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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德國、盧森堡、比利時、

荷蘭四個西歐國家，遊覽德國

德意志角，世界最富有的國家

之一盧森堡，比利時金碧輝煌

的布魯塞爾廣場，欣賞荷蘭最

著名的風車、鬱金香。

精選行程：造訪六處世界遺產:

 1. 君士坦丁教堂Konstantin-Basilika

 2. 聖母升天教堂Liebrauenkirche

 3. 貝克地下要塞Casemates du Bock

	4. 布魯塞爾大廣場Grand Place

	5. 根特鐘樓Belfort van Gent

	6. 小孩提防 Kinderdijk‘s Windmills

特色安排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當地最優質豪華的旅館，保證您旅

途中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	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一饗

歐風傳統餐食文化。		

特優待遇: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原住地Hometown 法蘭克福Frankfurt,  
德國Germany 

今日搭機前往法蘭克福。

第2天 法蘭克福Frankfurt
今日航班抵達法蘭克福，由專車接機送往酒店休息。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Frankfurt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法蘭克福Frankfurt  博帕德 Boppard  
聖戈阿爾St. Goar  呂德斯海姆 Rudesheim  
法蘭克福 Frankfurt

	▲ 德意志角Deutsche Eck: 摩澤爾河與萊茵河交匯處的陸地，
建有德意志帝國首任皇帝的銅製騎馬雕像。

	▲ 搭乘萊茵河郵輪Rhine River Cruise來到聖戈阿爾St. Goar後
轉往呂德斯海姆Rudesheim Am Rhein，一個享有萊茵河上
的珍珠美譽的小巧城鎮，這裡有許多特色小巷，其中最著
名的是斑鳩小巷Drosselgasse。
	▲ 尼德瓦爾德紀念碑Niederwald Mounment又稱帝國紀念
碑，是為紀念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戰爭和德意志帝國的
建立而修建的。紀念碑最上方是像徵著德意志帝國的女神
日耳曼妮婭，女神像有10米多高，左手握劍，右手高舉帝
國王冠，頭戴象徵著勝利和光榮的橡葉花冠。	紀念碑底座
上部雕刻著帝國之鷹，周圍是當時德意志帝國的22個邦國
的國徽。	底座的右角站立著和平之神，手握象徵富饒與和
平的豐饒角和橄欖枝；左角站著的是戰爭之神，他右手緊
握利劍，口中已吹響了進軍的號角。	整個紀念碑的主題就
是戰爭與和平。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德國特色豬腳餐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Frankfurt 或同等級酒店

Frankfurt – (127 kms / 1 hour 30 mins) – Deutsche Eck – (36 kms / 40 mins) – Boppard- (by 
cruise) -St. Goar –(50 kms / 1 hour) – Rudesheim – (64 kms / 1 hour) – Frankfurt

第4天 法蘭克福Frankfurt  美茵茲Mainz   
特里爾Trier

萊茵河小鎮–美茵茲Mainz: 是德國萊茵蘭–普法茲邦的首府和最
大城市，位於萊茵河左岸，正對美茵河注入萊茵河的入口處。

	� 聖史蒂芬藍色教堂St. Stephans Kirche: 位於美茵茲最高山丘
上，為大主教Willigis於西元990年始建。主體建築採哥德式
設計的教堂。，教堂內部全採用藍色調的夏卡爾創作的的彩
繪玻璃，讓教堂內氣氛更為平靜、甚至還多了神秘氣息。

	▲ 美茵茲大教堂Mainzer Dom: 是天主教美茵茲教區的主教座
堂，位於德國美茵茲舊城中心的集市廣場附近，已有千年
歷史。教堂建築採羅曼式風格，沉穩平衡，相較於後來歐

洲常見追高的哥德式教堂，羅曼式建築屬於更上一代的建
築形式。

特里爾Trier: 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位於萊茵蘭–普法茲邦西南
部，莫澤河岸，靠近盧森堡邊境。

	� 城市博物館City Museum Trier:博物館展示了城市8個世紀的歷
史，還有科普特紡織品和東亞雕塑展品。珍藏有近代早期至
21世紀的各種藝術與文化魂寶。

	� 馬克斯故居Karl Marx House: 位於德國古城特里爾市布呂肯街
10號，是一座灰白色的3層樓房，淡黃的粉牆，棕色的門窗
和窗沿，乳白色的窗玻璃，是當時德國萊茵地區的典型建
築，始建於1727年。1818年	5月5日，馬克思誕生在這裡。

	� 尼格拉城門(大黑門)Porta Nigra: 位於德國特里爾，為古
羅馬時期的城門，是特里爾城市的象徵。尼格拉城門是阿
爾卑斯山以北保存最完好的古羅馬時代城門，1986年被
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中央廣場Hauptmarkt Trier: 位於德國西部城市特里爾的中
心，是該市最大的廣場之一。

	▲ 君士坦丁教堂Konstantin-Basilika: 建於公元310年，曾是君
士坦丁大帝擺放皇座的大殿，是現存古羅馬時期單房建築
當中最大的一個。室內長67米，寬27.2米，高33米。1986
年被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聖母升天教堂Liebrauenkirche: 位於德國特里爾，與特里爾主
教座堂相鄰，座落於特里爾市中心。與馬格德堡主教座堂同
為德國最早之哥德式建築。1986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晚餐

【住宿】Park Plaza Hotel Trier或同等級酒店

Frankfurt – (45 kms / 40 mins) – Mainz – (150 kms / 1 hour 45 mins) – Trier

第5天 特里爾Trier  盧森堡市Luxembourg City ，盧森
堡Luxembourg  布魯塞爾Brussels

★	貝克地下要塞Casemates du Bock: 盧森堡最厲害的世界遺
產，這是一座世界級的地底軍事建築。最初建於西元963
年，而後好幾世紀，經西班牙人、法國人、奧地利人不斷
擴建而成為完整的防禦要塞，總長23公里，深約40公尺，
能容納上千人。1994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 憲法廣場Constitution Square: 位於老城區的貝特流斯堡壘
地道之上，廣場上最明顯的標誌是一座12米高的紀念碑，
是1923年為了紀念在一戰中陣亡的盧森堡士兵而樹立起來
的，在紀念碑上有勝利女神銅像，女神手舉月桂花冠，象
徵著勝利和盧森堡人的抵抗精神。如今已經成為國家象徵
之一。

	▲ 阿道夫橋Adolphe Bridge: 位於盧森堡南部盧森堡市的一
座拱橋。橋寬17.2米，為四車道，其中有三車道通往火車
站，一車道為巴士專用道。阿道夫橋已成為盧森堡的非正
式標誌，象徵盧森堡的獨立，並且也是盧森堡市的主要觀
光景點之一。

	▲ 軍事廣場Place d’Armes: 一年一度聖誕集市的舉辦地，也是
遊客聚集的主要場所。

	▲ 威廉廣場Place Guilaume II: 廣場上有個雕像，是為了紀念二
次世界大戰率領盧森堡軍隊死守碉堡的將軍而建。

	▲ 盧森堡大公宮殿Palace of the Grand Dukes: 位於盧森堡南
部盧森堡市的一座宮殿，也是盧森堡大公的官邸及主要辦
公場所。在1572年至1795年期間，曾是盧森堡市的市政
廳。1890年後，這裡成為盧森堡大公的宮殿。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海鮮淡菜	

【住宿】Renaissance Hotel Brussels或同等級酒店

Trier – (70 kms / 1 hour) - Luxembourg city – (212 kms / 1 hour 17 mins) – Brussel



第6天 布魯塞爾Brussels  列日Leige  布魯塞爾 
Brussels

★	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 列日眾多宗教遺產的重要組
成部分，始建於10世紀。教堂里擁有非常精美的雕塑和窗
花藝術，採光效果也頗具匠心。

▲布倫樓梯Bueren Mountain: 布倫樓梯建造於1881年，以15
世紀貴族文森特．布倫的名字命名，後因其過於長又高
聳，當地人便把它取名為「布倫山」。

	▲ 主教王子宮殿Palais des Princes Eveques: 列日最宏偉的建築
物，也是老城的中心。它是在11世紀由諾傑主教建造，16
世紀和18世紀被改建過的建築物，在列日的歷史建築裡最
宏偉壯觀。中庭的柱廊精妙絕倫，柱頂的奇妙雕刻出自伊
拉斯謨的“ 愚人頌”。

	▲ 布魯塞爾大廣場Grand Place: 是西歐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的中心廣場。大廣場始建於12世紀，被中世紀的行會建築
所包圍。1998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 尿尿小童Manneken-Pis: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市標。這
座聞名於世的小男孩銅像是一座落於市中心步行區的雕像
及噴水池。這個五歲小孩身材的雕像約53公分，將近四百
年的歷史。雕像起源於一位叫于連的男童半夜起來尿尿，
看到一條燃燒中的引信，法軍正要以火藥炸城房子，小孩
找不到水源撲滅，靈機一動用灑尿把引信熄滅解救受困的
人，為了感念這個小童而在原地做個石雕像永遠保留。

	▲ 聖赫伯特購物拱廊Galeries St. Hubert: 是一條長型的室內購
物街，拱廊內部的大理石廊柱及壁上的雕刻畫作，玻璃帷
幕的拱型天井，讓整座拱廊顯得貴氣時尚。

	▲ 市政廳City Hall: 市政廳的塔樓建於1402年，高約91米，是
廣場上最高的建築。整個市政廳則建於1402年至1455年之
間。

	▲ 布魯塞爾中央車站Central Station: 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
爾，於1952年建成，為比利時最繁忙的火車站，布魯塞爾	
3個主要火車站之一。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晚餐

【住宿】Renaissance Hotel Brussels或同等級酒店

Brussels –(65 kms / 50 mins) - Leige – (10 0kms / 1 hour 10 mins) - Brussels

第7天 布魯塞爾Brussels  根特Gent  布魯日Bruges
★	布拉班特伯爵城堡Het Gravensteen: 布拉班特伯爵城堡原是

為了抵禦海盜入侵，由一位名叫博杜安的伯爵所建造的，
在14世紀時一度慘遭廢棄，爾後又淪為監獄、法院、鑄幣
局。目前是展出刑具及斷頭台的博物館。

★	聖巴佛教堂Sint-Baafskathedraal: 是天主教根特教區的主教
座堂，以根特的聖巴夫命名。

	▲ 聖尼可拉斯教堂Sint-Niklaaskerk: 比利時根特最古老和最突
出的地標建築之一，始建於13世紀初，以取代一座早期的
羅曼式建築，13世紀末完成，斯凱爾特哥德式建築風格。
這種風格使用來自圖爾奈地區的藍灰色的石頭，頂部中心
單塔，以及建築物轉角處的細塔。

	▲ 市集廣場Market: 比利時的廣場，廣場上布魯日有名的建築
▲鐘樓Belfort。
	▲ 惡魔城堡Duivelsteen: 名字取自于主人Geraard的綽號”惡魔”
，它有著跟藍鬍子故事相似的背景。曾被用於監獄、修道
院、孤兒院、精神院、消防站，現為國家檔案館。

	� 聖母教	堂Church of Our Lady: 始建於13世紀，鐘樓高122
米，是布魯日最高建築，世界第二高磚砌塔樓。聖母大教
堂收藏有一件米開朗基羅的著名雕塑珍品：“ 聖母子像”，
這個小小的大理石雕塑是米開朗基羅生為數不多的留在意
大利之外的藝術作品。

	▲ 根特鐘樓Belfort van Gent: 比利時根特俯瞰老城區中心的
三座中世紀塔樓之一，始建於1313年，不僅用於報時和警
報，也曾用作瞭望塔。現已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 城堡廣場Burg: 比利時城市布呂赫的一個廣場，位於古城中
心。此處原是一個堡壘，位於幾條羅馬道路的交匯處，是
布呂赫城市最古老的核心之一。城堡廣場沿用了城堡的兩
個功能：南半部的民政功能，以及北半部的宗教功能。廣
場周圍是一些歷史建築，▲市政廳City Hall。
	� 搭乘運河船City Canal Cruise，讓你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
欣賞這座城市最值得注意的美景。

【早餐】精選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晚餐

【住宿】Best Western Premier Weinebrugge或同等級酒店

Brussels – (66 kms / 1 hour) - Gent – (52 kms / 43 mins) – Bruges

第8天 布魯爾Bruges  鹿特丹Rotterdam，荷蘭 
Netherlands

	� 小孩提防 Kinderdijk‘s Windmills: 擁有18座著名的荷蘭風
車，1997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 鹿特丹市集廣場Markthal Rotterdam: 明亮潔淨的設計，漂亮的室
內彩繪，屢屢被媒體選為全世界最漂亮市集，吸引超過百萬觀
光客到這裡優雅逛市場。

	▲ 立體方塊屋Kijkkubus: 是一群建築集合，位於荷蘭鹿特丹舊

港區，由建築師布洛姆(Piet Blom)所設計。方塊屋為立方

體，傾斜45度。每一間房子代表一顆樹，所有的房子代表

一片森林。

	▲ 聖保羅教堂Pauluskerk: 建於1950年，不規則的外部設計十

分特別。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歐洲塔景觀餐廳晚餐

【住宿】Inntel Hotel Rotterdam Centre或同等級酒店

Bruges – (177 kms / 2 hours) - Rotterdam

第9天 鹿特丹Rotterdam  海牙Hague  烏特勒支
Utrecht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 荷蘭國會議事堂The Binnenhof: 位於海牙的一棟建築綜合

體。自1446年起，它即為荷蘭國會(Staten-Generaal)開會之

所，也是許多世紀以來荷蘭的政治中心。

	▲ 聖雅各堂Grote of Sint-Jacobskerk: 荷蘭海牙的一座宏偉的新
教教堂，位於以其高塔命名的塔街(Torenstraat)。它與內庭同
為海牙最古老的建築之一。聖雅各堂建於15和16世紀，擁有
16世紀查理五世贊助修復的花窗玻璃，華麗的木雕講壇，大
型管風琴和34個金羊毛騎士的銘牌，海軍將領奧布達姆的紀
念碑。該堂美麗的六邊形鐘樓是荷蘭最高的塔樓之一。

	� 和平宮Peace Palace: 創建於1913年，位於荷蘭海牙，被認為
是國際法之都，國際法院（聯合國的主要司法機構）和常



設仲裁法院以及海牙國際法學院均坐落此處。和平宮還有藏
書極為豐富的和平宮圖書館。2014年被授予歐洲文化遺產稱
號。

	� 音樂鐘博物館Museum Speelkolk: 位於荷蘭城市烏德勒支的一
座博物館，收藏各種可以自動演奏音樂的機械。

▲ 舊運河Oudegracht: 築於十一世紀，貫穿舊城區的古運河，是
烏特勒支年代最久遠的運河，原為防止萊茵河氾濫所挖的壕
溝，現在則是遊覽烏特勒支的最佳景點。

▲ 教堂鐘塔Domtoren: 建於1382年，塔高112公尺，有465級階
梯，是荷蘭最高的鐘塔。塔樓為哥德式建築風格，也是這座
城市的象徵之一。

	� 主教堂Domkerk:位於荷蘭城市烏德勒支的一座教堂，也曾經
是荷蘭最大的教堂。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 中餐

【住宿】Park Hotel Amsterdam或同等級酒店

Rotterdam –(27 kms / 20 mins) - Hague – (63 kms / 45 mins) - Utrecht - (43 kms / 31 mins)  - 
Amsterdam

第10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國立美術館Rijksmuseum: 位於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是荷蘭
國家級的歷史和藝術博物館。始建於1885年，是世界十大頂
尖博物館之一。2015年年曾被評為歐洲最佳博物館。

	� 梵谷博物館Van Gogh Museu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
廣場，緊鄰著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
館。主要收藏荷蘭著名畫家梵谷及其同時代者的作品。該館
藏梵谷作品數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博物館。

▲ 水壩廣場Dam: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廣場，建於12世紀
末，由於位於市中心黃金位置又擁有醒目的建築物和頻繁的
活動而著名。

▲ 紅燈區Red Light District: 荷蘭阿姆斯特丹最大和最知名，也
是其主要的觀光地之一；坐落於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部分之
中心地區，覆蓋若干位於老教堂以南的街區，橫跨數條運
河。（紅燈區不可以拍照）

行程開始日期 Tour Start Date 不含機票團費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 

04/22/2020
$3,500 $1,200

05/02/2020 (行程倒走)

*報價不含機票

	� 城市運河City Canal Cruise: 城市運河帶以「阿姆斯特丹辛格運
河以內的17世紀運河環形區」特有的風格，2010年被UNESCO
列為世界遺產。搭乘遊船遊覽，體驗運河之美。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當地晚餐

【住宿】Park Hotel Amsterdam或同等級酒店

第11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桑斯安斯風車村Zaanse Schans: 位於阿姆斯特丹城以北的一

座秀美的古老村莊。這裡很好地保存了人們居住和生活的傳
統風貌，風車，木鞋，奶酪等荷蘭民俗集中在這裡展現。各
式手工藝品作坊點綴在風車村中，構成了一幅寧靜而美麗的
鄉村風景。

	� 木鞋博物館Wooden Shoe Hut: 全荷蘭最大最美木鞋系列收藏
館之一。

	� 庫肯霍夫公園Keukenhof Park: 位於荷蘭利瑟附近，占地33公
頃，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園。庫肯霍夫公園內鬱金香的品種，
數量，質量以及佈置手法堪稱世界之最。每年春天都有超過
700萬花朵盛放，當中以鬱金香為主，多達800品種。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當地晚餐

【住宿】Park Hotel Amsterdam或同等級酒店

第12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原居地Hometown
早餐後，搭乘飛機返回原居地，結束德盧比荷12日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For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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