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全自駕德比荷 21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法蘭克福 

02  法蘭克福---烏茲堡 

03  烏茲堡---紐倫堡 

04  紐倫堡---羅騰堡 

05  羅騰堡---斯圖加特 

06  斯圖加特 

07  斯圖加特---史特拉斯堡(科瑪之旅) 

08  史特拉斯堡---海德堡 

09  海德堡---盧森堡 

10  盧森堡---布魯塞爾 

11  布魯塞爾---根特---布魯日 

12  布魯日---小孩堤防---鹿特丹 

13  鹿特丹---烏特勒支---梵谷森林 

14  梵谷森林---阿姆斯特丹 

15  阿姆斯特丹 

16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之旅) 

17  阿姆斯特丹---科隆 

18  科隆---萊茵河谷(建議搭船段 Boppard---St.Goar 後搭火車返回 Boppard 開車) / ---

呂塞爾斯海姆---法蘭克福機場(今日還車) 

19  法蘭克福機場(市區觀光) 

20  法蘭克福 / 台北 

21  台北 

 

報價 : 三人成行 --- 每人 NTD 88,0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以上報價不含租車費用 / 租車請上本公司官網***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4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中華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四星級旅館共 18 晚 (三人一室 / 含早餐)  

03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04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21 天) 
 

第一天  台北 / 維也納機場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

前該帶的物品噢！今晚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

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德國第一工商大城—法

蘭克福。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

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歐洲之旅。 

 

第二天  法蘭克福---烏茲堡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法蘭克福，隨後開車前往

烏茲堡，烏茲堡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邦美因河

畔的非郡轄城市（德語：kreisfreie Stadt）。

它也是下法蘭克尼亞地區政府以及烏茲堡郡政

府（Landratsamt Würzburg）的所在地。烏

茲堡因是聖基利安的殉教地，而在中世紀作為

司教領十分繁榮。烏茲堡官邸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世界最大的印刷機企業也位於這裡，也設

有多家中小企業和工廠。 

第三天  烏茲堡---紐倫堡 

 

今日上午開車前往紐倫堡，隨後紐倫堡後市區

觀 光 ： 城 市 中 的 皇 帝 堡 ， 或 稱 凱 薩 堡

(Kaiserburg)，是 12 世紀由霍恩斯陶恩家族的

皇帝腓特列巴羅沙所建立，是紐倫堡內的重要

景點，聖羅倫斯教堂，也是老城區內著名的教

堂，另中央廣場上的美之泉、杜勒之家…都是值

得參觀的景點。 

 

第四天  紐倫堡---羅騰堡 

 
今日前往羅騰堡。羅騰堡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是德國南部著名的旅遊路線--羅曼蒂

克大道(Romantishe Strasse)中的一個城市。這

座城市雖然非常的小，但是卻是一個保存非常

良好的古城。城裡古蹟非常的多，景色古色古

香，讓人恍如置身在幾百年前的中古時代。來過

此地一遊的人無一不讚嘆這個城市的美麗！ 

 

 

 

 

 

 



 

第五天  羅騰堡---斯圖加特 

 今日上午前往斯圖加特。斯圖加特是一富足且

璀璨的城市，並且是一以賓士為榮的城鎮，此

外也是德國西南部的一片人間淨土。這裡除了

有蔥鬱茂密的黑森林之外，還以萊茵河與法國

相鄰，南邊有一壯麗廣闊的波登湖。如此多的

美麗景致，全都在斯圖加特裡，也為斯圖加特

增添了許多的浪漫氣息。 

下午您可前往著名的路德維希堡宮參觀：路德維希堡宮是德國最大的巴洛克式宮殿建築之

一。18 世紀初期符騰堡公爵艾博哈特路德維希開始在這裡修建法式巴洛克風格的王宮。

路德維希公爵最初只是計劃在這裡建造夏季行宮，它於 1704 年動工。效仿德意志其他一

些王宮，路德維希公爵希望通過建立一座城市來增強他的王權，所以接下來他陸續建立了

狩獵行宮（1713-1728）、路德維希堡宮（1718-1723）和孟瑞伯斯宮（1764-1768）。 

 

第六天  斯圖加特 

 今日您可參觀保時捷博物館全新保時捷博物館

已於 2009 年元月 31 日正式與大家見面！您

可一覽其大膽前衛的外觀設計。全新保時捷博

物館佔地 5,600 平方公尺的展示空間由三座強

化水泥基柱所支撐，看起來就像是懸浮於半空

中一般凌動韻逸。 

下午您可在火車站正前方最熱鬧的購物大街—國王街好好享受購物樂趣。國王街是斯圖加

特的旅遊中心，一到兩公里的徒步區中，不管是精品店、餐廳、藥局、百貨公司、家電用

品店等，應有盡有。不間斷的徒步區，讓你在逛街購物的時候，不需要擔心自身的交通安

危，並且可以在此區邊逛街，邊享受美食。 

 

第七天  斯圖加特---史特拉斯堡(科瑪之旅) 

 
今日前往史特拉斯堡法語意指「街道城堡」位

於法國國土的東端，與德國隔萊茵河相望，是

法國亞爾薩斯大區和下萊茵省的首府。史特拉

斯堡的歷史中心位於伊爾河兩條支流環繞的大

島，這一區域擁有中世紀以來的大量精美建

築，包括史特拉斯堡大教堂，1988 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首次

有一個城市的整個市中心區域獲此榮譽。 

史特拉斯堡市人口約 27 萬，而若計及周邊市鎮構成的城市圈則人口超過 64 萬，是法國

東北部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法國人口第七多的城市。舊城區、小法國區….都是值得您細

細品嚐的區域。 

 

 

 

 

 

 



 

第八天  史特拉斯堡---海德堡 

 今日上午前往德國最著名的古老大學城—海德

堡，海德堡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傳統和現代混合

體。過去它曾是科學和藝術的中心，如今的海

德堡延續傳統，在城市內和城市附近建有許多

研究中心。海德堡不僅有著引以為榮的中世紀

城堡，歐洲最古老的教育機構之海德堡大學亦

座落其中。 

自古以來即是以學生之城聞名，許多藝術家及詩人都造訪過此地，最有名的詩人歌德的愛

情故事便是在此發生。舊城狹小的街道、古橋、教堂、海德堡大學、古堡與大酒桶都是您

不可錯過的景點。 

 

第九天  海德堡---盧森堡 

  

今日上午前往盧森堡，盧森堡的面積大概為台

北市和新北市的加總，是歐洲大陸唯一的大公

國，也是繼布魯賽爾和史特拉斯堡後被稱為歐

盟第三首都。盧森堡市中心被河流切穿，一邊

為新城；一邊為舊城， 老城區整個倚附在峽

谷懸岩上，站在市中心就可以看到低地的堡壘

和河谷，高聳的綠樹生長在峽谷中，整座城市

猶如置身在森林，環山面水的地理環境，面積

雖小卻充滿風情。 

 

第十天  盧森堡---布魯塞爾 

 
今日上午前往布魯賽爾，隨後市區觀光：原子

模型紀念塔---此為萬國博覽會的會址，與象徵

性建築之所在。隨後您可參觀布魯賽爾最老的

市民---尿尿小童雕像，據說是布魯塞爾的城市

救星，也是比利時這個國家的小天使、黃金廣

場是被浪漫派大師--雨果譽為全歐洲最美的廣

場之一、市政廳廣場及周邊金壁輝煌的建築，

烘托的更美觀而雄偉，令人激賞。 

黃金廣場旁邊的貝爾長廊 Galeries Saint-Hubert 建於 19 世紀，和米蘭的艾曼紐二世拱廊

有一曲同工之妙，商場內有許多的巧克力店、古董與精品，來到巧克力王國比利時，別忘

了買一塊巧克力品嘗看看。 

  

第十一天  布魯塞爾---根特---布魯日 

 ★ 根特市中心 Ghent City Center  

根特是比利時佛萊明大區的一個自治市，也指

這個自治市中的根特城。中世紀時，因為羊毛

和亞麻產業發展蓬勃，根特成為歐洲最大的城

市之一。當時根特也具有儲存糧食的權利。16

至 18 世紀末根特遇上了經濟方面的挫折。如

今棉花產業卻讓根特變成歐洲的第一座工業城

市之一，也是比利時第二大自治市。 



 

 ★ 根特鐘樓 Het Belfort van Gent    

根特鐘樓高 91 米，是比利時根特俯瞰老城區

中心的三座中世紀塔樓之一，另外兩座屬於聖

巴夫主教座堂和聖尼閣老教堂。 根特鐘樓的

建設始於 1313 年，1380 年完成。它不僅用

於報時和警報，也曾用作瞭望塔。 根特鐘

樓，連同其附屬建築，作為比利時和法國的鐘

樓的一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 

 

★ 聖巴夫主教座堂 St. Baafskathedraal 

該建築建立在木結構的聖若翰洗者小堂的基礎

上，後者於 942 年由圖爾奈和努瓦永主教

Transmarus 祝聖。1038 年，小堂擴建為羅曼

式建築風格。原始結構和此次擴建的痕跡在地

穴仍很明顯。在隨後的 14 至 16 世紀期間，逐

漸擴建為哥德式建築風格，到 1569 年 6 月 7

日完成。 1539 年，由於反抗查理五世，老修

道院遭解散，成為聖巴夫教堂。1559 年天主

教根特教區成立時，該教堂成為主教座堂。聖

巴夫教堂是查理五世受洗的地點。 

今日穿越邊界，您可穿越時空隧道來到中世紀風味洋溢的古城--布魯日，市中心的馬克廣

場及矗立一旁的鐘樓是遊覽的最佳起點，聖血教堂的神蹟傳說則更添布魯日的傳奇色彩，

您可安排一趟運河遊船，將各式美麗的建築與河景一次看盡， 

  

第十二天  布魯日---小孩堤防---鹿特丹 

 
★  小孩堤防，是荷蘭境內唯一能夠一次看到

19 座風車並列的地方。此處也已經被列為世

界遺產。鹿特丹（Rotterdam）是歐洲最大的

港口和荷蘭第二大城市。同時，它也是一個低

於海平面的城市，40%的面積都低於海平面。

在這個城市裡，大部分的建築都在二戰中被摧

毀。戰後，人們開始修復和重建了一些建築

物，同時還新建了許多著名的現代化建築。因

此，它還被譽為“歐洲較現代化的城市。  

第十三天  鹿特丹---烏特勒支---梵谷森林 

 
De Hoge Veluwe 區域原本是庫勒慕勒

(Kröller-Müller)家族的私人財產，現在則是荷

蘭境內最大的自然國家公園，公園內保存有大

片的森林、獵野荒地、草原、浮動沙地、沼澤

等等，自然景觀美不勝收！ 

De Hoge Veluwe 森林國家公園又有「梵谷森林」之稱，因為它除了擁有荷蘭境內最大的

森林保護區外，公園內的庫勒慕勒美術館(Kröller Müller Museum)因珍藏許多梵谷的作

品而聞名世界。庫勒慕勒美術館是一座融合自然、藝術與建築的結晶。，環繞博物館四周

的更是歐洲最大的雕塑公園，展示許多著名雕塑家的作品。 



 

De Hoge Veluwe 森林國家公園位於阿培爾頓(Apeldoorn)、亞能(Arnhem)與愛德(Ede)

三大城市之間，由於這三個城市都有火車站，是自助旅行者前往 De Hoge Veluwe 公園

的重要轉車點(轉搭公車)。阿培爾頓與荷蘭皇室有相當的淵源，現任女王的祖母 — 「威

賀米娜(Wilhelmina)女王」卸任後，晚年即在此定居。而當地著名的羅宮(Paleis Het Loo)

曾是荷蘭皇室最喜愛的夏宮，現在則對外開放供遊客參觀。 

亞能雖然是個自然寧靜的小鎮，但卻也是荷蘭第五大的購物城，位於近郊有一座「荷蘭民

俗村(Nederlands Openluchtmuseum)」，展示荷蘭人 300 年來的傳統生活情形，除了將

古老建築的原貌完全呈現外，最有趣的是還有真人演出荷蘭各地傳統的居家生活作息。 

 

第十四天  梵谷森林---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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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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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 

水壩廣場(Dam) 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水壩廣

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活力的地方，這裡飄散著

咖啡的氣息、麵包的香味，很多人買一杯咖

啡，安坐在路旁，觀賞街頭藝人精彩的表演。

水壩廣場建於 12 世紀末，廣場上的市政廳則

在 1648 年開始興建，至今仍然是水壩廣場上

最顯眼的地標。1808 年法國佔領荷蘭時，路

易拿破崙(Louis Bonaparte)更選址市政廳作為

他的住所，更改名為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廣場上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建築物，

是為了紀念二次大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犧牲者

所設立的人民紀念碑(Nationaal Monument) 

 

阿姆斯特丹王宮 :（荷蘭語：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 或 Paleis op de Dam）位於荷

蘭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是依據議會法案荷蘭

王室的三座宮殿之一（另兩座是豪斯登堡宮和

努兒登堡宮），根據國會法案由威廉-亞歷山大

使用。 



 

  

第十六天  阿姆斯特丹 (羊角村之旅) 

 今日建議您可前往羊角村 Giethoo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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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稱「荷蘭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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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天  阿姆斯特丹---科隆 

 

萊茵河畔的科隆市是德國第四大城市，萊茵地

區經濟文化和歷史中心，也是德國內陸最重要

的港口之一。科隆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是

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科隆在二戰期間遭到

嚴重破壞，今天以其文化和建築遺產及許多重

要的國際性活動而聞名。 

這是一座古老而優雅的城市，也是一座現代化氣息極強的大都市。西元前羅馬人就在此建

立城市，中世紀時又迎來空前的發展，成為德國一個重要的教會、藝術和教育中心。科隆

還以當地的「科隆啤酒」（Kölsch）聞名，Kölsch 也是科隆方言，一句笑話說 Kölsch 是

世界上唯一能喝的語言。科隆也是科隆香水或古龍水的發源地。科隆城市內勝跡眾多，風

景優美，最著名的大教堂是科隆當之無愧的一塊瑰寶。 

 

第十八天  科隆---萊茵河谷---法蘭克福 

 
上午搭車前往呂德斯海姆。有「酒城」之稱的

吕德斯海是萊茵區的中心區，也是葡萄酒區，

可參觀位於車站不遠處的葡萄酒博物館參觀。

也可搭上城裡的纜車也可眺望整個呂德斯海姆

的美景。下午搭乘萊茵河遊船，萊茵河是德國

最具經濟價值的河流，全長 1232 公里，並流

經列支敦斯登、奧地利、德國、法國和荷蘭，

而萊茵河中上游河谷已被列為世界遺產。 

 

 

 



 

第十九天  法蘭克福 (市區觀光) 

 今早，可搭地鐵前往參觀新凱旋門，新凱旋門

位於巴黎拉德芳斯區，是座仿凱旋門形式的新

拱門，乃為了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而建，

於 1984 年起建，1989 年完成，同年的新興

工業國元首會議亦即在其最高樓舉行。高 110

公尺，寬 106 公尺的中空巨大立方體拱門，拱

門內部是三十五層的大樓，是凱旋門二倍大。 

新凱旋門頂層設有畫廊、會議中心…等等，還可遠眺整個巴黎，如果您有興趣，膠囊造型

透明玻璃的電梯可將您直接送至頂層上頭喔。一旁則是巴黎最著名的購物中心。這邊也很

容易可找到各式餐廳用餐。手上是否還有一串的購物清單仍未達成任務呢？今日您可在巴

黎最有名的歌劇院購物區好好血拼一翻，提醒您可別忘記在法國同一家商店同一天購買超

過 175 歐元，便可辦理退稅喔。 

 

第二十天  法蘭克福機場(市區觀光) / 台北 

法蘭克福位於德國西部的黑森邦，是萊茵水系美茵河岸的大城，也是德國中部與西南各邦

人口最多的城市。法蘭克福萊茵-美茵國際機場為德國規模最大的商用民航機場，法蘭克

福因此成為進出歐洲的重要門戶。 

法蘭克福是歌德的誕生地，這位德國最受景仰的人文思想家，他的名字與德意志文化的傳

承及傳播緊緊相連。法蘭克福大學即以歌德之名為大學命名，德國政府也在世界各地成立

「歌德學院」致力於德語教學。歌德在德語文化世界具備國粹瑰寶的地位，讓法蘭克福這

座城市散發著與有榮焉的光彩。 

 

第二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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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