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見萊茵河‧臻享樂之旅 11日【航行路線：巴塞爾－阿姆斯特丹】 

天數 目的地 行 程 安 排 行 程 亮 點 

第 

一 

天 

瑞 

士 

/ 

巴 

塞 

爾 

Basel 

當您抵達巴塞爾機場，維京旅遊禮賓
早已在此恭候，帶您前往搭乘維京內
河遊輪。第一天為到達日，船上將為
您準備午餐與晚餐。根據您航班所到
達時間的不同，您可以自由安排當日
行程。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瑞士第三大城市巴塞爾，以製表技術舉世聞名，也是
瑞士的化學和製藥中心。它擁有 40家博物館，是瑞
士博物館密度最高的城市。 

第 

二 

天 

瑞 
士 
/ 
盧 
森 

Lucerne 

*由於琉森的商店周日不開放，若遇
到行程第二天是周日，則與第三天行
程對調。 

06:30-08:30 早餐 

08:30-12:00 我們將前往瑞士傳統小
鎮琉盧森，欣賞各種中世紀建築，例
如建於 14世紀的卡佩爾橋、獅子紀
念碑、琉森湖濱、老城區、市政廳（外
觀）和耶穌會教堂（外觀）。 

12:00-13:30 乘坐盧森湖觀光遊輪，
一邊欣賞如詩如畫的自然風光，一邊
享受當地聞名的芝士火鍋午餐。 

13:30-15:45 您可自由安排下午的行
程，或在船上欣賞兩岸美景，感受湖
水瀲灩，或是繼續探訪盧森城鎮。 

18:00-20:45 船長將出席為您準備的
的歡迎酒會，酒會過後諸位工作人員
將以盛大的歡迎晚宴款待每一位賓
客。 

20:30-21:30 船上樂隊將為您獻上現
場音樂表演，在音樂與美酒中結束美
好的一天。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盧森位於瑞士中心位置，被湖光山色包圍。這裡有阿
爾卑斯山名峰、瑞吉山、皮拉圖斯山和鐵力士山等自
然風光，名勝古跡、知名表行和禮品店，是遊覽瑞士
中部地區的必選目的地。 

■一生一次： 

13:45-16:45 滑翔傘遨遊盧森 

在盧森城市觀光和遊船後，我們將開始滑翔傘遨遊琉
森體驗。在中文旅遊禮賓的陪同下，進行安全須知教
育和教練的滑翔傘操控指導後，您便可一躍而下，享
受遨遊於天際的快感。您將獲得證書和存有照片／視
頻的 U盤，將勇敢一躍的美好回憶帶回家。 

特別須知：請確保您的體重不超過 100 公斤且能夠奔
跑 20米以上、無背部或耳朵損傷；活動前請勿飲酒、
吃藥；孕婦不適宜。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最多招待 8位賓客。 

第 

三 

天 

瑞 

士 

/ 

少 

女 

峰 

Jungfrau 

06:00-08:30 早餐 

07:15-11:35 我們將帶您乘坐大巴抵
達度假勝地因特拉肯，然後換乘高山
齒軌火車抵達少女峰。 

12:00-13:15 登頂後，我們為您安排
了傳統午餐，在美輪美奐的景色中，
這一餐定會讓您終生難忘。 

13:15-14:15 我們將原路返回因特拉

 

城市介紹： 

少女峰是阿爾卑斯重要的觀光景點。您可以乘坐全歐
洲海拔最高的火車—少女峰火車前往這片美妙的景
色。對來自全球的眾多遊客而言，這裡逐漸從消夏勝
地，變成了一個全年都魅力十足的度假聖地。 

 

 



肯，去欣賞白雪皚皚的山巒、鬱鬱蔥
蔥的森林和湛藍如鏡的湖泊。導遊也
會向您介紹冰海站、超級冰宮、少女
峰全景電影和戶外觀景台等景點。您
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探索這
個趣味盎然的小鎮。 

14:15-18:00 我們將返程回船。 

18:30-20:30 船上為您準備了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一生一次： 

私人飛機定制行程 

在早八點至晚八點，您可搭乘維京私家飛機，從巴塞
爾飛往歐洲各處，開啟您的私家旅程。 

每架飛機可搭載 9人並配備兩名機師。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第 

四 

天 

法 

國 

/ 

史 

特 

拉 

斯 

堡 

Strasbaurg 

06:30-08:30 早餐 

10:30-11:15 在講解完當日的行程簡
介後，我們會為您展示當地特色法式
薄餅的製作方法與過程。 

11:30-13:30 船上為您準備了精緻的
午餐。 

14:15-17:30 我們將帶您遊覽世界文
化遺產小法蘭西（又稱：大島）、聖
馬丁橋、磨坊主廣場、聖托馬斯場、
大教堂廣場、大教堂（外觀）和穀登
堡廣場。之後，是您的自由活動時
間。 

19:00-21:00 我們在船上為您準備了
豐盛的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斯特拉斯堡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
勢，成為了歐洲的議會之都。這裡兼
具法國的優雅與德國的高效，交匯兩
種不同文化。漫步於老城蜿蜒曲折的
小巷時，您能看到迷人的哥特式大教
堂和格林風格的磚木小屋。 

■升級體驗： 

14:30-18:00 當地酒莊美酒品鑒 

我們將乘坐大巴前往當地酒莊，您將會參觀頗具特色
的酒窖與博物館。在山水交疊中，品味時間與美酒的
芬芳。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一生一次： 

16:00-20:00 熱氣球俯瞰阿爾薩斯美景 

行程前一天，我們將對天氣情況進行確認，以確保熱
氣球能正常飛行。我們會安排車輛，送您前往巴登巴
登，開啟您的空中之旅。當您慢慢升起，掠過樹頂，
欣賞日出或日落下的萊茵河谷時，會感到不同一般的
自由開闊。落地後我們為您準備了可口美食和氣泡葡
萄酒，野餐時可以繼續欣賞這片湖光山色。隨後，我
們將驅車返回內河遊輪。 

特別須知：請確保您沒有高血壓、心臟病，或任何身
體不適再參加活動；熱氣球籃筐高 1.15米，孕婦及
行動不便者不適宜參加，兒童乘坐請確保身高合適。 

*以上兩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
能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
有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第 
五 
天 

德 

國 

/ 

巴 

登 

巴 

登 

Baden 

Baden 

05:30-08:30 早餐  

09:00-13:00 上午，我們將遊覽溫泉
小鎮巴登巴登，參觀希臘神殿風格的
精美建築—飲泉廳，並在當地享用特
色美食。 

13:00-16:45 餐後，您可在巴登巴登
自由遊覽。 

17:00-18:00 返回船上，途中將會經
過著名的黑森林。 

18:30-20:30 船上為您準備了豐盛的
晚餐。 

20:00-21:00 餐後將有一場法式香頌
現場演出，帶您細細品味浪漫多情的
法蘭西旋律。 

*由於商店及水療店周日不營業，如
遇該天是周日，下午的行程將調整為
蒙梅爾湖觀光。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巴登巴登這個意為“沐浴”的德國小鎮，在 18 世紀
末已是歐洲著名的度假旅遊勝地。拿破崙三世、維多
利亞女王、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等大人物都曾在這裡
享受溫泉和溫和的氣候。陀斯妥耶夫斯基、瓦格納、
拉姆斯等文人墨客也流連忘返。巴登巴登不僅有青山
綠水和羅馬溫泉，還有一座巴羅克式的“休閒宮”，
每年有數不盡的富豪來此一擲千金，可稱得上是世界
上最美的賭場。 

■入鄉隨俗： 

13:00-16:45 巴登巴登特色溫泉浴 

用時參考：約 3小時，與巴登巴登自由活動時間同步。 

此次行程您將度過一段輕鬆愜意的下午時光。午餐
後，小紅人將帶您體驗巴登巴登特色溫泉浴，您可選
擇卡拉卡拉浴場，或是弗裡德里希浴場，享受 3小時
的放鬆之旅。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
請以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第 
六 
天 

德 

國 

/ 
海 

德 

堡 

Heidelberg 

/ 

呂 

德 

斯 

海 

姆 

Rudesheim 

06:30-08:30 早餐 

08:30-13:30 我們將帶您海德堡半日
遊。您可以參觀巍峨壯美的海德堡城
堡，從山頂俯瞰城市美景。您也可以
沿著老城，漫步於 1386 年的德國著
名大學—海德堡大學。 

13:30-15:30 船上為您準備了精緻的
午餐。 

15:30-18:00 巡航，期間您可以參加
船上的人文鑒賞活動，體驗呂德斯海
姆咖啡的製作過程，或是參加德語小
課堂，感受學習德語的樂趣。 

18:30-20:00 抵達呂德斯海姆後，您
可以選擇步行去市區遊覽，再乘坐當
地特色市內小火車返回。 

19:00-21:00 船上晚餐。我們特地準
備了呂德斯海姆的當地葡萄酒，讓您
品味來自萊茵河穀的醇美口感。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歷史悠久且極富浪漫氣息的海德
堡，是德國著名的旅遊文化之都。 

詩人歌德曾寫道：“把心遺失在海德
堡”，馬克‧吐溫也曾說海德堡是他
“到過的最美的地方”。 

■入鄉隨俗： 

18:30-20:30 呂德斯海姆機械音樂盒博物館探索 

此次行程單程您將步行 1.5 公里。用時參考：約 2小
時，與呂德斯海姆自由活動時間同步。 

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您將跟隨小紅人參觀齊格弗裡
德機械音樂盒博物館。它是德國第一座自動化樂器博
物館，展覽面積超過 400平米，擁有最大、最精美的
機械音樂盒藏品。館內大約收藏了 350 件從 18世紀
到 20世紀的機械樂器展品，大到大型的鋼琴和奧開
斯裡特翁琴，小到精緻的音樂盒。館內還收藏了眾多
製造手搖風琴、自動鋼琴打孔紙卷和音樂盒板的工具
和器械。相信這座博物館會讓您感受到呂德斯海姆不
一樣的文化魅力。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
請以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升級體驗： 

18:30-21:30 呂德斯海姆城堡晚餐 

遊輪將停靠在位於著名的“萊茵高原”中部的呂德
斯海姆。我們將帶您前往葡萄園中的一座城堡，享用
釀酒師的晚餐。您會品嘗到該地區的特色葡萄酒和各
種當地菜肴，瞭解該地區葡萄酒釀造歷史，並學習一
些葡萄酒製作知識。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一生一次： 

12:15-18:00 直升機探訪米其林 

我們會安排車輛，接送您前往搭乘直升機。在瞭解中
文安全須知後，開啟約 50 分鐘的飛行體驗。您將穿
越浪漫的萊茵河谷，看到羅蕾萊岩石，最終抵達巴哈
拉赫。 晴天可在湖光山色間品嘗米其林野餐，雨天
則在中世紀古堡內享用米其林大餐。您將獲得存有照
片／視頻的 U盤，將美好回憶帶回家。 

特別須知：請確保您沒有任何身體不適再參加活動；
孕婦不適宜參加。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至少 4位賓客成行，最多招待 9位賓客。 

第 
七 
天 

德 

國 

/ 

科 

布 

倫 

茨 

Koblenz 

06:30-08:30 早餐 

09:00-12:30 遊輪將巡航在萊茵河的
最美河段，您得以欣賞兩岸的迷人景
致。 

12:30-14:30 我們在船上為您準備了
精緻的午餐。 

14:30-17:45 參觀位於科布倫茨的馬
克斯堡，探究它矗立於山巔幾個世紀
的奧秘。 

18:30-20:30 船上將為您準備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作為萊茵河穀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中世紀古堡，馬克
斯堡幸運地躲過了大大小小的戰爭，成為一座窺視德
國中世紀社會文化生活的“歷史切片”。馬克斯堡已
成為德國最炙手可熱的古堡文化遺跡之一，全世界遊
客紛紛來這裡領略德國的中世紀風采。 

■入鄉隨俗： 

20:30-22:00 科布倫茨夜遊及當地小吃品嘗 

此次行程您將步行2.1公里。用時參考：約1小時。 

小紅人將帶您夜遊科布倫茨，發現這座城市的夜之
魅。您將參觀德意志之角、凱撒大廈、弗洛林斯教堂、
聖母教堂、四塔、鴨子噴泉、耶穌會廣場等景點。你
還將品嘗到當地特色小吃火焰餅、豬油配黑麥麵包，
及科布倫茨當地的白葡萄酒。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
請以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第 
八 
天 

德 

國 

/ 

科 

隆 

Cologne 

/ 

杜 

塞 

爾 

多 

夫 

Dusseldorf 

06:30-09:30 早餐 
09:30-12:00 前往科隆老城觀光。一
路上您將會經過並外觀：霍亨索倫
橋、愛鎖、大教堂、羅馬日爾曼博物
館的馬賽克地板、香水博物館、市政
廳、聖馬丁教堂等著名景點。 
12:00-13:30 我們將為您安排傳統的
德式午餐，感受科隆的烹飪文化。您
將享用到特色的德國豬蹄和庫爾施
啤酒。 
14:00-19:00 您可以跟隨我們去往杜
塞爾多夫自由購物。 
18:00-20:00 船上將為您準備豐盛的
晚餐。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科隆市位於萊茵河畔，是德國的第四大城市。哥特建
築典範科隆大教堂享譽全球，市中高樓大廈鱗次櫛
比，博物館、畫廊洋溢著藝術氣息，酒吧、餐廳比比
皆是，各種商品琳琅滿目，讓人目不暇接，富有現代
氣息。您可以像當地人一樣在老城區享受全年無休的
歡樂美酒時光，也可以前往德國歷史最悠久的購物
區——霍厄大街，在盡情購物的同時，欣賞歷史建築
與人文之美。 
  
杜塞爾多夫是德國的文化藝術名城，其歌劇場、話劇
院等在德國負有盛名。德國著名詩人海涅誕生於此。
同時，它是一座代表著時尚、購物、文化和萊茵地區
生活情趣的大都市。這裡大型百貨商場如雲，還有坐
擁國際一線奢侈品牌的國王大道，是購物的好去處。 
■入鄉隨俗： 
20:30-22:00 科隆夜遊【用時參考：約1.5小時。】 
您將跟隨導遊，遊覽當地不同的啤酒屋，品嘗風味各
異的啤酒，深入體驗德國的啤酒文化。維京旅遊禮賓
將全程陪同，擔任導遊翻譯。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
請以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第 
九 
天 

荷 

蘭 

/ 

小 

孩 

提 

防 

Kinderdijk 

06:30-09:30 早餐 
12:00-14:00 我們在船上為您準備了
精緻的午餐。 
14:00-16:00 您將欣賞到世界文化遺
產—風車群，進入正在運作的風車內
部參觀。 
18:15-20:45 我們精心準備了歡送晚
宴，以豐盛的海鮮自助大餐與美酒向
您道別。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
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
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
變動。 

城市介紹： 
小孩堤防是荷蘭最古老的風車村，以19座風車組成的
風車群聞名於世，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成
為荷蘭的象徵符號。而包圍著小孩堤防的自然風景
區——Groene Hart，處於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
和烏特勒的集合區域，是一片平靜的綠洲。 
■升級體驗： 
14:00-16:00 小孩堤防單車遊 
您將在此升級之旅中騎車遊覽小孩堤防（又名：金德
代克），體驗典型的荷蘭當代生活。小孩堤防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收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當地導遊和中文
旅行顧問將會全程帶領您遊覽。到達風車磨坊後，您
可以休息一下，停好自行車後便可進入風車磨坊參
觀，您將體驗當地人眼中真實的荷蘭。本次行程名額
有限，每個團最多招待10位賓客。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
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
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本次行程名額有限，至少3位賓客成行，最多招待10
位賓客。 

第 
十 
天 

荷 

蘭 

/ 

阿 

姆 

斯 

特 

丹 

Amsterdam 

06:30-08:30 早餐 

08:00-09:00 乘坐特色玻璃頂遊船遊覽
阿姆斯特丹運河，並抵達阿姆斯特丹國
立博物館。 

09:30-10:45 參觀國立博物館——世界
上規模最大，最有趣的博物館之一。這
裡有數量龐大的繪畫和物質文化遺產、
印刷及經典攝影藝術品。 

10:45-11:45 自由活動時間，或可選擇在
考斯特鑽石工廠 (Coster Diamonds)選購
鑽石。  

12:00-14:30 返回船上，享受我們為您準
備的精緻午餐。 

午餐後，您可以選擇： 

A）14:30-16:30 和我們一起參觀迦山鑽
石博物館(Gassan Diamonds)。 

B）14:30-18:00 阿姆斯特丹市內自由活
動。 

18:30-20:30 船上為您準備了豐盛的晚
餐。 

20:30-21:30 晚上，我們將帶您遊覽著名

城市介紹： 

阿姆斯特丹，城中蜿蜒著浪漫的運河、盛開著舉世聞名的
鬱金香；街頭散落著供應合法大麻的coffee shop和著名的
紅燈區，昭示著自由奔放的民風。這座城市為您帶來獨具
風韻的古老街道，摩登前衛的生活方式，豐富的藝術作
品，印象派大師梵古的畫作也在這裡靜待您的欣賞。 

■入鄉隨俗： 

14:30-18:00 阿姆斯特丹特色景點遊 

此次行程您將步行1.3公里。用時參考：約3小時，與阿姆
斯特丹自由活動時間同步。 

下午14:30，我們將出發乘坐阿姆斯特丹特色渡船，來到城
市的新地標—阿丹塔，您將登上城市觀景台，俯瞰阿姆斯
特丹全景。如果想玩得更刺激，您還可以選擇蕩一蕩歐洲
最高秋千，體驗一把雙腿在城市上空擺動的快感（此項目
門票需另外購買）。之後，小紅人將帶您前往咖啡廳品嘗
當地啤酒及荷蘭特色小吃奶油肉丸（Bitterballen）。這款
人氣小吃外殼香脆內餡濃鬱，用牙籤插著蘸上芥末，趁熱
品嘗，一定會讓您胃口大開。 

*專案內容及價格可能根據航期有所變動，具體安排請以
船上為准。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的紅燈區，一覽阿姆斯特丹自由奔放的
風情。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
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
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變動。 

■升級體驗： 

11:30-18:00 鬱金香季庫肯霍夫公園賞花（春季限定） 

庫肯霍夫公園是世界上最大的鬱金香花園，也是每年花卉
遊行的必經之路。園內鬱金香的品種、數量、品質以及佈
置手法都令人讚歎。每年三到五月，園內逾6百萬株花朵
競相綻放，滿載鬱金香、風信子、百合花的芬芳。到達庫
肯霍夫公園後，導遊將給您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之後您可
以在園內自由欣賞，拍照留念。 

*季節限定（2019年3月21日至2019年5月19日）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體行程可能會因
為當地天氣、靠港時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變動。 

*該專案需額外收費。 

*至少8位賓客成行，最多招待40位賓客。 

第 
十 
一 
天 

荷 

蘭 

/ 

阿 

姆 

斯 

特 

丹 

Amsterdam 

享用一頓豐盛的早餐後，您可根據自己
的行程安排離船時間。維京旅遊禮賓會
將您安全平穩地送至機場，踏上返國的
旅程。 

*以上行程及時間僅供您出行前參考，具
體行程可能會因為當地天氣、靠港時
間、當地節假日等變動而有所變動。 

城市介紹： 

阿姆斯特丹，城中蜿蜒著浪漫的運河、盛開著舉世聞名的
鬱金香；街頭散落著供應合法大麻的coffee shop和著名的
紅燈區，昭示著自由奔放的民風。這座城市為您帶來獨具
風韻的古老街道，摩登前衛的生活方式，豐富的藝術作
品，印象派大師梵古的畫作也在這裡靜待您的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