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德國樂高樂園荷蘭 13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新加坡 / 慕尼黑
02 慕尼黑 (市區觀光)
03 慕尼黑(新天鵝堡之旅)
04 慕尼黑(國王湖之旅)
05 慕尼黑---- Günzburg (樂高樂園)
06 Günzburg (樂高樂園)----海德堡
07 海德堡---科隆
08 科隆----阿姆斯特丹
09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10 阿姆斯特丹(建議租車自駕車之旅---羊角村 + 風車村)
11 阿姆斯特丹(建議租車自駕車之旅---小孩堤防 + 烏特勒支)
12 阿姆斯特丹 / 新加坡 / 台北
13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74,5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2 項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3 天)
01 台北 / 歐洲來回新加坡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10 晚 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慕尼黑機場---市區一日交通券
04 慕尼黑---新天鵝堡來回二等艙交通券
05 慕尼黑---國王湖來回二等艙交通券
06 慕尼黑---Günzburg 火車二等艙
07 Günzburg---海德堡火車二等艙
08

樂高樂園二日門票

09 海德堡---科隆火車二等艙

10 科隆—阿姆斯特丹火車二等艙
11 伍佰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2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第一天 台北 / 新加坡 / 慕尼黑
期盼已久的德國奧地利捷克旅程今天要出發囉，今日下午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嚮往已
久的歐洲，夜宿於機上，請您養足精神，明日開始精彩的德國奧地利捷克之旅。
第二天 慕尼黑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慕尼黑，隨後慕尼黑後市區觀光：
王宮花園 Hofgarten 是德國慕尼黑市中心的一個花園，位於慕尼黑王宮與英國公園之間。
花園建於 1613 年-1617 年，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在花園中心是女神黛安娜的亭子，建於
1615 年。屋頂是巴伐利亞雕像（1623 年）的複製品。小徑通往周圍八個方向。
在花園東北角，是一個方形的黑色花崗岩白玫瑰小組紀念碑，其成員從事反對希特勒政權的
非暴力運動。 王宮花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摧毀，戰後重建。
慕尼黑 BMW 博物館：BMW World 園區，外觀完全以結合最新建築設計與流動概念為主，
充滿了時尚、未來感觀，園區除了最大的交車中心外，也是體驗 BMW 品牌精神與經營理念
最佳的場所，總面積更達到 7.3 萬平方公尺，除了量產新車與概念車之外，也將不定期配合
推出展覽主題，並且展出許多珍貴的模型與實車，連同在戰爭期間曾經打造的飛機引擎等等
均在此園區展出；瑪麗安廣場及其新市政廳是遊客必到之景點，絕對令人印象深刻，不能錯
過！
BMW 博物館旁邊的奧林匹克運動公園也值得您前往參觀。
寧 芬 堡 Schloss Nymphenburg-- 這 座 宮 殿 是 選 帝 侯 斐 迪 南 • 瑪 里 亞 和 妻 子 薩 伏 依 的
Henriette 阿德萊德在 1664 年邀請了一批義大利建築師和藝術家建造，以慶祝王室繼承
人——兒子選帝侯、子爵馬克西米里安二世（Maximilian II Emanuel）的出生。同時建造
的還有同為巴洛克式的鐵阿提納教堂。從 1701 年開始，巴伐利亞公國的繼承人 Max
Emanuel 對宮殿進行了有系統的擴建。
由 1867 年動工至 1908 年才建成的新市政廳，鐘樓上有音樂木偶表演，聖母院的洋蔥的塔
樓，成為慕尼黑的標誌。您可在慕尼黑最熱鬧的瑪麗恩廣場自由逛街，或前往馬克西米連大
道選購名牌精品。
第三天 慕尼黑(新天鵝堡之旅)
今日上午前往新天鵝堡參觀，新天鵝堡 Castle Neuschwanstein 是由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
二世興建，他曾在郝恩修瓦高城（Hohenschwangau 又稱舊天鵝堡）度過了童年，城堡內
的中世紀傳說及浪漫風格，深深影響了這位國王，而建造了這座夢幻城堡。由於路德維希二
世強烈嚮往中世紀神話「Lohengrin 天鵝騎士」裡的天鵝傳說，及喜愛華格納的歌劇「天鵝
騎士」，因此取名為「新天鵝堡」。

第四天 慕尼黑 (國王湖之旅)
今日展開國王湖之旅。國王湖，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東南端，比鄰德國和奧地利的邊境小
鎮貝希特斯加登，在奧地利城市薩爾茲堡以南的德國阿爾卑斯山區內。國王湖的湖水呈現翡
翠綠色，清澈見底，是著名的旅遊勝地。聖巴爾多祿茂禮拜堂是國王湖的標誌，因紅色圓穹
頂像洋蔥的特別造型而出名，始建於 12 世紀，16 世紀開始發展成為巴洛克風格。
第五天 慕尼黑---金茨堡(樂高樂園)
樂高樂園主要客層是家庭和兒童，特別是 11 歲以下的兒童。儘管有些如雲霄飛車的極限遊
樂設施，但整體而論，多數設施都是適合年紀更小的孩子。
多數的樂高樂園都有做內部分區，其中迷你城市建築區往往是熱門的區域，典型的樂高迷你
城市通常會有代表該地區的著名建築和場景，供來訪的家庭和兒童拍照。此外，也有積木創
造學習區「Mindstorms」，幼兒積木專區，稱為「得寶花園」，還有駕駛區（提供各種多樣
的場景，如划船學校，汽車學校，飛行學校，消防學校等等）
，城鎮區，野生世界區還有騎士
城堡區。
第六天 金茨堡(樂高樂園)---海德堡
今日繼續享受樂園內設施，該公園除了與積木相關的分區之外，遊樂設施也依據樂高積木常
見的主題設計，例如英國騎士城堡主題的遊樂設施，孩子和家長可以搭乘小火車經過並瀏覽
相同主題的建築風景。此外，都市城鎮主題的遊樂設施，孩子可以駕著小型電動車在類似樂
高玩具汽車的道路上來回穿梭，其他局部的遊樂設施，與知名的迪士尼樂園則有些類似。傍
晚搭車前往海德堡。
第八天 科隆---阿姆斯特丹
科隆，是德國人口第四多的城市，是北威州最大的城市，亦是德國內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萊茵地區的經濟文化和歷史中心。它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中
世紀科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教會中心和藝術知識中心。科隆在二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今
天它以其文化和建築遺產及許多重要的國際性活動而聞名。來到萊茵河畔，就可以看得著名
的巧克力博物館，外形好似一艘揚帆遠航的輪船。頂層是整座博物館的亮點之一：巧克力生
產間。在兩層展區中，向參觀者展示塊狀巧克力、鬆露巧克力和空心巧克力是如何製成的。
這個博物館曾是法裡納（Giovanni Maria Farina）的故居，早在 18 世紀，這個世界上最古
老的香水工廠以其生產的科隆香水就已經使科隆這座城市聞名遐邇了。傍晚搭車前往荷蘭首
都---阿姆斯特丹。
第九天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全日市區觀光：阿姆斯特丹原本是「阿姆斯托河上的水壩」，13 世紀以後才逐漸發展為一個
城市。16、17 世紀的「黃金時代」，環繞著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完成了許多運河的開鑿。之
後，隨著人口的快速成長，城市也不斷地向外擴張。如今阿姆斯特丹已是荷蘭首都，素有「北
方威尼斯」之稱，由 90 個小島所組成，擁有 160 條運河和 1281 座橋梁！密如蛛網的運河、
穿梭市區的單車、高貴美麗的鬱金香、光彩奪目的鑽石、越夜越瘋狂的紅燈區，以及梵谷、
林布蘭等大師的典藏，在在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您可搭乘玻璃船順著縱橫交錯的運
河欣賞幾個重要的地標及荷蘭獨有的山形牆建築風格。阿姆斯特丹因擁有美麗的鬱金香、浪
漫的運河、隨處可見的自行車、閃爍的鑽石、珍貴的藝術蒐藏，吸引著全世界的旅遊愛好者
來訪。復古風華 「中央車站 Station Amsterdam Centraal 」來到阿姆斯特丹，第一個美
麗的景點就是會先看到中央車站，中央車站是荷蘭阿姆斯特丹主要鐵路車站，也是荷蘭主要

鐵路轉運中心，不只車站本身建築物吸睛，走出車站後立刻可以感受到整座城市被運河圍繞
的悠閒風情。皇宮、水壩廣場、搭乘玻璃頂船暢遊運河美景，紅燈區更在咫尺之處。
阿姆斯特丹整座城市，不管從哪個時段，還是哪個角度，你都會愛上這座城市，這裡的美麗
不只是來自於那多條運河環繞帶來的優閒美麗，更多的是這裡的人們，給人的親切度與歐洲
許多大城市相比，截然不同。
第十天 阿姆斯特丹(建議羊角村 Giethoorn 之旅)
羊角村位於荷蘭西北方 Overijssel 省，De Wieden 自然保護區內。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
好位在兩個冰磧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土壤貧瘠且泥炭沼澤遍佈，除了
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植物不易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為了挖掘出更
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道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
能夠通過、運送物資，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
羊角村又有「綠色威尼斯」之稱，因為水面映射的都是一幢幢綠色小屋的倒影。這裡房子的
屋頂都是由蘆葦編成，這可是比任何建材來的耐用，使用年數少說 40 年以上，而且冬暖夏
涼、防雨耐曬。據說從前蘆葦是窮苦人家買不起磚瓦而用來的替代品，現在的價格蘆葦可是
有錢人家才買的起的建材，價格為磚瓦的幾十倍。而這裡的地價也早已水漲船高，所以大部
分的居民大多是醫生、律師等高收入的職業，這與從前苦哈哈的困苦情況似乎形成一種對比
的時空交錯。
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謐的村落，一面聆聽船夫
兼嚮導娓娓細說各個房子的歷史與特色，除了欣賞美景外，文化收穫也不少。
第十一天 阿姆斯特丹(建議小孩堤防 Kinderdijk +烏特勒支 Utrecht 之旅)
小 孩 堤 防 Kinderdijk 是 荷 蘭 西 部 南 荷 蘭 省 的 一 個 村 莊 ， 部 分 屬 於 新 萊 克 蘭
Nieuw-Lekkerland，部分屬於阿爾布拉瑟丹，距鹿特丹東面 15 公里。小孩堤防坐落在萊克
河與諾德河交匯處，為了排出水，1740 年建立一個由 19 座風車組成的系統，是荷蘭最大的
風車系統。小孩堤防風車群已成為成為荷蘭最知名的景點之一，於 1997 年列入聯合國科教
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烏特勒支（荷蘭語：Utrecht），為荷蘭烏特勒支省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時也是該省的省會。
其為蘭斯台德地區最東邊的城市，也是荷蘭第四大城市，2009 年人口超越 300,030，如果
包括周邊連接的宰斯特、尼沃海恩、Vianen 等城鎮，則總人口可達到 457,746。
烏特勒支的很多建築物都是中世紀以後留下的古蹟，同時也是 18 世紀之後荷蘭的宗教中心，
目前以烏特勒支主教座堂最為出名，同時烏特勒支主教也是羅馬教廷在荷蘭的天主教領袖。
第十二天 阿姆斯特丹 / 新加坡 / 台北
浪漫的歐洲總讓人充滿得無限的遐想，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阿姆斯特丹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
第十三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歐洲風景影像，趕緊回到溫暖的小
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