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丹麥、德國、荷蘭自由行十二之旅】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哥本哈根 
02 哥本哈根(市區觀光) 
03 哥本哈根(建議克倫堡 Kronborg + 腓特烈城堡 Frederiksborg Slot) 
04 哥本哈根----火車----漢堡 
05 漢堡 
06 漢堡(詩威林 Schwerin 之旅） 
07 漢堡---科隆 
08 科隆---阿姆斯特丹 
09 阿姆斯特丹 
10 阿姆斯特丹(庫肯霍夫花展之旅) 
11 阿姆斯特丹 /台北 
12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7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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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項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2 天) 
報價包含 : 

01 台北 / 歐洲來回荷蘭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9 晚 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哥本哈根 24 小時 CITY PASS(可往返機場)  

04 哥本哈根---漢堡火車二等艙  

05 漢堡---詩威林火車一日票  

06 漢堡---科隆火車二等艙 

07 科隆---阿姆斯特丹火車二等艙 

08 庫肯霍夫花展門票及交通票券  

09 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車站---機場火車票  

10 伍佰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1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第一天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哥本哈根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噢！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

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北之旅的第一站---有童話王國之稱的丹麥---哥本哈根。 

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北歐之旅。 

 

第三天  哥本哈根 

班機於今天中午抵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展開市區觀光：首先您可先前往港口區參觀：舉

世聞名的美人魚銅像及最富動感的女農神噴泉等景色。接著前往丹麥王室居住的安瑪麗堡皇

宮、克麗斯汀堡、國會；接著參觀安徒生銅像、著名的市政廳，市政廳廣場上的鐘樓，正是

哥本哈根的地標，著名的行人徒步區就在旁邊，斯洛多耶街、著名品牌 GEORGE JENSEN 銀

飾、丹麥皇家瓷器、丹麥名鞋 ECCO、好吃的丹麥酥餅店等，可以盡情的感受北歐的設計品

味或轉到小巷裡，體驗追尋古董的樂趣。 

 

第三天  哥本哈根(建議克倫堡 Kronborg + 腓特烈城堡 Frederiksborg Slot) 

今日建議前往克倫堡，克倫堡由國王 Frederik II 於 1574~1585 年建造，莎士比亞筆下的

《哈姆雷特》以該城堡為背景而聲名大噪，吸引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2000 年時被列入世界遺產，是北歐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城堡，也是丹麥最有名的城堡，每

年約有二十萬的遊客來此參觀。 

隨後前往位於哥本哈根北部 Hillerød 的城堡，由國王腓特烈二世 (King Frederik II) 於

1560 年建造，城堡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現有城堡則是由腓特烈二世的兒子克里斯帝安四

世 (Christian IV) 在 1600~1620 間接續建造而成。這北歐最壯麗城堡是荷蘭文藝復興時期

風格的建築，有北歐的凡爾賽宮之稱。1859 年大火後重建，藉此機會改為供旅人參觀的國家

歷史博物館。展示有歷代國王的肖像和相關歷史的繪畫，還有華麗的宴會大廳及房間，漫步

其中可了解到中世紀至今的發展，來趟不一樣的文化體驗。 

 

第四天  哥本哈根---漢堡 

今日搭乘火車前往--漢堡。漢堡是僅次於首都柏林的第二大城，也是德國的第一大港、全歐

僅次於荷蘭鹿特丹的第二大港，是一個古老建築與水渠相互輝映的美麗港都。 

漢堡中央車站，是屬於貫穿式的，兩側穿堂高於月台的設計，更是漢堡車站的特色，讓人有

最佳的平台可以靜靜觀看車站內川流不息的車潮與人潮。 

 

第五天  漢堡 

漢堡是德國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文化與藝術之都。易北河、畢勒河流經市區，與多個港灣 、

湖泊 、運河水道及兩千多座橋樑，構成媲美水都威尼斯的風情，是德國最美麗的水都。城市

之中的美景與河流上的倒影相戶輝映著，成為了漢堡很引以為傲的景致之一 。十四世紀時因

為漢薩同盟的興盛，所以奠定了漢堡成為波羅的海地區貿易大港的地位，因此「水」對漢堡

來說代表著希望無窮的意思。 

漢堡現在在德國的地位，已不再只是一個城市，而是德國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邦之一。除此之

外，漢堡市中心的內阿斯特湖以及周邊的水道，將整座城市照得發亮，水水亮亮的美麗都市

當屬漢堡所有。也因此處處可見美景，其間還穿插有購物區、精品街等，更顯得光鮮亮麗。

當然除了這些美麗、精緻的市中心景點之外，在自由開放的港都，也有遊客不能錯過的紅燈

區，這是漢堡市港區特有的另類風情。爾後參觀位於阿斯塔運河畔，完成於 19 世紀後期新

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的市政廳及聖米歇爾教堂。 

市政廳的建築是一棟新文藝復興式建築 ，表面雕工細緻 ，左右對稱的建築特色也很吸引人， 

幾何造型美麗的尖塔 ，呈現出了市政廳的壯觀 ，屋頂的銅綠磚瓦 ，亦顯露出歷經歲月的風



 

華。聖米歇爾教堂高約 132 公尺，18 世紀時曾是世界最高的教堂。搭乘電梯上觀景台，讓您

可以盡覽整座城市與海港全景。    

 

第七天  漢堡---科隆 

上午搭車前往柯隆，下午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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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大教堂是科隆的驕傲，也是科隆的標誌，它與巴黎聖母院、羅馬聖彼得大教堂並稱

為歐洲三大宗教建築。 

 

第八天  科隆--- 阿姆斯特丹 

上午搭車前往阿姆斯特丹，下午全日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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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天  阿姆斯特丹 

今日您可前往風車村-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其在阿姆斯特丹北方 15 分鐘車程外，便可

看到 Zaandam 區的風車朝氣蓬勃地轉動著。在荷蘭想看風車？最理想的去處之一就是桑斯

安斯，Zaanse Schans 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但對於 17~18 世紀的荷

蘭人而言，卻是生活與工作的場所，在這裡可以看到荷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碾磨製

造顏料的木材。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充滿荷蘭風味之綠色街坊及白色蕾絲窗簾的住宅區，在

此參觀荷蘭著名的乳酪工廠的乳酪製造過程。下午返回阿姆斯特丹繼續市區觀光 

 

第十天  阿姆斯特丹 (庫肯霍夫花展之旅) 

每年春天，庫肯霍夫公園就變成了一場視覺的饗宴。上百萬的鬱金香和其他球莖花卉爭奇鬥

豔。這是一種適合所有年齡層的美妙體驗，也是一個值得用相機紀錄的精彩美景。公園裏，

錯落有致的?色迎面而來，鬱金香與其他球莖花卉佈滿 80 公畝大的土地，展現傳統和現代的

景觀園藝。在展覽館中展出的花卉更是獨一無二。令人讚嘆的巧思、潮流與特色皆可作為花

園造景的靈感。 

15 世紀時，庫肯霍夫（Keukenhof）這個地方原本是一位女伯爵 Countess Jacoba van 

Beieren 的狩獵領地，當時女伯爵在後院種植了蔬果草藥等烹調食用的植物，而將這個地方



 

命名為 Keukenhof。所以庫肯霍夫在荷蘭文的原義是：「廚房花園」，也就是「keuken(廚

房)」與「hof (花園)」兩個字合起來的意思。 

一直到 1949 年，一群來自麗絲(Lisse)的花農為創造一個開放空間式的花卉展覽場地，於是

計畫將庫肯霍夫這個地方規劃成可以讓花朵自然生長、吐蕊的花園，而後來參加的花卉業團

體越來越多，花卉的種類也因這些人的投入，培育出更多的品種。每年 9 月底至初霜來臨之

前，庫肯霍夫公園會種下 7 百萬顆不同花種的球莖，其中鬱金香就有約 1,000 多種，在花農

的細心照料照顧下，以期待隔年春天一片片花海，數百萬花朵齊綻放爭、奇鬥艷的壯觀美景。 

 

第十一天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皇家之都--海牙(Den Haag)觀光，西元 1248 年，威廉二世伯爵選擇了海

牙作為他居所，在 Biennehof(今天荷蘭的國會議事堂)建造了城堡，因此海牙被命名為 

's-Gravenhage (荷蘭人俗稱它為 Den Haag、法國人稱它為 La Haye，英國人則稱它為 The 

Hague)，意指「伯爵家的樹籬」。雖然荷蘭的首都位於阿姆斯特丹，但是海牙才是荷蘭的政

治中心，許多的政府機構、國會議事堂、大使館、國際組織等，包括現任女王碧翠絲(Beatrix)

與皇室家族的官邸都設於海牙。所以，海牙又有「皇家之都」的稱號。 

海牙同時也是歐洲最綠意盎然的城市一。夏季時分，海牙雕塑學會都會沿著 Lange Voorthout

街道，陳列各種藝術雕像，整齊的樹列與訴說著生活各種面像的雕塑，將原本單調的小徑轉

化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館。或許就是皇家的雍雅氣質與綠色的寧謐氣氛，讓海牙幾世紀以來不

被複雜的社交活動與繁忙的商業活動而污染。她永遠能夠為來此參加國際性會議、商展的人

們提供一悠閒的環境，好讓他們工作之餘，放鬆一下。 

任何對建築有興趣的人來到海牙，一定可以找到很多而且廣泛的建築型式，包括古典、近代

與摩登等各種型式，但這些建築群並不互相衝，反而呈現融合而協調的特殊景致。例如︰海

牙的市政大廳、國會議事堂、和平宮等等。另外，海牙還擁有荷蘭最熱門的海濱渡假勝地 -

「席凡寧根」。從海牙市內搭公共電車只需 10 分鐘，就可抵達席凡寧根(Scheveningen)海

岸的休閒區。傍海而建的宮殿式大飯店 -「Kurhaus」，自古代即是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

四週有娛樂場和劇院，名牌商品完備的購物街等，可充份享受到舒適的休閒生活。 

搭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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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夜宿機上。 

 

第十二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丹麥、德國、荷蘭之旅。期待下次有再為您服務的機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