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芬蘭丹麥樂高樂園德國 15 天親子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1 台北/阿姆斯特丹  
2 阿姆斯特丹/赫爾辛基  
3 白天赫爾辛基/夜臥火車至羅凡聶米  
4 聖誕老人村  
5  (需轉機)歐陸段飛機羅凡聶米/哥本哈根  
6 哥本哈根  
7 哥本哈根火車---(+巴士)樂高樂園  
8 "樂高樂園(2 天樂園+早餐+2 晚住宿)加訂 Lego House 門票 

指定城堡飯店(龍騎士房型)" 
9 樂高樂園火車+巴士回哥本哈根 
10  哥本哈根-漢堡 
11  漢堡,獅子王音樂劇(20:00 座位區:PK1) 
12  漢堡 ICE 到柏林  
13  柏林  
14  柏林 晚班機回台  
15  台北  

報價 : 三人成行 --- 每人大人 NTD 107,000  小朋友 NTD 9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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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項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5 天) 
1 台北/歐洲經濟艙來回機票含稅  

2 表列旅館共 9 晚 3 人一室含早餐   

3 赫爾辛基到羅凡聶米夜臥火車(上層需衛浴)  

4 羅凡聶米到哥本哈根歐陸段機票含稅 

5 哥本哈根 48 小時 CITY PASS(機場可用)  

6 哥本哈根---火車到樂高樂園(指定 2019 春季開幕城堡飯店)指定:龍騎士房型 

7 樂高樂園門票(樂高 2 晚住宿含早餐+樂園套票) 

8 Lego House 門票  

9 樂高樂園---火車到哥本哈根 

10 哥本哈根---火車到漢堡 

11 獅子王門票(座位區:PK1)  

12 漢堡 ICE 火車---柏林  

13 柏林中央火車站機場接送  

14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5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16 全程 2 人一台 WIFI 分享器(每日 2.5GB)用完降速,傍晚恢復    

17 赫爾辛基機場-市區巴士    

 

 

 

 

第 1 天  台北 / 阿姆斯特丹 / 赫爾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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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

明天開始精彩的芬蘭丹麥德國之旅。 

 

 

第 2 天   赫爾辛基市區觀光 

今日下午飛機抵達赫爾辛基，隨後市區觀光 

赫爾辛基主教座堂( Helsingin tuomiokirkko)  

赫爾辛基主教座堂（芬蘭語：Helsingin tuomiokirkko；瑞典語：Helsingfors domkyrka）

是芬蘭信義會赫爾辛基教區的主教座堂，位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市中心的議院廣場上，左

右兩邊分別是芬蘭總理府，赫爾辛基大學主樓和國家圖書館，它也是赫爾辛基坐標性建築。

這座教堂最初尊崇的是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直到 1917 年芬蘭獨立，都稱為「聖尼古拉教

堂」。 

德國建築設計師卡爾昂格斯在 1830 年主持修建了赫爾辛基主教座堂。但是在 1840 年時，昂

格斯病死於赫爾辛基。1840 年後，赫爾辛基大教堂剩下的工作由他的學生繼續完成修建。在

1853 年，赫爾辛基大教堂舉辦了首次獻堂典禮。赫爾辛基大教堂有一個綠色的大圓頂，周圍

是四個小圓頂，上方有 12 位聖徒的雕像。由於赫爾辛基大教堂以白色為主，所以在舊時候，

出海的水手看到教堂就代表了離赫爾辛基越來越近。所以，赫爾辛基又被稱為「白都」。在

今天，每到重要節日，在大教堂前的議院廣場都有盛大的集會或是遊行，構成赫爾辛基市中

心的一道獨特風景。教堂興建於 1830-1852 年，新古典主義風格，能容納 1300 人。構成議

會廣場的高潮，周邊環繞著其他許多建築。教堂平面為對稱的希臘十字形，四面都有柱廊和

三角楣飾。主入口位於西側，祭壇位於東側。四個小圓頂模仿了聖彼得堡的聖以撒大教堂。

今天，大教堂是赫爾辛基的主要景點之一。 

 

芬蘭國家劇院( Suomen Kansallisteatteri) 

芬蘭的國家劇院，位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鐵路廣場。芬蘭國家劇院成立於 1872 年，當時

位於波里，是芬蘭歷史最久的一家芬蘭語專業劇院。在 1902 年之前，名為芬蘭劇院，之後

遷址至赫爾辛基，改名為芬蘭國家劇院。 

 

赫爾辛基動物園(Helsinki Zoo) 

芬蘭人稱為 Korkeasaari，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動物園之一。成立於 1889 年，現有 150 餘種

動物和 1000 餘種植物。赫爾辛基動物園是少數設立在島上的動物園。保護瀕危物種是這個

動物園最重要的使命，他們在歐洲成立了一個保護瀕危物種的團體。許多瀕危物種不得不待

在動物園裡，野外的生存環境對它們來說太有威脅性了。 

※開放時間:10:00-18:00/門票:大人 12 歐元，小孩 6 歐元 

 

 



 

第 3 天  赫爾辛基--夜臥火車--諾凡聶米 

今日上午繼續赫爾辛基觀光，晚上搭臥鋪火車前往羅凡聶米 

赫爾辛基集市廣場(Kauppatori)  

是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一個中心廣場，是該市最著名的集市和旅遊景點之一。集市廣場靠近

赫爾辛基的中心，愛斯普拉納地街的東端，南面瀕臨波羅的海，東面是卡塔亞諾卡。集市廣

場有輪渡碼頭，全年開往芬蘭堡。海鷗已經成為集市廣場的威脅，俯衝下來從不知情的遊客

手中搶奪零食和雪糕。 

烏斯佩斯基大教堂(Uspenskin Katedraali) 

是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一座東正教堂，尊崇 「聖母安息」，由俄國建築師設計，興建於

1862-1868 年。 

教堂位於卡達亞諾伽半島的山坡上。在教堂背面，有紀念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牌匾，他

是興建教堂時的芬蘭統治者。聖母升天主教座堂是芬蘭東正教會赫爾辛基教區的主教座堂，

自稱是西歐最大的東正教堂，儘管芬蘭屬於北歐。 

靜默禮拜堂(Kamppi Chapel of Silence)  

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崗比（Kamppi）區納林卡（Narinkka）廣場上，有一座造型最為獨特、

最為醒目、最不像教堂建築而恰恰是教堂的現代建築---靜默教堂。 

2008 年，建築設計事務所 K2S 贏得了城市規劃局發起的建造位於崗比的教堂的設計競賽，

建設工作於 2011 年開始。“建築的願景基於安寧的主題”，其建築師之一-- Mikko 

Summanen 說，“我們不希望教堂受到外部世界的侵擾。”走進教堂的人可以專註於最為本

質的東西，在這裏，氣氛是很重要的。整幢建築由形式和材料（樅木和赤楊 ）以及光線為主

導，共同營造出神聖的氛圍。 

木質的靜默教堂從周邊以石料、金屬和玻璃為材料建成的酒店和購物中心中凸現而出，那迷

人的木結構吸引了成千個每天路過那裏的行人。靜默教堂提供了一個聖殿，讓你得以傾聽自

己靈魂的聲音，或只是註視這一可容納 70 名會眾的建築的內部之美。 

岩石教堂(Temppeliaukion kirkko)  

岩石教堂又名坦佩利奧基奧教堂，是赫爾辛基最著名的景點之一，位於赫爾辛基市中心坦佩

利岩石廣場，由建築師蘇馬連寧兄弟精心設計，建成於 1969 年，是世界上唯一建在岩石中

的教堂。 看不到一般教堂所具有的尖頂和鐘樓，只有一個直徑 20 多公尺的淡藍色銅製圓形

拱頂。  

教堂入口設計成隧道，內部牆面仍為原有的岩石，屋頂採用圓頂設計，有一百條放射狀的樑

柱支撐，鑲上透明玻璃，使用自然採光，明亮而不似身處岩石內部。  

教堂可同時容納 940 人，在週日早上定時舉行禮拜，這裡也是舉行婚禮的理想地。此外，巖

壁的回音作用下，教堂音響效果非常好，常有音樂會在這裡舉行。 

 

 

第 4 天   諾凡聶米(聖誕老人村) 

火車於今日上午抵達諾凡聶米，前往旅館寄放行李後，前往聖誕老人村。芬蘭聖誕老人村

（Santa Claus Village）是全世界最快樂而且最具童話色彩的小鎮，也是聖誕老人的故鄉，

每年有超過百萬位旅客遠道而來，為的就是滿足曾經兒時夢想，感受愉快難忘的聖誕氣氛。

雖然芬蘭聖誕老人村一年 365 日都開放，但聖誕節當然是與白雪皚皚的風景最配搭。來到聖

誕老人村有 4 件事是必做的。一，跨越北極圈線；二，在護照蓋上「抵達北極」的印章；三，

寄聖誕卡；四，與聖誕老人合照。 

跨越北極圈線:在聖誕老人村入口位置的地上畫有一條粗白色線，寫上北緯 66 度 33 分，其實

這線正是北極圈的分界線，過了這條線以北的地方便屬於北極範圍。許多遊客都會在線上跳

來跳去，在北極進進出出。需支付額外費用，遊客便可以在北極圈分界線拍照留念並贈獲「抵



 

達北極」證書一張。另外，遊客還可以到聖誕老人村內的旅遊諮詢中心支付額外費用，讓工

作人員在你的護照蓋上「抵達北極」的印章以作紀念。 

聖誕老人辦公室與聖誕老人拍照:聖誕老人辦公室天天開放，每天上午 10 點半，聖誕老人便

會準時坐在這裡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小孩子們，回答他們千奇百怪的問題，給他們講故事，

唱聖誕歌，一起玩遊戲，為他們送上美好的祝福。令人驚喜的是原來聖誕老人通曉世界各國

的語言，還會用嫻熟的中文與你問好呢，令人倍感親切。 

聖誕老人郵局:聖誕老人辦公室的對面就是聖誕老人郵局，這裡可是芬蘭最繁忙的郵局，每年

聖誕老人都會收到來自世界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數以百萬封的信。聖誕老人會盡可能的回信

與世界各地的孩子保持密切聯繫，在信中除了寫上節日問候之外，還會記錄一段關於聖誕節

的故事。 

※聖誕老人村開放時間:10:00-17:00(免費入場) 

 

 

第 5 天   諾凡聶米---哥本哈根(下午飛機/傍晚抵達) 

今日上午繼續諾凡聶米市區觀光，下午搭乘飛機前往哥本哈根，建議於飯店附近老城區觀光 

北極圈科學博物館（Arktikum），展示北極圈內的人文及地理特。走進館內，天頂上有白鳥

的標本，好像活生生的在天空飛翔歡迎著我們，博物館的設計採用北歐式的玻璃採光，盡量

利用大自然的光線節約燈光照明，設計線條相當簡練而有獨到之處，走廊上有全世界最大的

紫水晶礦石，還有海豹皮做的裝飾藝術，都深深吸引著我們。館內展示在北極圈內可以見到

北極熊、麋鹿、野兔、白貂及其他許多我們不常見到的動物。芬蘭的原住民是 Sami 人，Sami

人分布區域東從俄國的 Kola 半島，西至挪威北方，在芬蘭人口大約有四千人，相傳是六千年

前由東方遷徙而來的民族，傳統的服飾別具一格，因為是這樣的特別，帶領拉普蘭成為一個

具有獨特文化風味的地方。 

※開放時間:10:00-18:00 

※門票票價：大人 13€,7 歲以下兒童免費 

羅瓦涅米教堂(Rovaniemi Church) 

是當地最主要的教堂之一。現在所看到的此教堂完工於 1950 年，之前的教堂建築在 1944

年的全城轟炸中被摧毀。戰後，在瑞典和美國經濟上的大力支持下才建成了現在的羅瓦涅米

教堂。新建的羅瓦涅米教堂由建築師波特爾•李杰奎斯特（Bertel Liljeqvist）設計建造，高達

43 米，寬度為 18.5 米，其顯著的尖塔則高達 54 米，整體造型異常精美；尤其是在冬季，皚

皚白雪覆蓋著這個北極城市，高聳的羅瓦涅米教堂更加給人以一種神聖、莊嚴的寧靜。整個

教堂可容納 850 人，其內部精美的裝飾由藝術家安啼•薩門林娜（Antti Salmenlinna）完成。

教堂聖壇後面有一幅高達 14 米的壁畫，被稱為生命的起源，由愣納特•塞格斯塔勒（Lennart 

Segerstr&#229;le）教授於 1951 年繪製，極具欣賞和歷史價值。教堂內還有一架由克里斯

坦森風琴工廠生產的 45 鍵風琴，於 1987 年安置在這裡，同樣值得走進觀看。 

下午搭飛機前往哥本哈根，哥本哈根老城區景點: 

安徒生銅像 (Odense) 

丹麥童話大師漢斯•克里斯丁•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出生在奧登

塞，但是在 14 歲來到了哥本哈根，開始了創作生涯。在哥本哈根生活期間，安徒生創作了

很多經典作品。城市對他的啟發很大，比如哥本哈根位於新港的皇家劇院給了他很多靈感。

安徒生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哥本哈根，曾前後在新港的三個不同地方生活過，那段時間也是

安徒生作品產量最高的一段時間。如今在哥本哈根市內仍然能看到很多安徒生的銅像、童話

體驗館等等。當然還有他所創造的童話形象-小美人魚銅像，小美人魚銅像是哥本哈根甚至是

整個丹麥的地標。安徒生最著名的一座雕像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市政廳廣場邊。吸引了很

多遊客一起合照。 



 

市政廳廣場(Rådhuspladsen） 

是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個廣場，位於哥本哈根市政廳之前。市政廳廣場是哥本哈根規模最

大的廣場之一，面積達 9800 平方公尺，經常用來舉辦各類公共活動，也是哥本哈根著名的

旅遊景點。登上市政廳一百一十米高的鐘樓，可以眺望哥本哈根市的全景。在鐘樓門的上方，

可以看到著名的由 Jens Olsen 設計的「世界鐘」，此鐘有十三套機械裝置同時運行，顯示

全球各地時間以及各種天文時。市政廳正門上方的鍍金塑像是哥本哈根的奠基人阿布薩隆大

主教。 

斯楚格購物街( Strøget) 

斯楚格街是位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條步行街。斯楚格街是哥本哈根的熱門旅遊景

點之一，也是歐洲最長的購物步行街，長達 1.1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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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楚格街自 1962 年開始成為汽車禁止進入的步行街。 

 

 

第 6 天  哥本哈根(新城區觀光) 

國王新廣場(Kongens Nytorv) 

建於三百多年前，其多邊形狀無規可循，位於廣場中央的綠地，矗立著克里斯蒂安五世國王

騎馬的銅像，組成一幅和諧畫圖。按照當時的城市規劃，國王新廣場是連接新城與老城之間

的樞紐。  

新港（Nyhavn） 

是丹麥哥本哈根一個建造於 17 世紀的濱水、運河和娛樂區。新港位於新國王廣場（Kongens 

Nytorv）的海濱，皇家劇場（Royal Danish Playhouse）南方，它由許多顏色鮮豔住宅（建

造於第 17 和 18 世紀初）、酒吧、咖啡館和餐館所構成。運河有許多木造船隻。 

 

腓特列教堂(Frederiks Kirke） 

俗稱大理石教堂，是丹麥哥本哈根的一座教堂，位於腓特列堡區，阿馬林堡宮北側。腓特列

教堂和整個腓特列堡區，都是由建築師 Nicolai Eigtved 設計於 1740 年，為了紀念奧爾登

堡王朝登上丹麥王位 300 周年。 

 

阿馬林堡宮（Amalienborg ） 

丹麥王室的冬宮，位於丹麥哥本哈根。它包括四座獨立的古典宮殿有洛可可式內部及八邊形

庭院（Amalienborg Slotsplads）廣場中間是紀念性的馬術雕像：人物是阿馬林城堡的建立

者腓特烈五世。阿馬林堡最初為四位貴族建設。然而，當克里斯蒂安堡城堡在 1794 年 2 月

26 日被燒毀後，皇室買下了這座宮殿並搬入。 

※每日 12 點整有衛兵交接儀式。 

吉菲昂噴泉( Gefionspringvandet) 

位於哥本哈根的海濱。又被稱為「女神噴泉」，這是有典故的。古代瑞典的戈爾弗國王，答

應女神吉菲昂可以從瑞典的國土挖出一塊土地，但條件是只有一個晝夜。於是，吉菲昂女神

把她的四個兒子化為四頭牛，用犁挖出了瑞典國土的一大塊，並把土地移到海上，就成為現

在丹麥本土的第一大島──西蘭島。這是哥本哈根最大的噴泉，也成為人們的許願噴泉。 

美人魚銅像（Little Mermaid） 

美人魚銅像在 1909 年時受到嘉士伯創辦人的兒子卡爾•雅布克森（Carl Jacobsen）的委託，

因為他以童話故事為題材的芭蕾舞感到著迷。於是在 1912 年，丹麥雕塑家愛德華•艾瑞克森

根據安徒生童話並以妻子愛琳•埃里克森（Eline Eriksen）為藍本，雕塑了這尊美人魚雕像。

美人魚雕像與位於紐西蘭內皮爾的帕尼亞像（Pania of the Reef）有一些類似，而且美人魚



 

的故事也與帕尼亞傳說有些相似。美人魚銅像於 1913 年 8 月 23 日正式公開。第一次參訪的

旅客基本上會對這座雕像的大小感到驚訝，因為美人魚銅像高度只有 1.25 公尺，重量則為

175 公斤。 

卡斯特雷特 （Kastellet） 

是位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座要塞，它的結構為五角星形。其五個堡壘的名稱分別為：國

王堡壘（Kongens Bastion）、皇后堡壘（Dronningens Bastion）、伯爵堡壘（Grevens 

Bastion），公主堡壘（Prinsessens Bastion）和王子堡壘（Prinsens Bastion）。卡斯特雷

特里有自己的教堂和磨坊。 

羅森堡城堡（Rosenborg Slot） 

位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座城堡。城堡修建於 1606 年，最早是一座夏季離宮。這

座城堡也是克里斯蒂安四世的眾多建築計劃之一，為荷蘭文藝復興式建築。在經過擴建之後，

於 1624 年形成現在外觀。自 1838 年開始，城堡對外開放參觀。 

 

 

第 7 天  哥本哈根---火車+巴士---丹麥比隆樂高樂園(LEGOHOUSE)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樂高樂園 

LEGO House 

籌備足足 7 年，全球首間 LEGO House，終於在 2017 年 9 月底於 LEGO 發源地丹麥比隆開

幕。佔地約 13 萬平方呎，內有 2,500 萬塊 LEGO 讓你玩。除了特別在用上 21 塊巨形 LEGO 

積木組成整幢 LEGO House 外，更有不同體驗區、餐廳及 LEGO 專賣店。這裏全以創意體

驗為主，四層高分 6 大區域（兩個展覽區和四個遊樂區），在裡面都可以玩足一日。 

這座樂園建築由丹麥哥本哈根建築事務所 BIG（Bjarke Ingels Group）所設計，外型就像是

超大尺寸的樂高磚堆疊而成，內部則是總計約 12,000 平方公尺的空間，包含了樂高的總部

辦公室、免費的遊樂區域，和付費景點。LEGO House 的建築一、二樓為遊樂區，以四種顏

色為主題劃分，紅色代表創意、藍色代表認知、綠色代表社會/社交、黃色代表情感，按照不

同的主題來規劃。館內許多區域的規劃都納入了互動性，眾多設施有著驚人且複雜的細節，

值得樂高迷細細探索，也能在此打造專屬自己的樂高電影。 

LEGO House 的地下室規劃為樂高的歷史收藏區，最頂層則為創意展覽廳（Masterpiece 

Gallery），收藏了許多驚人的 LEGO 作品，多是由世界各地的樂高玩家所打造。通往建築物

頂部戶外露台的路徑，是免費開放區域，民眾可走到最頂端，飽覽周遭美景。 

 

 

第 8 天  丹麥比隆樂高樂園(全日樂高樂園) 

今日樂高樂園一日遊 

LEGOLAND 

LEGO（樂高）在丹麥語中釋義為「玩得好」。比隆（Billund）小鎮位於日德蘭半島，這裡

的房子鮮艷明快，看上去就像用樂高積木搭起來的。Legoland 於 1968 年開幕，總面積達 

13 萬平方米，位於哥本哈根的西面，是樂高公司（The LEGO Group）的發源地，周圍更有

LEGO 的工廠及員工宿舍等，是一個切切實實的 LEGO 世界裡。樂園內的每一樣設施大部分

以 LEGO 製成，務求令大人細路都置身在 LEGO 的世界裡，樂而忘返。園內有以 LEGO 砌成

的城市，如丹麥、瑞典等各國的街景，更有英國白金漢宮、荷蘭風車以及日本的富士山等，

更有小火車帶你遊 LEGO 野生動物園、美國西部牛仔村、冒險樂園區、海盜船區等。 

 

 

 



 

第 9 天  丹麥比隆樂高樂園---巴士+火車---哥本哈根 

今日上午繼續樂高樂園半日遊，下午搭車返回哥本哈根 

丹麥皇家圖書館(Det Kongelige Bibliotek) 

又被稱為「黑鑽石」，主要原因就是外觀黑色的花崗岩在白天映著哥本哈根的藍天和海水，

夜晚因運河水色和圖書館內部照明，就像一顆巨大的鑽石在城市發光。 

蒂沃利花園 (Tivoli Gardens) 

開幕於 1843 年的蒂沃利公園(Tivoli Gardens)是丹麥最早了遊樂園，位於哥本哈根鬧市中

心，是丹麥(Denmark)著名的遊樂園，也是當地人的「童話公園」。Tivoli 的英文名字倒過

來念 I Love it ， 

也就是「我愛你」的意思，確實如此這個興建於 1843 年的百年遊樂園已贏得了無數人們的

愛。 

閒適幽雅的主題公園中，除了有受到嚴格保護的湖泊和花園之外，還有一座音樂大廳，小村

莊、蠟像館…等，當然還包括一座處處聽得到笑與尖叫聲的童趣遊樂園。園內有豐富多樣的

遊樂設施，還有各式的表演節目，當夜幕低垂後，園內燈光將其點綴構築出如童話世界般的

仙境，使得這裡成為哥本哈根市區老少咸宜的遊樂場所。 

※開放時間:11:00-23:00/大人票價:130DKK ,3-7 歲小孩:60DKK 

 

 

第 10 天   哥本哈根---火車---漢堡(中午火車/傍晚抵達) 

今日上午繼續哥本哈根市區觀光，中午搭車前往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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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堡市政廳(Rathaus) 

漢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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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斯特湖 (Alster Lake) 

面積 160 公頃、周長 7.6 公里、湖最深處只有 2.5 公尺的阿爾斯特湖 (Alster Lake)，是一個

自 13 世紀起由易北河的一條支流—阿爾斯特河 (Alster River, 25 km north of Hamburg 

and only 56 km long)，在漢堡市中心被人工阻截而建的湖泊。整個湖泊由倫巴第橋 

(Lombardsbrücke ) 和甘迺迪橋 (Kennedybrücke) 為界，區分為內阿爾斯特湖 

(Binnenalster) 和外阿爾斯特湖 (Außenalster)。內阿斯特湖被漢堡市中心，最古老，也最

有代表性的建築群所包圍：周圍有著名的百貨公司、飯店、銀行以及世界名牌店等等。而外

阿爾斯特湖的周邊環境則十分優美，被大片的綠樹和草坪所環繞，許多豪華的別墅、住宅區

依湖而建，是漢堡居民進行散步、烤肉、駕駛帆船等休閒活動的場所。 

 

 

第 11 天  漢堡(上午觀光/晚上獅子王音樂劇) 

聖米迦勒教堂（Hauptkirche Sankt Michaelis） 

聖米迦勒教堂是漢堡最具辨識性的建築之一。這座教堂是專門獻給大天使米迦勒，其中有一

座巨大的雕像。同時也是城市中最大的一座教堂，共有 2500 個座位。教堂高 433 英尺（132 



 

公尺）的青銅尖頂，是當地人和遊客熟悉的地標。尖塔突出聳立於漢堡的城市天際線上，城

市中幾乎各個地方都能夠看見。教堂始建於 1647 年，經過多次整修後得以保存至今。 

由於這座高聳的教堂位於城市中央，因此您能在此遠眺與拍攝漢堡城市天際線的全景照片。

此外，教堂也一直被易北河上的航船用來作為地理方位指標。您可以近距離欣賞位於教堂大

門上方，大天使米迦勒與魔鬼纏鬥的青銅雕像。大天使米迦勒是騎士與戰士的守護神。仰望

青銅打造的尖塔和鐘樓。 

 

倉庫城(Speicherstadt) 

如果站在離倉庫城不遠的任何一座橋上，望向倉庫城那片區域，首先印入眼簾的就是一幢幢

磚紅色的倉庫。說古老也不古老、說新也不新的哥特復興式味道，正是倉庫城的迷人之處！ 

漢堡倉庫城是世界最大的倉庫區，這裡處理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像是地毯、咖啡或茶葉香料、

海事設備、電子產品等貨物。不過現在的倉庫用途，也不僅止於儲放貨物，還設立許多有趣

的博物館，像是微縮景觀世界、阿富汗博物館或是漢堡地窖等，非常多樣性！什麼都不想做

的話，漫步在倉庫城的街道中也很悠哉 

微縮景觀模型世界(Miniatur Wanderland) 

微縮景觀模型世界的背景，來自創辦人有一次漫遊在蘇黎世的街頭時，經過一家鐵路模型店，

喚起了他童年的記憶，之後他決定要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鐵路模型！微縮世界裡面分成好幾個

區域，有美國、奧地利、德國、斯堪地那維亞等等。不僅可以在這些區域看到當地著名景點，

特別的是在這些小模型中隨處可見火車穿梭在一處又一處，仔細一看微縮世界裡的人物和舉

動細微的沒話說！還可以在某一區裡面看到空中巴士公司研發的雙層四發動機 A380 飛機模

型起降的過程！這裡有好多小細節值得觀賞，花一整個下午在這兒遊蕩都不嫌久！ 

※開放時間:09:00-17:30/大人票價:約 15 歐元，16 歲以下小孩:約 7.5 歐 

獅子王音樂劇(DER KÖNIG DER LÖWEN) 

全球票房 90 億美元，逾 9000 萬觀眾，23 個製作版本，首演於 1997 年的百老匯音樂劇《獅

子王》，堪稱當今最成功、最賣座的音樂劇。1998 年，《獅子王》在美國戲劇最高獎——

托尼獎上包攬了最佳音樂劇、最佳音樂劇導演在內的六項大獎，導演朱麗•泰默（Julie 

Taymor）亦成為戲劇界首位獲此殊榮的女導演。《獅子王》呈現的是一個完整的動物王國，

包括榮耀大地的飛鳥走獸到遠居黑暗地界的土狼都成為台上的展示元素。從舞台布景到演員

服飾裝扮以及木偶道具，無論色彩還是圖案，幾乎都帶有非洲元素的設計，斑斕、絢麗，奪

目。如何製作出真實的動物形象，如何在舞台上展現萬獸群聚，是《獅子王》製作中遭遇的

最大挑戰。劇組主創團隊打破面具表演的傳統規則，並未將演員藏在面具之後，而是進行了

一種「雙重呈現」的表演形式——演員將動物面具戴在頭頂，同時露出面部表情。當他們站

立表演時，觀眾看到的是擬人化的動物，亦能看清他們的面部表情；而當他們彎腰展現憤怒

的一面時，面具會瞬間降落，變成大草原上動物野性的暴露無遺。來漢堡一定不能錯過這場

精彩的獅子王音樂劇。 

 

 

第 12 天   漢堡---火車---柏林(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柏林，下午柏林市區觀光 

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 

布蘭登堡門是柏林圍牆的一道城門，因通往布蘭登堡而得名。它曾經是冷戰時期分裂的象徵，

如今卻成為了德國重新統一的見證。布蘭登堡門是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砂岩建築，以雅典

衛城的城門作為藍本。布蘭登堡門內的側牆刻畫了許多羅馬神話偉大的英雄人物，例如是戰

神瑪爾斯、保護神米諾娃、海格力斯等等。在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上每天都有許多街頭藝人



 

在這裡表演，有時候是全身塗著銅漆裝作是銅象行為藝術家，有時候是在地上作畫的畫家，

為這個城市增添色彩。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回顧 20 世紀的歷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路到冷戰時期，德國都處在這段歷史中最核心的

位置。這也讓柏林，相繼設立了許多紀念館，為警醒世人戰爭的險惡，避免世人重蹈覆轍，

也為追憶在這段歷史中無辜犧牲的人。其中，紀念二戰時期納粹大屠殺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

念碑，以 2711 塊高度不一的混凝土板，塑造出了大屠殺時期人心惶惶的心情，也顯示出德

國對這段血淚史的懊悔及反省，莊重的紀念園區，深深的警惕著世人應「正視歷史，勿忘過

去」。 

 

博物館島(Das Museum) 

博物館島位於德國柏林市中心，施普雷島的北端。柏林所有博物館都由此發展而來，也是柏

林的旅遊重點。1999 年，因建築與文化的結合，博物館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

化遺產。持柏林歡迎卡附加博物館島，五大博物館都可免費入場。Altes Museum(舊博物館), 

Neues Museum(新博物館), Pergamonmuseum(佩加蒙博物館), Alte Nationalgalerie (舊

國家美術館), Bode-Museum 博德博物館。 

柏林電視塔(Berliner Fernsehturm） 

柏林電視塔，柏林電視塔位於柏林東區的中心，靠近亞歷山大廣場，共高 368 米，是德國最

高建築物同時也是歐洲第四高的建築物。在 1969 年建成時曾是世界第二高電視塔同時每年

超過 100 萬人次的遊客 也屬於 德國十大最受歡迎的景點。 

※開放時間:09:00AM-24:00PM 

※門票:大人 16.50 歐元 / 4-14 歲小孩 9.50 歐元 

亞歷山大廣場 (Alexanderplatz) 

亞歷山大廣場是徒步區，同時也是交通樞紐，這裡無所不包，不僅有高級購物中心，還可以

讓你眺望柏林市全景。這座廣場是以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之名命名，爾後於冷戰時期成為

東德中心，如今，西方大都市應有的所有繁榮景象在這裡都體驗得到。 不僅有大型零售連鎖

品牌 H&M，還有德國的亞麗莎 (Alexa) 和卡沃夫 (Kaufhof) 百貨公司。此外，老饕到亞歷

山大廣場絕對可以滿載而歸。附近的哈克雪市場 (Hackescher Markt) 就有數十間餐廳和咖

啡廳，其中很多都有戶外用餐區，還有些是專賣德式料理。你可以大啖咖哩香腸、在地口味

的香腸，暢飲傳統的德國啤酒。而且在享受美食的同時，還可以欣賞街頭藝人的表演 

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 

這棟建築最特別之處就是它的玻璃穹頂！迴旋式的走道，以及中間有如麟片般的鏡面柱子，

使得整座穹頂隨著陽光透入而改變色彩。再加上綠建築的設計，以及以民主不藏私為理念，

讓大眾一覽無遺的國會大廳，都讓德國國會大廈成為柏林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而如果想

要野餐，國會大廈前面有一大片草坪可供休憩！ 

※如果要參觀國會大廈，一定要事先到官網預約 

 

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 

柏林大教堂建於 1895 年至 1905 年。早在 1465 年，柏林大教堂的現址附近已經有一座教堂，

當時是霍亨索倫王家宮殿的一部分。1747 年在柏林大教堂現在的位置上，約翰•鮑曼（Johann 

Boumann）設計建造了一座巴洛克式風格的教堂做為普魯士王室的宮廷教堂。1822 年被卡

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改造成古典主義風格。1894 年，德國皇

帝威廉二世下令拆毀座教堂，並由尤利烏斯•拉什多夫（Julius Raschdorff）重新設計建造了

帶有文藝復興式風格的柏林大座堂，作為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堂與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分

庭抗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柏林大教堂遭到盟軍轟炸並發生火災，由於無法接近並滅火，



圓頂被大火燒毀並落入地面。戰後人們搭起臨時的圓頂來保護大教堂。修復工作從 1975 年

開始。1993 年教堂重新開放。重建後教堂原先的很多設計和裝飾被簡化了。 

東邊畫廊 (East Side Gallery) 

在東西德分離期間，藝術家就以牆代紙，在柏林圍牆的西邊作畫。當柏林圍牆推倒後，當地

藝術家保留了這個傳統，在 1.3 公里的柏林圍牆殘垣的東面繼續作畫，形成了今日的東邊畫

廊。在 1989 和 1990 年間，來自 21 個國家的 180 位藝術家在柏林圍牆上創作了不同主題的

繪畫。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 DimitriVrubel 的《兄弟之吻》，GuntherSchaefer 的《祖國》，

GerhardLahr 的《柏林-紐約》等，前來的遊客們都會在畫前拍照留念。 

第 13 天  柏林 

忘憂宮(Schloß Sansssouci) 

您可前往波茲坦(Potsdam)參觀忘憂宮(Schloß Sansssouci)，這座宮殿由腓特烈二世所建，

他一生征戎不斷，為了追求一個清靜無憂的居所，因而建造這座夏季行宮。建築形式以法國

凡爾賽宮為藍本，是德國洛可可風格建築的代表作。 

午後您可前往夏洛騰堡(Schloss Charlottenburg)參觀，此堡建於 1695 年是柏林最大最美

麗的皇宮，整座皇宮採巴洛克風格建造而成是普魯士腓特烈一世 (Elcetor Friedrich I) 為其

愛妻夏洛騰 (Sophie Charlotte) 建造的這座皇宮氣派非凡，高貴典雅，而有"柏林的凡爾賽

宮"之稱。 

※開放時間:10:0-17:30/門票:家庭票 43 歐元(2 位大人及 1 位小孩) 

夏洛滕堡宮(Schloss Charlottenburg)  

為義大利巴洛克式風格，由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一世的妻子索菲•夏洛特委託建築師

Arnold Nering 設計。1701 年，腓特烈一世加冕為普魯士國王，稱腓特烈一世，夏洛特成為

他的王后。這個最初作為柏林郊外的夏天休息地，由建築師 Eosander von Göthe 擴建為雄

偉的建築。夏洛特在 1705 年去世後，腓特烈一世為了紀念她，將這座宮殿和附屬產業命名

為夏洛滕堡。從 1709 年到 1712 年進行了進一步擴建，這一時期出現了有特色的轉塔和橘園。 

夏洛滕堡宮內部曾被描述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 琥珀室這個房間的牆壁裝飾著琥珀。 

※開放時間:10:0-17:30/門票:家庭票 25 歐元(2 位大人及 1 位小孩) 

第 14 天  柏林/阿姆斯特丹/台北(上午觀光/傍晚飛機) 

今日上午繼續觀光，下午搭車前往機場 

柏林動物園(Zoologischer Garten) 

佔地 84 英畝 (約 34 公頃)，座落於市中心美麗的蒂爾加滕 (Tiergarten) 公園內。動物園

於 1844 年開始營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幾乎完全損毀。如今已躋身歐洲大型動物園之

一，容納了 1,500 種不同物種、將近 1 萬 8 千隻的動物。當然也有一些萬人迷。幾年前，

動物園的北極熊克努特 (Knut) 經過商品包裝和不斷上電視露面，成為了國際巨星，可惜克

努特在 2011 年過世了。  

進入動物園前，一定要先準備好相機，園區共有兩個入口，其中一個入口處就是柏林的熱門

拍照景點「大象門 (Elephant Gate)」。這座印度式拱形建築呈現出動物園優雅的設計和建

築品味。各動物區都是依其自然棲息地打造而成，例如：非洲大草原和澳洲內陸環境。來柏

林動物園，可以看到大熊貓、企鵝、大象、獅子、貓鼬、狼和河馬等各種動物。園區內還有

一個鳥舍步道。千萬別忘了去拜訪柏林的吉祥物「棕熊」。你可以選擇在固定餵食時間，去

看棕熊和其他動物。在可愛動物區，親子可以一起餵食山羊、鵝和驢子。 



※開放時間:09:00-18:30/家庭票:41 歐元(2 位大人及 1 位 4-15 歲小孩) 

威廉皇帝紀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 

是位於德國首都柏林的一座教堂，由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二世下令建 

造，以紀念德意志帝國的首任皇帝威廉一世大帝（威廉二世為了淡化俾斯麥的德意志統一功

業，特意尊崇威廉一世為大帝）。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損嚴重，戰後保留了教堂鐘樓

的殘骸，並在周圍建造了新教堂和鐘樓、禮拜堂和前廳，舊建築和新建築的合二為一給人壓

迫感，作為警世戰爭的紀念。 

西方百貨公司（Kaufhaus des Westens） 

說起柏林最具代表性的消費中心，就不能不提起位於陶恩茨恩大街（Tauentzien）上的西方

百貨公司（Kaufhaus des Westens）。它是歐陸最大、歐盟第二大的百貨公司，銷售空間佔

地超過 6 萬平方公尺，僅次於倫敦的哈洛德百貨公司（Harrods）。不論是柏林在地人或觀

光客，通常會用 " KaDeWe “ 這個發音親切的縮寫來稱呼西方百貨公司。下午帶著依依不

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柏林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理退稅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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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

。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