克思

曾经从德国离开，于 1845-1848 年居住在布鲁塞尔，在这里和同事探

讨共产主义事业。

大广场上有好几家咖啡馆，走累了，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广场西北角的

出口，直接通到 Rue Au Beurre，那里有一个很老的 Saint Nicolas

教堂，门口经常有一些艺人音乐表演。如果你找起来比较困难，跟着

音乐的声音，就能找到。

小贴士：

夜景五光十色，值得一看哦。

开放时间

5 月至 10 月

联系方式

+3222792211

地址

1000 Brussels 比利时

到达方式

步行

主页

http://www.brussel.be/artdet.cfm/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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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6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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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

Musée du Louvre

卢浮宫博物馆，法国国王的故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是世界上最大

的博物馆之一。被分为八个馆：东方古物，埃及，希腊，伊特鲁里亚

和古罗马文物，绘画，雕塑，售卖艺术品，伊斯兰艺术和绘画艺术从

中世纪直到 1848 年。

始于建十二世纪末年的卢浮宫，在菲利普·奥古斯都时候只是保卫[巴

黎]的一个城堡。弗朗索瓦一世时，把卢浮宫改建为王宫。出于对艺术的热

爱，他邀请了当时欧洲的艺术家来法国生活，达芬奇即其中一位，并收集了

许多意大利著名绘画。在经历亨利二世、亨利四世、路易十四等的扩建，又

增加了大量艺术珍品，在法国大革命后开放为博物馆。之后拿破仑、拿破仑

三世回归称帝，藏品大幅增加，卢浮宫也一再被扩建。八十年代，华裔建筑

师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再次为卢浮宫锦上添花。

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稳居全球游客访问量之首，她的馆藏主要是

1848 年以前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艺术珍品，三个主展馆为黎塞留

馆(Richelieu)、德农馆(Denon)、叙利馆(Sully)。主要藏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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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文明、近东及中东古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艺术，以

及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作品，包括雕塑、绘画、工艺品、书画刻

印艺术等方面的作品。全馆文物多达 40 万件，平时展出的约 4 万不

到，即使你每分钟看一件作品也要 1 个月，所以参观前建议为自己的

偏好做个准备，其中最推荐的展馆有意大利法国绘画馆、古埃及文明

馆、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品馆及拿破仑三世套房。

小贴士：

1.卢浮宫时常外借或修复藏品，因此在参观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个别展

品不在原位的情况。

2. 参观博物馆禁止使用闪光灯、禁烟、禁食，请不要越界或触摸展

品；馆内可能会有扒手出没，在欣赏和拍摄馆藏时请留心。

卢浮宫三宝《蒙娜丽莎》、《米洛岛的维纳斯》、《萨莫色雷斯岛的

胜利女神》.

开放时间

周一、四、六、日 9:00-18:00，17:30 开始清场；周三、五 9:00-

21:45 21:30 开始清场；

地址

Musée du Louvre, 75058 Paris CEDEX 01, France

凯旋门

Arc de Triom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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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黎戴高乐广场(Place Charles-de-Gaule)中心的凯旋门的全称

“雄狮凯旋门”，1806 年为了庆祝在“奥斯特里茨战争”中的巨大胜利，拿破

仑在这里放下了第一块基石，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它的落成，在他过世

20 年后，法国人民在凯旋门下为他补办了葬礼。

开放时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10:00-23:00；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10:00-22:30

(关闭前 45 分钟停止售票)。

地址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75008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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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榭丽舍大街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香榭丽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或 les Champs-Élysées)是

[巴黎]一条著名的大道，位于城市西北部的第八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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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ysium)。香榭丽舍的西端是凯旋门，顺着延伸线到巴黎的商务新区

拉德方斯(La Defense)，那里还有“新凯旋门(Grande Arche)”，东端则

是巴黎最大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 ，顺着延伸线往卢浮

宫则穿过卡鲁塞尔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du Carrousel)，这个三个

凯旋门正好组成了巴黎的中轴线。 每逢重大节日，凯旋门正顶上会悬

挂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香榭丽舍街旁的大树上也会装饰上特别的彩

灯。国庆阅兵式、环法的最后一程都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进行。

小贴士：

1.每年 7 月 14 日巴士底日，法国总统都会出席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

的阅兵式。2.香榭丽舍大街也是传统上环法自行车大赛最后一个赛段

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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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年的最后一天，香榭丽舍大街就会成为步行街，人们就街上庆祝新

年。

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75008 Paris, France

巴黎老佛爷(Galeries Lafayette)奥斯曼旗舰店

Galeries Lafayette Haussmann Flagshi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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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黎市中心奥斯曼大街上的老佛爷旗舰店，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公

司 ,面积超过 70 000 平方米，汇集 3500 多个国际品牌，这里不仅

是时尚界最大的男女服饰及儿童服饰中心，同时也汇集了各类家居生

活艺术产品、世界各地美食及种类丰富的顶级藏酒„，老佛爷百货多元

化的定位，使之成为一个人们享受生活及品味生活的时尚场所。

为了庆祝鸡年农历新年，在 2017 年 1 月 21 日到 2017 年 2 月 12 期

间巴黎老佛爷将会推出新春优惠活动，有大量精美礼品等你拿，在火红的

金鸡之年来巴黎老佛爷购物吧。详情请关注巴黎老佛爷官方网站。

小贴士：

购物退税提示

环球蓝联退税公司位于主馆女装零楼华人接待处旁的环球退税公司提供

外币、旅行支票兑换和领取退税金的服务，退税时需要出示护照及银行

卡。

店内同时设有自助退款机，办完退税单后在退款机上扫描税单条形码，

立即取得退税现金。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六 9:30-20:30 周日照常营业 11:00 - 19:00

地址

40 Boulevard Haussmann, 75009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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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

Tour Eiffel

建于 1889 年的埃菲尔铁塔最初是为了迎接世博及纪念法国大革命 100

周年。然而在建成后，它却遭到很多[法国]人的质疑，如此的巨大的钢

铁结构跟整个[巴黎]是那样的格格不入，甚至不少人提议拆毁她。今

天，它已成为巴黎及法国无可争议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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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以乘电梯或者爬楼梯登上铁塔去俯瞰整个巴黎(楼梯只能到第二

层)。千禧年后从夜幕降临到凌晨(夏季 2:00，冬季 1:00)这段时间，

铁塔会在整点开始闪烁十分钟，碰到特殊节日活动会有特别颜色，比

如中国年时闪红色，欧盟日时闪蓝色。每年的 7 月 14 日国庆节都可

以来铁塔下方的马尔斯广场(Champs de Mars)欣赏音乐会，这里也是

跨年倒数的最佳地点。

铁塔上有两个餐厅分别是位于一层的 Tour Eiffel 58，及二层的米其林一

星的 Jules Verne。在铁塔用餐的好处是可以让餐厅协助预订或提供上铁

塔的票，无需再在下方排队等待。关于这两家餐厅，其中 Tour Eiffel 58

的午餐 19 欧元起(快餐三明治为主)，晚餐 80 欧起，类似普通餐厅的正

餐，环境费占了不少；而楼上有大厨 Alain Ducasse 坐镇的 Jules Verne

如今只剩下一颗星星，午餐 90 欧元起，晚餐约每人 300 欧元起，如果不

是来感受这个环境，作者建议同样价位可以尝试其他米其林三星，且吃的

更好。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位置，所以去那边吃个饭也不容易，旺季的时

候最好提前 2 个月以上预订。

开放时间

电梯 9:00-23:45(顶楼 22:30)；楼梯 9:30-18:30(最晚进入时间 18:00)

地址

Champ de Mars, 5 Avenue Anatole France, 75007 Paris

巴黎圣母院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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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Cath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是一座位于法国[巴黎]

市中心、西岱岛上的教堂建筑，也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圣

母院约建造于 1163 年到 1250 年间，属哥特式建筑形式。850 年的历

史让这座教堂经历了巴黎的历史变迁，它还见证了拿破仑的加冕、拿破

仑三世的婚礼。而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则吸引了不

少人爬上钟楼去寻找钟楼怪人，当然碰到旺季的时候，可是需要排上一

两个小时的队。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下午 3 点，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

三件圣物的展出。平周日上午或宗教性节日可以来此感受一下天主教徒

的虔诚；平安夜的“午夜弥撒”也许是更佳选择。

参观巴黎圣母院是不需要门票的，但请尊重当地宗教礼仪，注意着装，

保持安静。若是要去寻找雨果笔下的钟楼怪人，可以在教堂左侧购票参

观，由于是单线排队参观，有时候等待时间较久，旺季时候可能需要两

小时以上。所谓的钟楼怪人也许源自圣母院飞檐上的那些怪兽，中世纪

教堂上的这些怪兽是为了辟邪。

小贴士：

教堂：周一至周五：8:00-18:30，周六和周日：8:00-19:15；

钟楼：4 月 1 日-9 月 30 日：10:00-18:30（7 月、8 月的周六和周日从

10:00-23:00）

开放时间

教堂：周一至周五：8:00-18:30，周六和周日：8:00-19:15； 钟楼：

4 月 1 日-9 月 30 日：10:00-18:30（7 月、8 月的周六和周

日从 10:00-23:00）

联系方式

33-1-42345610

地址

6 Parvis Notre-Dame, Place Jean-Paul II, 75004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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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地铁 4 线 Cité 站，下车后向东步行即可抵达

RER 线路 B、C 于 Saint-Michel - Notre-Dame 站下车后可抵达

主页

http://www.notredamedeparis.fr

塞纳河游船

Bateaux Mouches

塞纳河游船公司拥有 15 条观光游船，其中包括 9 条观光游船和 6 条餐

厅游船，所有游船均配备尖端的设备，两个甲板，其中一个为全玻璃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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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式甲板，配有暖气和空调，让你无论在何种天气下都能将巴黎的美景尽

收眼底。50 人一船，客满出发，航行时间约为 1 小时 10 分钟。

小贴士：

观光游览成人 13.5 欧元；12 岁以下儿童 6 欧元；4 岁以下儿童免

费； 20 人以上团体 7.7 欧元；12 岁以下学生(团体)4.2 欧元

开放时间

观光路线：

4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旺季)10:15-11:00，11:30-12:15，13:00-13:45

14:30-15:00，15:30-16:00，16:30-17:00，17:30-18:00，18:30-19:00

晚19:00-23:00，每隔 20 分钟/班。

10月 1 日-3 月 31 日(淡季)11:00-12:00，13:00-13:45，14:30-

15:15，16:00-16:45，17:30-18:15，19:00-19:45，20:30-21:30

联系方式

+33-01-42259610

地址

Champ de Mars 5 Avenue Anatole France 75007 Paris

主页

http://www.bateaux-mouch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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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购物村

La Vallée Village

河谷购物村，音译为拉瓦莱购物村，又称为打折村。位于大巴黎迪斯尼乐园前一站。

所有商品至少 33%的折扣，一般都在半价左右；主要的品牌有：Aigle、Armani、

Burberry、Ba & Sh、Hugo Boss、Jimmy Choo、Kenzo、Guess、Givenchy、Paul &

Joe、Paul Smith、Pepe Jeans、Polo Ralph Lauren、D & G、Céline、Diesel、

Furla、Tod''s、UGG、Sandro、Maje、 Lancel、Longchamp、Lacoste、Calvin

Klein、Cerruti 18crr81、Coach、Wolford、Max Mara 等。可能是受了下一站便是

[巴黎迪士尼世界]的影响，购物村里的建筑都是一栋栋充满童趣的小屋子，每栋房子

还有自己独有的颜色，就连卫生间都做的可爱十足，让人有一种身处童话小镇里的感

觉。且距离枫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和著名的酩悦香槟酒窖(Moët &

Chandon)等文化宝藏也很近。

扩展的拉瓦莱购物村又有大约二十家新的专卖店开业，这意味着增加了

3800 平方米的购物面积，其中有：索尼娅.里基耶尔(Sonia Rykiel)专卖

店、埃里克.邦帕尔(éric Bompard)专卖店、保罗&乔(Paul & Joe)专

卖店、卡尔旺(Carven)专卖店。女装、男装、童装、配饰、生活艺术：

全部的法式优雅以及国际顶级名牌云集拉瓦莱购物村。

河谷购物村还为游客免费提供使用儿童车及雨伞，以方便人们购物观光。

小贴士：*购

物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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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要携带护照办理退税。每周日有运行在拉瓦莱购物村与区域快速

列车(RER)车站之间的班车，RER 线的 A 线不同方向会标有不同数字

以便于区分，如 A1，A2 等。 去往迪斯尼和河谷购物村的方向是

A4，而迪斯尼乐园站的法文站名 Marne-la-Vallé-Chessy。

开放时间

10:00-19:00

联系方式

+33-01-60423500

地址

Val d''Europe,77716 Marne-la-Vallee France

到达方式

搭乘专线班车，可选择搭乘每天从巴黎市中心开出的两班购物专线至河谷

购物村。你可以选择始发站为金字塔广场 (Place des Pyramides) 的

9:30 的班车，14:30 从河谷购物村返回；或 12:30 的班车，17:00

从河谷购物村返回；搭乘 RER，可选择经由 Chatelet-Les Halles、Auber、

Charles-de-Gaulle-Etoile、Gare de Lyon 等 RER 车站，搭

乘 RER A 线至 Val d''Europe/Serris Montévrain 站下车，出站后往右步

行 10 分钟或搭乘穿梭巴士即可到达，车票价格约 6 欧元。如需了

解 Val d''Europe/Serris Montévrain 车站、RER 列车的始发和到站

时间，请点击[官方网站](http://www.ratp.fr)；搭乘穿梭巴士，河

谷购物村和迪斯尼酒店之间有专门的河谷购物村穿梭巴士为购物者提

供服务。可向每个酒店的门房咨询信息。

主页

http://www.lavalleevill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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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8 巴黎-枫丹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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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宫

Château de Versailles

太阳王路易十四因为羡慕财政大臣 Fouquet 的沃子爵城堡(Chateaux

veau-le-vicomte)而斥巨资动用三万工人建造的[法国]最雄伟的皇宫，

后来也成为欧洲各国皇宫效仿的对象。法国大革命后，这里结束了他皇

宫的历史，1830 年被改建成法国历史博物馆，美国独立战争后，英美

在此签订了《巴黎和约》，1919 年法英美等在此与德国签订了《凡尔

赛和约》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凡尔赛宫内最著名的是镜厅

(Galerie des Glaces)，一面有十七面巨大的落地窗，另一面则是由 400

多块镜子拼成的巨大镜面；战争画廊也是凡尔赛的亮点，此外还有战争

厅、和平厅、丰收厅、马尔斯厅、教堂、剧院、国王王后套房等也不可

错过。凡尔赛的花园被称作最美的欧洲宫廷花园，夏季的时候还有音乐

喷泉，周末或者节日晚上还有大型烟火。



D18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是同时代帝王，他们也促进了 17 世纪中法文化

交流。凡尔赛宫内还有康熙画像和大量中国瓷器。为到中国和东方测绘

地图，路易十四于 1688 年挑选张诚、白晋等人来到中国，康熙帝将张

诚、白晋留在宫廷服务。他们在宫中向康熙帝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

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热衷于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康熙帝，于

1693 年又派遣白晋返回法国招募科学家来华，并让他携带赠送路易十

四的大量中国瓷器等珍贵礼品。1698 年，路易十四支持白晋和他的同

行者耶稣会士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十余人携带赠送康熙帝的钟表

和望远镜等礼物乘坐安菲特里特号商船回到中国。康熙帝起用传教士雷

孝思、白晋、杜德美等人和中国学者一起，到各直省和边疆地区进行勘

测，绘制以行省为单位的全国地图，积十几年之功，于康熙五十七年

(1718)制成《皇舆全览图》。

开放时间

1 天

联系方式

33-1-30837800

地址

Place d'Armes, 78000 Versailles

主页

http://www.chateauversailles.fr

枫丹白露宫

Chateau De Fontaineb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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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丹白露宫位于[巴黎]东南 65 公里处，森林环抱，是巴黎人最喜爱的远

足目的地。枫丹白露宫原是一座皇家狩猎行宫，在弗朗索瓦一世和享利二

世时期被扩建成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中最重要的一座。拿破仑曾把教

皇囚禁于此，后又戏剧性地在这里被迫退位。 直到 19 世纪它的修缮扩建

都未停止过，众多著名的建筑家和艺术家参与了这座法国历代帝王行宫的

建设，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现存的建筑有 13 世纪

圣·路易时期的一座城堡主塔，六个朝代国王修建的王府，五个院落，以及

四座代表四个时代特色的花园。但建筑外部仍保留着传统的法国哥特式风

格。 目前开放参观的主要有马蹄楼、弗朗索瓦长廊、小教堂、宝座殿、舞

会厅、黛安长廊、拿破仑的客厅，以及皇帝皇后们的卧室、书房、套房、

客厅等等，还专门辟有一个拿破仑一世纪念馆。枫丹白露宫共有四个博物

馆组成：中国馆、拿破仑一世馆、家居馆、画廊；其中中国馆收藏了大量

圆 明园的中国文物，但很少开放；最吸引人的有佛朗索瓦一世画廊(La

Galerie Francois Ier)，拿破仑三世剧院(Le Theatre de Napoleon

III)，巴洛克风的 Trinite 教堂(la chapelle de la Trinite)；此外还

可以欣赏法国皇室各个时期的卧室，戴安娜花园(Le Jardin de Diane)

等。供皇家狩猎的枫丹白露森林是巴黎人最喜爱的周末度假地。

小贴士：

开放时间：4 月至 9 月 9:30-18:00(17:15 停止进入)；10 月至 3 月 9:30-

17:00(16:15 停止进入)；周二、1 月 1 日，5 月 1 日，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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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馆；舞会厅 10 月至 3 月 16:00 关闭，4 月至 9 月 17:00 关

闭；中国博物馆及教皇套间 11:30-14:30 关闭(除周末及学校假期

外)。

门票价格

0.00

开放时间

4 月至 9 月 9:30-18:00(17:15 停止进入)；10 月至 3 月 9:30-

17:00(16:15 停止进入)；周二、1 月 1 日，5 月 1 日，12 月 25

日闭馆；舞会厅 10 月至 3 月 16:00 关闭，4 月至 9 月 1

联系方式

＋33-01-60715070

地址

Chateau de Fontainebleau, 77300 Fontainebleau

到达方式

可搭乘从 Gare de Lyon 乘坐开往 Montargis Sens 或 Montereau

方向的火车，在 Fontainebleau-Avon 下车，然后转乘 Véolia BUS
1 号线往 les lilas 方向，在 Chateau 下车；单程 8.75 欧元。

主页

http://www.musee-chateau-fontainebleau.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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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9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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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教堂

The American Church In Paris

在巴黎的美国教会是在美国以外建立的第一个美国教会，在法国巴黎

的第七区

联系方式

1 40 62 05 00

地址

65 Quai d''Orsay,75007Paris,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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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婚拍

婚纱拍摄场地可在巴黎市区内选择以下 4-5 处景点：

巴黎圣 院，莎 亚书店，塞纳河畔，卢浮宫，协和 场，亚历

三世 桥，

菲尔铁塔，爱墙圣 教堂，蒙 特 地， 榭丽舍 街， 岱岛，战神

场，BIR

Haikam 拍摄盗墓空间的桥，巴黎 皇宫, 巴黎各类特 桥和艺术桥，

经典的巴黎街道

及咖啡馆。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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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0 巴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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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戴高乐机场

Aeroport Paris-Charles-De-Gaulle

地址

Aéroport Paris-Charles-de-Gaulle

到达方式

地铁，火车

主页

http://www.aeroportsdeparis.fr/ADP/en-gb/passager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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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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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1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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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癿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癿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