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西 歐 20 日(2019 年)
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德國
今日搭機飛往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機上餐宿。

第 2 天 特利爾(Trier)盧森堡市(Luxembourg)盧森堡
特利爾:



盧森堡市:



西元前十六世紀創建的德國最古老城鎮，是共產主義宗師馬克斯(Karl H. Marx)的
出生地。古羅馬帝國的遺跡散佈城區，一千八百多年前建造的★黑城門(Porta
Nigra)是最明顯的城市地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西元 1998 年選定為
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
十世紀時創建在崖壁上的小城寨，優越的地理位置持續繁榮發展迄今。市區有歐洲
最傑出建物之一的★亞道夫橋(Adolphe-Bréck)、眺望河谷及亞道夫橋最佳地點的
★憲法廣場(Place de la Constitution)、建於 16 世紀的★大公宮殿(現議會廳)、歷史上
防禦外敵的偉大工程◎地下要塞(西元 1994 年獲列世界遺產)。

第 3 天 梅斯(Metz)南錫(Nancy)法國
梅斯:



南錫:

法國東北部 Mosel 河上游與支流 Seille 河交匯處，是最接近德國和盧森堡三國交界處
的法國大城，早在羅馬帝國凱薩(Cesar)大帝派兵到這裡很久之前凱爾特人(Celt)就
已遷此定居，擁三千年的豐富歷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不斷的歷史沿革，致梅斯
長期深受日耳曼文化影響。
★梅斯主教座堂(La cathédrale Saint-Etienne)：法國哥德式宗教建築藝術的瑰寶、
歐洲最美麗的古蹟之一，13 世紀時由兩間原不同朝向的教堂併建其而成，塔尖高達
88 公尺，舉世無與倫比的是高掛在聖壇上方共廣達二千坪的巨大彩繪玻璃，被譽為
『上帝之燈』(Lanterne du Bon Dieu)。
★聖彼得大教堂(La basilique Saint Pierre aux nonnains)：建於西元 380 年古羅馬浴池
的遺址，第七世紀被轉換成本篤會(Benedictine)教堂，成為一座羅馬式(Romanesque)
建築風格的法國最古老教堂。西元 1552 年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五世出兵圍攻後，
統治洛林的吉斯公爵(Francois de Guise)決定改為一處軍事據點，竟然把這座古教堂
變成一個彈藥庫。★橋城堡(Portes des Allemands)或稱『德佬橋』
：是梅斯曾為自治
城市之象徵，名稱源自中世紀的條頓騎士團(Chevaliers Teutoniques)，是中世紀護
城牆遺跡中的一座堅固城門，十三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是跨越 Seille 河的一座橋樑，
宏偉防禦工事歷史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防禦作用。
德語 Nanzig，西元 1766 年併入法國是兩河流域 Meurthe-et-Moselle 省首府和洛林
(Lorraine)區人口最多的城市，在法國大東部地區僅次於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舉世界聞名的建築群多散布在 Place Stanislas, Place de la Carrière, Place d'Alliance
三處廣場週邊，一併於西元 1983 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廣場
的週遭有：★市政廳(Hôtel de Ville)、★南錫美術館(Musée des Beaux-arts)、★洛林
國家歌劇院(Opéra national de Lorraine)、★凱旋門(Arc Héré)...。

第 4 天 漢斯(Reims)
漢斯:

最早由高盧人(Gaul)在法國東北部建立的當今世界知名香檳城，羅馬帝國時期是
一主要城市，市中心留存古羅馬時期遺跡。這座法國歷史上重要的傳統文化名城，
共有 16 位國王在此接受主教加冕，保有許多世界文化遗產，第二次世界大戰駐法國的
德軍投降儀式亦在這舉行。

漢斯:



★漢斯聖母院(Notre-Dame de Reims)：歷任法國國王加冕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
德軍損毁並耗費 20 年重建，歷史地位如英國西敏寺，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亦仿照其建造。
★陶宮(Palais du Tau)：十六世紀初建成且於西元 1675 年整建過的大主教宮殿，是
當年國王加冕前後的住所或召見大臣之處，宮中沙龍(salle du Tau)是皇家宴會舉辦
之場所。西元 1972 年起開放公眾，是展出大教堂好幾世紀所收藏的珍寶和法國國王
加冕服裝的博物館。
★聖雷米教堂及修道院(La basilique Saint-Remi):逾千年歷史的羅馬式風格(Romanesque)
建造的天主教殿堂，法王加冕儀式中塗抹的聖油(Chrême)和聖壺腹(膏油瓶)一直保存
在這修道院。＊以上三座宗教殿堂在西元 1991 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一併列入世界文化遗產。

第 5 天 列日比利時馬斯垂克(Maastricht)荷蘭
列日:

在比利時東部瓦隆(法語)區鄰近荷蘭和德國邊境，是僅次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的第三大
人口城市。La Meuse 河左岸的★La montagne de Bueren 有斜坡度 30 度的 374 台階
可攀爬登頂俯瞰市區全景。
馬斯垂克: 歐盟得以成立即是西元 1992 年在近比荷德三國交界(Drielandenpunt)這荷蘭最古老
城市簽訂條約，市區洋溢古典的沈靜氣氛：跨馬斯(Maas)河 5 座橋最老一座標誌性
建筑之一的★聖瑟法斯橋(Sint-Servaasbrug)、逾千年歷史之古建築★聖瑟法斯聖殿

(Sint-Servaasbasiliek)、地下世界的◎聖彼得堡洞窟(Grotten Sint Pietersberg)、城市
公園(Stadspark)和幾段的城牆(Stadsmuur)…。

第 6 天 魯汶(Leuven)布魯塞爾(Bruxelles)
魯汶:



布魯塞爾:



荷比盧地區最大且最古老的★魯汶大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KUL)創立
於西元 1425 年，素為歐洲頂尖大學之一。中世紀古老學院雖迭遭外敵入侵損毀，
仍留下了近 20 間保存尚屬完整建築，層層院舍穿插的學院建構宛似「柳暗花明
又一村」，在比國各古城景點中難得的城區漫步探索！
★市政廳(Stadhuis):在老城區大廣場(Grote Markt)，15 世紀中期由三位建築師耗費
近三十年建成的無比華麗之晚期哥德式建築，以石頭雕塑成花邊狀的廳內外裝飾
盡皆是精雕細琢(如:山牆、塔樓、石峰、老虎窗、... 還有壁龕裡裝飾著約莫三百座
雕像)，一到場親睹就令人讚嘆不已!
比國首都、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及歐盟(EU)等國際組織總部，有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的★黃金廣場(La Grand-Place)、歐洲最古老的購物和藝術長廊★St. Hubert Galleries、
歐盟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17 世紀曾被燒毀西元 1904 重建的★大王宮(Palais
Royal)、★尿尿小童(Manneken-Pis)、★最高法院...。

第 7 天 根特(Gent)
根特:

比利時第四大城，歷史可溯及古羅馬帝國時期，十三世紀時更成為僅次於巴黎之
歐洲第二大繁榮城市，法國浪漫主義作家代表人物雨果(Victor Hugo)讚譽為「北方的
威尼斯」
，昌盛歷史可從矗立在市中心的★鐘樓與同建於十三世紀初活潑自然的★
聖尼可拉斯大教堂和代表莊嚴肅穆的★聖巴佛大教堂獲得見證。

第 8 天 布魯日(Brugge)
布魯日:



享有“絲綢之都”及“橋都”美譽的比利時古鎮，古運河縱橫、處處中世紀古石屋和
鋪鵝卵石巷道。古典風味濃郁的古城得以在歐洲被譽為「北方的威尼斯」，也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精選的世界遺產。
★舊市場(Alte Markt)、366 階之★古鐘樓(Belfort)、★市政廳(Stadhuis)、14 世紀建的
★聖母教堂...。

第 9 天 安特衞普(Antwerpen)
安特衞普: 比利時第二大城、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暨世界三大鑽石工業中心之一。西元 1900 年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以庚子和約賠款所建之◎中央火車站、★綠廣場(Groen Plaats)

上矗立大畫家魯本斯(Pieter Paul Rubens)的雕像、始建於 1351 年尖頂高 123 公尺
哥德式風格之★聖母主教座堂(Onze-Lieve-Vrouwekathedraal)…。

第 10 天 小孩堤防(Kinderdijk)荷蘭鹿特丹(Rotterdam)
小孩堤防: 保存十八世紀風車的★小孩堤防有非常壯觀的 19 座風車並排，是重溫童年課本教材中
教導我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拯救全村，勇敢小孩以手指頭堵住堤壩漏孔防止
海水灌進潰堤)的傳說見證！
鹿特丹: 荷蘭第二大城市，素為歐洲最大海港以貨櫃運量計算 1980 年代曾是世界上第一大港口，

代表性景點：立體方塊屋(Kijk Kubus)、★布萊克車站及★天鵝橋...，或搭乘港灣
遊船瀏覽商港壯觀雄偉之硬體設施。

第 11 天 海牙(Den Haag)
海牙:

荷蘭第三大城市暨行政首都、國際法庭所在地。瀏覽:★和平宮 Vredespaleis、國會
所在的★國會議事堂區(Binnenhof)...。

第 12 天 烏特勒支(Utrecht)梵谷森林(Nationaal Park De Hoge Veluwe)
烏特勒支: 居荷蘭的地理位置正中心，原是西元一世紀羅馬人建築在萊因河邊之一個軍事堡壘，
後來才發展為一個城市，現是荷蘭第四大城有全荷蘭最大的大學城。著名景點有:
六百多年歷史哥德式建築之荷蘭最高教堂鐘塔★主教塔(Domtoren:高 112 公尺登 456

階梯上塔頂可鳥瞰四周景象)、展示 18 到 20 世紀各式管風琴、自鳴琴、街頭風琴...的
◎音樂與管風琴博物館(Nationaal Museum van Speelklok tot Prerement)。超現代感的
★中央火車站與荷蘭最大一座購物中心(180 多家商店進駐的 Hoog Catharijne)相連結。
梵谷森林: De Hoge Veluwe 森林國家公園有「梵谷森林」之別稱，座擁全荷蘭最大的森林保護區，
公園內融合自然、藝術與建築結晶的◎庫勒慕勒美術館(Kröller Müller Museum)珍藏
許多梵谷作品舉世聞名。博物館四周展示許多著名雕塑家作品，足堪被稱為是歐洲
最大的雕塑公園。

第 13 天 鮮花拍賣市場(Aalsmeer Flower Auction)庫肯霍夫(Keukenhof)
鮮花拍賣
市場:

世界上最大鮮花交易市場和最大建築物，熱絡交易清晨開始就為了世界各地都能
看到嬌嫩花朵最新鮮的樣子。全世界有八成花卉產品來自此地交易，可謂花卉王國的
首都城市。每天平均拍賣出 1 千 4 百萬朵鮮花與 1 百萬株的盆栽植物，相當於 8 千個
苗圃每年共生產約 30 兆的鮮花與 4 億株的盆栽植物。
庫肯霍夫: ◎庫肯霍夫花園：每年 9 月底迄年初霜來臨前種下約七百萬顆不同花種 (包括一千
多種鬱金香)球莖，細心照料到春天一片片繽紛花海，數百萬花朵齊綻放、爭奇鬥艷、
華麗壯觀！(僅三月中到五月中)

第 14 天 風車村(Zaanse Schans)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風車村:

阿姆斯特丹

完整保存傳統★風車(Windmills)和農舍等典型荷蘭鄉間特色之民俗觀光勝地，也是
歐洲工業遺產路線(The 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名單中最受旅客歡迎的
觀光景點之一。
荷蘭首都暨最大城市，因 Amstel 河流入須德海南端西元 1240 年即建水壩閘口(dam)
而得名。市區約 40 條大小運河連結水運網絡，陸上交通以河岸兩側和 400 座橋梁
連接，因地勢低平腳踏車普及隨處可見。市中心★水壩廣場(Dam Square)西元 17
世紀建的★水壩宮殿(西元 1808 年後成為皇家宮殿之原市政廳)、西元 1903 年建成的
★證券交易所、★市政廳、※紅燈區.....並搭◎玻璃船瀏覽港區及市街。

第 15 天 須德海大堤壩(Afsluitdijk)羊角村(Giethoorn)
大堤壩:



羊角村:



長 32 公里寬 90 公尺高於海面 7.25 公尺的※大堤壩(Afsluitdijk 原意 Closure Dike:
閉鎖之堤防)，西元 1927 年至 1933 年所建成的巨大工程，彷彿一條筆直大道將★
須德海 (Zuiderzee)縱切分開成一半是淡水湖，正是『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的
最佳例證和荷蘭人炫耀世人的驕傲工程！
有「北方威尼斯」
、
「荷蘭威尼斯」之美稱。原是一處窮鄉僻壤，居民靠著挖掘地底的
泥煤維生，由運煤所鑿通的溝渠意外造就出運河、湖泊交織的美麗景色。蜿蜒水道是
全村的主幹道，一棟棟荷蘭最傳統蘆葦屋和修剪得異常整齊的草坪座落水道兩旁，
放眼看去猶如中古世紀畫作。

第 16 天 迭特莫(Detmold)哈梅恩(Hameln)德國
迭特莫:
日耳曼勝利塔

哈梅恩:
老鼠鎮:
吹笛人的故事

西元 1468 至 1918 年是 Lippe 領地君主府邸，迄 1947 年是自由邦(Freistaat Lippe)
首府。南郊 Grotenburg 森林戰役紀念塔是為紀念二千多年前(西元 9 年)日耳曼民族
英雄 Hermann 擊潰強大羅馬帝國的軍團所建之★赫爾曼紀念碑(Hermannsdenkmal)，
是一座自底座計高聳約 54 公尺石造的古戰將英武舉劍之日耳曼勝利塔。
以童話故事中花衣魔笛手的典故而舉世聞名，是「格林童話故事之路」的一站，
每年辦節慶活動時更多遊客來訪。故事發生於西元 1284 年全村遭鼠滿為患，眾人皆
束手無策之際自外地來了一人自稱是捕鼠能手，村民許諾若能除鼠患願付他重酬。
他吹起笛子後鼠群竟都聞聲隨行全被他誘至河裡淹死。但事後村民違諾不付酬，
吹笛人憤而再吹起笛子，這下更奇怪的是全村孩子們聞聲隨行，被誘至一個山洞內…。

第 17 天 哥斯拉(Goslar)哥廷根(Göttingen)
哥斯拉:



哥廷根:

鄰德國北部旅遊休閒的哈次(Harz)山區之千年古城，正是白雪公主童話故事發源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定的世界文化遺產。迪士尼卡通動畫中七個小矮人的服飾即
沿襲自昔日當地礦工穿著。★市集廣場(Marktplatz)上十三世紀建造的★噴泉和多彩
多姿建築，古意盎然的★市政廳旁山牆上每日會有四次★報時鐘(Glockenspiel)展出
四幕妙趣橫生的採礦史。漫步古色古香街道，宛似置身格林童話故事情境。
這是「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母校與十八世紀末童話故事作者格林兄弟所任教的大學城，
這是一座典型學術重鎮曾出過 40 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德國最高科學研究機構 Max
Plank Institut 亦設立在此。★舊市政廳前(Altes Rathaus am Markt)★花市廣場與廣場上
★鵝女郎噴泉(Gänseliesel )最引人流連徘徊。

第 18 天 卡塞爾(Kassel)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 
卡塞爾:

格林童話故事集最早(1812 年)在此出版，「格林童話故事之路」即從卡塞爾開展。

市區★格林兄弟紀念廣場是 Brüder Grimm 兩兄弟生平居住卡塞爾最久的標記、★
國王廣場(Königsplatz)暨周邊是人潮匯集的鬧區商街、★卡塞爾的劇院是德國最早
建造的戲劇表演場、★Karlsaue 英國式公園是 Fulda 河畔與市中心之間賞心悅目的
休閒園地。市郊◎威廉高丘(Wilhelmshöhe)宏偉壯麗，獨步全歐的一連串★噴泉連結
到★古堡、★宮殿、★庭園與山頂上巨大★大力士神(Hercules)雕像…藝術別具一格
令人激賞！
法蘭克福： 歌德的出生地、歐洲首要空運站與歐陸的金融中心，市內商業區摩天高樓林立，
有如「歐洲的曼哈頓」。

古城區：歷史古蹟匯聚，※梅茵(Main)河北岸、★古羅馬人聚落遺址(Römerberg)是
德國人最引以為傲的珍貴文化資產，廣場中央有★正義噴水池(Gerechtigkeitsbrunnen)，
周邊有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尼可萊教堂(Nikolaikirche)、★老市政廳(Altes Rathaus )
和保留 15 世紀至 18 世紀時期建造風貌的成排樓房商店★Ostzeile、德國自 1356 年起
與神聖羅馬帝國自 1562 年起歷代帝王加冕的★皇帝教堂 ( Kaiserdom )、半球形屋頂
新古典造形之★保羅教堂(Paulskirche)、歌德 1749 年出生的家和★歌德廣場(Goethe
Platz)、最繁華熱鬧的購物商街★行列大道(Zeil)。

第 19 天 法蘭克福台北
依依不捨揮別迷人的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第 20 天 台北
今日返抵台北，結束此次永生難忘又充實的中西歐之旅。

＊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 1 室、附衛浴）。
＊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不供餐）。
＊參觀阿姆斯特丹包含紅燈區(Red Light district)、水壩廣場(Dam square)和 Voorburgwal 等區域
時的注意事項: 遊客不得拍攝櫥窗女郎，遊客駐足時必須背對櫥窗女郎，並不得站立阻擋
於人潮眾多的地方(如運河橋梁上)。經過管制區內的住戶商家亦不得喧譁。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
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
公司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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