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2019 年 05 月 24 日 

航段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去程 

CX5457 高雄國際機場 21:25 香港國際機場 22:55 

CX289 香港國際機場 00:35+1 法蘭克福機場 06:45+1 

回程 

CX270 阿姆斯特丹機場 13:10 香港國際機場 06:20+1 

CX5430 香港國際機場 08:00+1 高雄國際機場 09:30+1 

第一天 05/24(五) 高雄→香港→法蘭克福 

請大家準時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歐洲，準備迎接精彩的旅程。 

住宿：夜宿機上  

第二天 05/25(六) 法蘭克福 →烏茲堡  

班機抵達德國法蘭克福，隨即前往羅曼蒂克大道最北邊的城市－烏茲堡，它是浪漫之路的起點，位於美因河畔，

在文藝復興時代是文化和藝術鼎盛的都市，在二次大戰期間八成以上地區遭受嚴重破壞，但戰後的復原工作反

而讓這裡更顯光采。大教堂建於十一、二世紀，是德國數一數二最偉大的羅馬式教堂之一，我們從舊美因橋往

古城區望去，景觀非常中世紀，也非常羅曼蒂克。此地出產的著名的法蘭肯白葡萄酒更是不容錯過。 

 

住宿：Hotel Melchior Park ★★★★ 

第三天 05/26(日) 烏茲堡→羅騰堡 

前往羅曼蒂克大道上有「中世紀寶石」美譽的羅騰堡，羅騰堡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自由城市，完整保存中世紀

街道、民房、城牆、塔樓、小石路、噴泉等，穿梭其中，恍如穿越時光隧道，回到歐洲中世紀的浪漫生活。順

著石板路欣賞市政廳、市集廣場，沿著富商大道來到建於 10 世紀的城堡遺跡，參觀城堡花園，遙想千年以前

羅騰堡公爵在此居高眺望塔帕河的君王氣度。今晚住宿老城區，並享用飯店主廚推薦特色料理，晚間您有極充

裕的時間可以好好停下腳步體會浪漫的古城風情。 



 

住宿：Villa Mittermeier Hotel ★★★★ 

第四天 05/27(一) 羅騰堡→斯圖加特賓士博物館 →斯圖加特 

賓士「Mercedes-Benz M」不只是首屈一指的汽車廠牌，它也是第一座生產汽車，就在斯圖加特。今日來到賓士

博物館(Mercedes-Benz Museum)：由荷蘭 UNStudio 的班‧范‧伯克（Ben Van Berkel）所設計，從三葉草(trefoil)

的原型出發，搭配了雙螺旋(double helix)動線的構想，逐步發展出獨特的空間與視覺經驗，最終將造型與真正

展覽內容完整合一的賓士博物館成為了建築空間的新典範。其耗資一億五千萬歐元，以兩年半時間完工，於

2006 年 5 月 19 日在斯圖加特正式開幕，參觀者隨著三座流線型電梯上升至 42 公尺高的最高層，展開時光之旅，

回溯汽車工業 120 年的歷史；從第一輛公車、貨車，以及卡車，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黛妃使用過的汽車；接

續到各式賓士歷代輝煌成就與產品；由建築到展品再再展現賓士卓越品味。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Stuttgart Neckar Park ★★★★ 

第五天 05/28(二) 斯圖加特→海德堡 

今日來到海德堡，此城歷史悠久始於十三世紀，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城，更是一座最能激發詩人和畫家靈感的

城市，兼具文藝浪漫氣息與熱鬧活潑氣氛，依偎在內卡河畔的典型老橋，井然有序的紅瓦屋頂，讓馬克吐溫忘

情讚嘆說：「這裡是我到過最美的地方」。入城內您可看到古城門、腓德列宅邸、大酒桶、火藥塔。每一塊磚瓦

則有著不同的故事，古堡上的露台是俯瞰內喀河和古城美景絕佳之地。 

 

住宿：Heidelberg Marriott Hotel★★★★★ 

第六天 05/29(三) 海德堡 →萊茵河游船→柯尼希斯溫特 

早餐後出發前往世界遺產萊茵中上游河谷，來到有萊茵河珍珠之稱的呂德斯海姆，搭乘萊茵河遊船，萊茵河是

歐洲最長的河流之一，也是世界最繁忙的流域之一，沿岸有許多商業大城，也有綠意盎然的大片葡萄園、神秘

又特別的古堡、還有古樸的田園鄉村。一起站在甲板上吹吹風，欣賞沿途的歐洲風光吧！  

午餐後，來到龍堡，龍堡(Schloss Drachenburg)位於德國的柯尼希斯溫特市(Königswinter)，跟前西德首都波恩市

隔萊茵河相望，交通便利。我們特別安排搭乘龍岩齒輪登山火車從山下緩緩上山沿途欣賞美景，首先來到龍堡

參觀，過了龍堡繼續往山頂的圓錐形山峰 Drachenfels 走則是景觀餐廳與瞭望平台，從山頂除了可以眺望整個波

昂還可以鳥瞰『萊茵河』的美景，及遠處水滴狀『Nonnenwerth 島』是絕不能錯過的。 



 

住宿： Maritim Hotel Königswinter★★★★★ 

 

第七天 05/30(四) 柯尼希斯溫特→伍珀塔爾→杜塞道夫 

早晨我們來到伍珀塔爾(約 30KM)，體驗世界獨一無二的單軌懸浮列車，被評比為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空

中懸浮式列車，列車所經之的公園、園林，綠樹蔥蘢、景色宜人。列車於 1900 年興建，當時的皇帝威廉二 

和皇后奧古斯都為其啟航。此列車解決了這個人口稠密的城市短途交通問題，由於伍帕河河谷狹窄只有幾十公

尺寬無法通航，兩岸山坡皆為市區建設找不出空地，也無法修築交通基礎工程，乃因地制宜。 

午後至德國雙人牌總公司 Shopping，1731 年德國名刀匠 Johann Peter Henckels 在索林根的一間教堂裡，註冊了

德國雙人標誌，自此，它成為全球最具歷史象徵的商標之一。德國雙人的刀、鍋、小五金、剪刀、餐具、修容

設計，不僅象徵了優雅生活的卓然品味，更是悠久傳世的絕對堅持，277 年以來，共有 146 個國家地區的使用

者共同見證了雙人的亙久傳奇。 

隨後我們前往國王大道是杜塞道夫最知名最重要的景點，興建於 1802～1804 年，道路中有一條運河兩側，沿

街開設各種名牌零售商店，售賣的貨品從裘皮大衣到高檔電器，大多都是是高級精品店包括 Armani、Cucci、

Chanel、Louis Vuitton、Prada、Cartier 等等 

 

住宿：Hilton Dusseldorf ★★★★★  

 

第八天 05/31(五) 杜塞道夫→代特莫爾德→布萊梅 

今日我們先到代特莫爾德，看看雄偉的代特莫爾德紀念碑，然後進入眾所周知的德國童話大道的起點布萊梅，

參觀於 2004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不來梅市政廳與羅蘭雕像】；還有由公雞、貓、狗、驢子四隻動物

組成的【不來梅樂隊銅像】，據說只要摸摸驢腳就可以得到幸福，請大家不要錯過；以及自 1042 年開始建造的

宏偉的宗教中心【聖彼得大教堂】。於晚餐後辦理飯店入住。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Bremen★★★★★ 

 

第九天 06/01(六) 布萊梅→漢堡 



清晨散步在童話氛圍中的我們，今天要到本次旅程的重點城市，也是德國最大的海港城市－漢堡。參觀位於市

區的阿斯塔運河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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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約 132 公尺，18 世紀

時曾經是世界最高的教堂。晚餐後特別安排觀賞漢堡音樂劇獅子王或媽媽咪呀或 Dirty Dancing。(視演出表而定) 

 

住宿：Le Meridien Hamburg★★★★★ 

第十天 06/02(日) 漢堡扶輪社年會 

參與 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開幕式。 

 

 
住宿：Le Meridien Hamburg★★★★★ 

第十一天 06/03(一) 漢堡→奧斯納布呂克→Roermond Outlet 

早餐後前往歐洲最大精品【Designer Outlet Roermond】，途經奧斯納布呂克來享用當地風味午餐。 

爾後來到【Designer Outlet Roermond】位於荷蘭南部城市 Roermond 的市中心，是全歐最大的暢貨商場，來到荷

蘭必買精品的地方，商品瑯滿目，擁有多達百種的設計品牌商店，包含 Burberry、COACH、Gucci、Prada、Furla、

D&G、Armani、Tod's 等世界知名品牌，應有盡有，可滿足您一圓探索歐洲名品的時尚美夢。 

 

住宿：Hotel Roermond★★★★★ 

第十二天 06/04(二) Roermond outlet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 

今日前往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 

 

 

第十三天 06/05(三) 高雄小港機場 



飛機抵達台灣高雄小港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結束美好、難忘的歐洲之旅。 

 

【團費報價】 30 人以上成團， 

全程兩人一室，每位團費新台幣 138,800 元整。 

**特別贈送每房一台 Wifi 機**   

由於機位緊張，之後報名有可能航空公司提高票價， 煩請大家積極處理踴躍報名!!! 

團費報價已含： 團費報價未含： 

1. 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2. 兩地機場稅、燃料稅  

3. 旅遊業責任險（意外 200 萬＋醫療 10 萬） 

4. 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 

5. 加贈每房一台 WIFI 機 

1. 護照新辦費用，每位新台幣 1,400 元整 

2. 私人消費、電話費、床頭小費、行李超重費 

3. 大會註冊費用 

 



國際扶輪 3470跟著總監德國行 

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19 德國漢堡國際年會 13 日報名表 

團費：團體經濟艙新台幣 138,800元，訂金每人預收新台幣伍萬元整！(本團報價不含扶輪大會登錄費) 
預估票價：香港歐洲來回升等豪經艙加價 29,800元，全程升等商務艙加價 71,000元 
扶輪大會登錄由本公司為團員統一登錄 :社友、寶眷登錄費各為美金 395元,須於 2018/12/15 前登錄可享有優惠價 
2018/12/16 後登錄,社友、寶眷登錄費各為美金 495元 
2019/04/01 後登錄,社友、寶眷登錄費各為美金 595元 

所屬社   :                                扶輪社 

聯絡電話 :                                 手機：                                          

RI-ID      ：                                     

EMAIL    :                                      聯絡地址：                                                    

扶輪社名 姓   名 護照英文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膳   食 

            /     / (   )一般 (   )素食 (   )不吃牛肉 

           /     / (   )一般 (   )素食 (   )不吃牛肉 

***茲報名參加 (2019/05/24 ~ 06/05，德國漢堡國際年會 13 天)   

***商務艙及豪經艙票價會浮動，需要之社友請儘速訂位 

***團費全額付現可享有現金價優惠 136,800 元 

***由於機位緊張，之後報名有可能找航空公司提高票價， 煩請大家積極處理踴躍報名!!! 

報名表請傳真或 E-mail： 新瑞旅行社~德國漢堡國際年會專案  Fax : 02-25623282     E-mail : 168fly.q@gmail.com  

現金付費帳號：台新銀行 南京東路分行     戶名：新瑞旅行社（股）公司         帳號：2011-01-0002105-6 

信用卡付費者另將提供信用卡授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