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2019 年 05 月 27 日 

【參考航班】 

航段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去程 CI073 桃園國際機場 00:25 阿姆斯特丹機場 07:40 

回程 CI062 法蘭克福機場 11:20 桃園國際機場 05:50+1 

 

【行程內容】 

第一天 05/26(日) 桃園國際機場 

請大家準時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歐洲。 

      

第二天 05/27(一) 桃園國際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 →荷蘭羊角村 →鹿特丹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歐洲，班機抵達後前往荷蘭西北方 De Wieden 自然保護區素有『綠色威尼斯』之稱的羊角村，

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中，一幢幢蘆葦屋頂的綠色小屋映照於水中美麗的倒影，是小巧樸實的漁村風情最美麗的

寫照村落。 

隨後前往蘭花精緻園區。歐盟是全球蘭花最大消費市場，荷蘭則為其市場供應鏈的樞紐，一向是我國蝴蝶蘭外

銷市場開拓的重點所在。 

接著遊覽有『現代建築試驗場』美稱的鹿特丹，新奇前衛的立體方塊屋，這個由 38 個傾斜 45 度角的立體方塊

相連而成，以不可思議的角度矗立著，每個方塊以 45 度角架空在 6 角形的柱子上，鉛筆型的窗框和立體式的

造型呈現許多不規則的稜線，令人印象深刻！ 

 



 
住宿：Rotterdam Marriott Hotel ★★★★★ 

 

第三天 05/28(二) 鹿特丹 →海牙 →小孩堤防風車村 →杜塞道夫 

今日前往海牙 Den Haag 位於荷蘭西南方，和平宮是國際法庭所在地。在國際法學界，海牙的和平宮擁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因為聯合國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國際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和海牙國際法學院（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都座落在這棟建築裡，幾乎所有的國際仲裁案件都在

這裡進行審理與裁決。和平宮由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捐贈興建。旁邊的世界和平小徑（The 

World Peace Pathway），代表著各國一起合作才能讓地球和平。和平宮還有藏書極為豐富的和平宮圖書館。2014

年 4 月 8 日被授予歐洲文化遺產稱號。 

接著驅車前往小孩堤防。坐落在萊克河與諾德河交匯處，為了排出過多的河水，1740 年建造了由 19 座風車組

成的排水系統，是當時荷蘭最大的風車系統。現已成為荷蘭最知名景點之一，並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

產名錄。村中集中各個時期不同品種的風車，宏偉壯觀的景色吸引了無數遊人到此一睹其風采；村裡還有乳酪

工廠、手工藝商店、木鞋工廠等各種各樣的小博物館，是購買一些當地特色的紀念品的好地方。 

之後我們進入德國北萊茵州的首府杜塞道夫，這不但是重要國際貿易與工商業的大城，還因鄰近荷蘭與比利時

等西歐國家，也成了眾多跨國公司選擇設立總部的優勢地點。同時這兒也是最新、最流行的時尚之都，此地的

紡織服飾極為著名，不但有無數的服裝發表與展示會，更有許多德國新秀的服裝設計師選擇在此自創品牌。座

落於城市中央的萊茵河，更把此城市點綴得美輪美奐。  

 

住宿：Hilton Dusseldorf ★★★★★ 

 

第四天 05/29(三) 杜塞道夫 →伍珀塔爾 →杜塞道夫 

首先來到烏帕塔爾，我們特別安排體驗世界獨一無二的單軌懸浮列車，這是被評比為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

一，所經之的如公園、園林，綠樹蔥蘢、景色宜人。列車於 1900 年興建，是為這個人口稠密的城市短途交通

工具問題，由於烏帕河只有幾十公尺寬無法通航，而且河谷狹窄，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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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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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我們前往杜塞道夫國王大道，1802～1804年興建於運河兩側，沿街開設各種名牌精品店包括Armani、Cucci、

Chanel、Louis Vuitton、Prada、Cartier 等等 

 

住宿：Hilton Dusseldorf ★★★★★ 

 

第五天 05/30(四) 杜塞道夫 →萊茵河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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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ton Dusseldorf ★★★★★ 

 

第六天 05/31(五) 杜塞道夫 →代特莫爾德 →漢諾威 

今日前往代特莫爾德露天博物館是德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露天博物館，保存過去五百年間建築文化與生活方式，

露天博物館以生活古蹟呈現過去建築、生活、鄰里街坊、種植與能源的運用。具體而微的讓參與者直接面對過

去的生活工藝，完美呈現太陽房子的歷史形式。 

午後前往漢諾威，悠遊於建造於 17 世紀美麗的漢諾威大花園，巴洛克式庭園裡有小森林、噴水池，及雕刻呈

現出精采的幾何圖形，美不勝收，也讓您驚嘆不已。 

 

住宿：Dormero Hotel Hannover ★★★★ 



 

第七天 06/01(六) 漢堡扶輪社年會 

今日我們的重頭戲要上演，早晨，前往德國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德國第二大城市漢堡，為即將來到的國際年會

做準備，讓我們一起，跟漢堡說 Hi !  

 

住宿：Le Meridien Hamburg ★★★★★ 

 

第八天 06/02(日) 漢堡扶輪社年會 

早餐後出發前往大會會場，參與 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開幕式。 

 

 

住宿：Le Meridien Hamburg ★★★★★ 

 

第九天 06/03(一) 漢堡 →哥廷根 Göttingen →卡塞爾 

早餐後前往哥廷根 Göttingen，途經漢諾威來享用當地風味午餐。 

爾後來到哥廷根是童話之路中少數不位於威悉河畔的城市之一，也是德國頗具歷史的大學城，曾培育出四十多

位諾貝爾獎得主，格林兄弟也曾在此擔任教職，城內學生最愛的咖啡廳、小酒館、精緻的小店林立，整座古城

充滿濃郁的學術氣息。又是世界聞名童話【養鵝公主】故事發生地，廣場中心是有幾百年歷史的養鵝公主的雕

像，她是哥廷根的象徵，許多人一提起哥廷根，馬上就想到她。無論是上班族每天下班時穿過老城，還是外地

遊客參觀哥廷根古蹟，這裏都是必經之地。今日您將有機會和哥丁根大學的畢業生一樣，一親美麗的養鵝公主

麗莎爾芳澤。 

卡塞爾是童話大道上僅次於不萊梅的第二大城，除了每五年一次吸引各地訪客的~文件大展外，此地也是格林

兄弟收集與編撰童話的主要地點市容較現代化的卡塞爾有著五年一度的文件大展，在此舉行，漸漸地，公共雕

塑及藝術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形象。格林兄弟曾在此地就讀中學並啟蒙對童話感興趣和動筆寫作的發源地，卡塞

爾與童話大道上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是這裡大多是磚瓦砌成的建築，參觀威廉山公園，由山頂向下眺望一整列



由大石塊堆疊出的引水道，非常壯觀，遠方的卡塞爾市區也盡收眼底，在這裡可以鳥瞰這座城市的美妙全景。 

 

住宿：Renthof Kassel ★★★★  

  

第十天 06/04(二) 卡塞爾 →烏茲堡 →斯圖加特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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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 Hotel Stuttgart ★★★★★ 

 

第十一天 06/05(三) 斯圖加特賓士博物館 →OUTLET →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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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來到斯圖加特 Outlet，抓緊時間打開荷包，高貴不貴最適合識貨的你，Burberry、Tods、Boss、Botega Veneta、

Armani、Dolce & Gabana、Etro、Jimmy Chow、Michael Kors 等知名品牌，滿足您一圓探索歐洲名品的時尚美夢。 

 

住宿：Schlosshotel Monrepos ★★★★★  

   

 



第十二天 06/06(四) 海德堡 →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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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後前往德國第一大城也是大文豪歌德的誕生地－法蘭克福 Frankfurt，首先帶您造訪市中心最熱門的景點之一

羅馬人之丘廣場 Romerberg，廣場中心是正義女神的雕像，周圍環繞著德國中部最具特色的歷史建築，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緊連三棟的山牆式建築，早期曾為羅馬商人的住宅而得名，，目前已成為法蘭克福的市政廳，廣場

可是全法蘭克福市最古色古香的地方，隨後前往全德國最迷人的哥德大街 Goethostrabe，這裡號稱法蘭克福的

第五大道，全世界的精品名牌在此爭奇鬥豔的向世人展現，及漫步在美食餐廳林立的采爾大道 Zeil ，這裡不

但是全德國最迷人的購物商業區，您可在此幽雅的喝杯咖啡欣賞摩登的特色建築。 

 

住宿：Sheraton Frankfurt Airport Hotel ★★★★★  

 

第十三天 06/07(五) 法蘭克福國際機場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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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四天 06/08(六) 桃園國際機場 

飛機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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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00 元整。好康報名期限至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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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人員：王捷南0918-162-103/娜娜0958-780-898 

服務人員：董純瑜cindy  / 黃麗雅Liya  02-25113253 

聯絡信箱:168fly.q@gmail.com 



國際扶輪 3501跟著總監大步走 

國際扶輪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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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00元，訂金每人預收新台幣參萬元整！(本團報價不含扶輪大會登錄費) 
預估票價：全程升等豪經艙加價 24,000元，全程升等商務艙加價 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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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27 ~ 0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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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00 元 

***好康報名期限至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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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