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T# 2001110-40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New York Chicago Houston Vancouver Beijing 

10天 8國歐陸風情之旅 Tour Code: UVA10 

奧地利，德國，列支敦士登，瑞士，法國，盧森堡，比利時，荷蘭 

出發日期: (2023) 3/19, 4/16, 5/21, 6/18, 7/16, 8/20, 9/17, 10/22, 11/19 

行程特色： 

• 獨家定制特色歐陸行程，絕對物超所值!

• 精心規劃從維也納到阿姆斯特丹的行程路線，東進西出旅程暢順舒適!

• 巧妙穿梭中西歐各國著名旅遊熱點，沿途走訪各地名勝古跡，品嚐最地道的特色美食，以

輕鬆的節奏讓您感受濃濃的歐陸風情，絕對不枉此行!

• 漫步於音樂之都維也納、世界上最具童話色彩的德國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

堪比巴黎的小法國區 (La Petite France)、被譽為“荷蘭威尼斯”的羊角村 (Giethoorn Village )…
讓您充分體驗非凡的歐陸浪漫情懷。

• 全程下榻便捷舒適的四星級酒店，最後一站阿姆斯特丹連續住宿兩晚。

• 品嚐當地傳統美食：維也納炸肉排、奧地利式啤酒屋、著名的德國肉腸配啤酒、比利時藍

青口配特色炸薯條…
• 經驗豐富的導遊全程提供詳盡的中/英文雙語講解，讓您多方面了解各地風土文化和歷史

特色。

隨團包括以下景點入場門票和交通安排： 

❖ 維也納遜布倫皇宮及御花園

❖ 德國新天鵝堡 (包觀光巴士, 馬車套票及入場觀光門票)

❖ 阿姆斯特丹運河玻璃觀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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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 

1 原居地  奧地利, 維也納 

Hometown  Vienna, Austria 

2 維也納 - 環城大道 - 維也納音樂會 (自費) (晚: 地道炸肉排) 

Vienna – Ringstrasse - Vienna Concert (optional) (D: Wiener Schnitzel) 

酒店: Imperial Riding School Renaissance Vienna Hotel 或同級 

環城大道：一條 5.3 公里長的美麗大道，擁有眾多不同建築風格的紀念性建築，其歷史可追溯至 1860 

至 1890 年代，還有許多著名的景點、博物館、宏偉的宮殿和公園，如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美術博物

館、議會大廈和市政廳。它的建設源於精心的城市規劃，並歷時半個多世紀才完成。它是維也納最重

要的交通要道之一，也是本地和國際大型活動的主要舉辦場地，以及最受遊客和當地人歡迎的旅遊和

休閒熱點。 

3 維也納 - 遜布倫皇宮及御花園 (入內參觀) - 英雄廣場 - 荷夫堡 - 百水公寓 – 薩爾斯堡 (早/晚: 奧式啤酒屋) 

Vienna – Schonbrunn Palace & Garden (admission incl.) – Heldenplatz - Hofburg – Hundertwasser House – 

Salzburg (B/D: Austrian beer house) 

酒店: Fourside Hotel Salzburg 或同級 

遜布倫皇宮及御花園：據說是以凡爾賽宮為設計藍本的皇宮御花園，是一座典型的法國式園林，綠樹

牆內是 44座希臘神話故事中的人物，園林的盡頭是一座海神泉,故此遜布倫皇宮又稱「美泉宮」。 

英雄廣場：廣場上有兩位奧地利英雄的騎馬塑像。一位是卡爾大公，他 1809 年在阿斯珀恩首次打敗

了曾經不敗的拿破崙，以勇敢馳名。另一位是建立美景宮的歐根親王，奧斯曼帝國第二次包圍維也納

時立功，後來西班牙皇位繼承戰時跟法國打仗。1938年希特勒在此宣告德奧合併。 

百水公寓：又稱「古怪屋」，百水是這棟建築物設計師的名字。百水公寓利用可回收的自然建材建
造，造型獨特，不規則的線條、大小不一的窗戶，配合牆上綠色的植物，叫人印象難忘。 

4 薩爾斯堡 - 莫紮特廣場噴泉 - 米拉貝爾花園 -月亮湖 (自費) - 德國, 富森 (早/晚: 特色德國肉腸及啤酒) 

Salzburg – Mozart Square – Mirabell Garden – Mondsee Lake (optional) - Fussen, Germany (B/D: Germen’ 
sausages with famous local beer) 

酒店: Hotel Ludwigs 或同級 

莫紮特廣場噴泉：薩爾斯堡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出生地，位於大主教教堂旁的莫札特廣場中心，

有一座於 1842年完成的莫札特紀念雕像。著名的噴泉是“音樂之聲” 取景地。 

米拉貝爾花園：由薩爾斯堡大主教所修建的宮廷花園，有三百多年歷史，擁有號稱世界最美的婚禮

大廳，宮殿外的美麗花園，就是《仙樂飄飄處處聞》中瑪麗亞與孩子們唱主題曲〈Do Re Mi〉的地

方。 

月亮湖：長 11 公里，寬 2 公里，月亮湖是奧地利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最大的湖泊之一。與鄰近的 

Irrsee 湖，它們都是最溫暖的湖泊，水溫達到 27° C，因此可提供廣泛的水上活動。它碧藍的湖水和周

圍群山的壯麗山峰絕對是您照片的絕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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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富森 - 舊天鵝堡 (外觀) - 新天鵝堡 (包觀光巴士+馬車套票及入場參觀門票) - 列支敦斯登, 華多茲 - 瑞士

名表專門店 - 瑞士, 琉森 (早/晚: 酒店西餐)  

Fussen - Hohenschwangau Castle - Neuschwanstein Castle (shuttle bus, horse carriage & admission incl.) – 

Vaduz, Liechtenstein - Swiss Watches Showroom – Luzern, Switzerland (B/D: Hotel Western dinner)  

酒店: Hotel Astoria Luzern 或同級 

新天鵝堡：是眾多現代童話故事中城堡的藍圖，新天鵝堡始建於 1869 年，位處德國東南與奧地利的

邊界的阿爾卑斯山山脈近一千公尺高的山頂上。城堡中隨處可見典型的哥特式建築細節，裝飾極盡

奢華，從天花板、燈飾、牆壁到日常用具，無一不是工匠精雕細琢之作，而所有門窗、列柱迴廊則

呈現巴洛克風格，主要廳堂的裝飾都是拜占庭式的壁畫。顧名思義，整個城堡中所有的水龍頭以及

家具和房間配飾都是形態各異、栩栩如生的天鵝造型。 

6 琉森 - 獅子紀念碑 - 卡貝爾橋 - 鐵力士雪山 (自費) -德國, 蒂蒂湖 - 法國, 史特拉斯堡 (早)  

Luzern – Lion Monument – Chapel Bridge – Mt. Titlis (optional) – Titisee, Germany – Strasbourg, France (B) 

酒店: Aloft Strasbourg Etoile 或同級 

獅子紀念碑：一頭垂死的雄獅面露哀傷和痛苦的神情，無力地匍匐在地，一支銳利的長箭深深地刺

入背脊，前爪按住了折斷的長矛和盾牌，盾牌上分別有象徵瑞士的十字徽章和法國王室的香根鳶尾

標記，石像的上方刻有拉丁文「獻給忠誠和勇敢的瑞士」，整座紀念碑極具藝術感染力。 

卡貝爾橋：是盧塞恩的標誌，也是歐洲最古老的有頂木橋。橋面上繪有多幅歷史畫作，接近黃昏時

遠處的天慢慢變藍，遠處的山、湖水也慢慢變藍連為一體，這裡也被稱為「離天堂最近的地方」。 

鐵力士雪山: 屬於阿爾卑斯山脈，坐落在的上瓦爾登州和伯爾尼州之間，其海拔 3020 米，是瑞士中

部最高峰，擁有中部唯一的冰川。在此可乘坐 360 度旋轉纜車到達鐵力士山的冰川公園，在攀升的

過程中可以全方位飽覽四周的美景。抵達頂峰以後眼前是覆蓋著皚皚白雪的壯麗山群、冰洞和冰

川。 

蒂蒂湖：是上一次冰河時期形成的冰川湖，雖是黑森林地區最大的湖泊，但其面積只有 1 平方多公

里，湖水最深處亦不過 40 米，但卻清澈見底。湖區近年發展成旅遊熱點，北岸更是知名的溫泉小

鎮，德國最大的天然滑雪跳台亦在於此。 

7 史特拉斯堡 - 主教座堂 - 小法國區 - 盧森堡 - 黃金少女像 - 比利時, 布魯塞爾 (早/晚: 比利時藍青口配特

色炸薯條) 

Strasbourg – Cathedral - La Petite France - Luxembourg – Gelle Fra – Brussels, Belgium (B/D: Belgian 

Moules Frites) 

酒店: Holiday Inn Brussels Schuman 或同級 

主教座堂：一座擁有八角形塔樓的羅馬天主教堂，大部分建築以羅馬式風格建造，但被廣泛認為是

哥德式建築的最佳典範之一，此歸功於其首席建築師 Erwin von Steinbach 及在他去世後繼承了他位置

的兒子和孫子. 它樓高 142米，曾是世界第一高樓，至今仍是現存中世紀建成的最高建築。1988年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小法國區 : 堪比巴黎，小法國區是史特拉斯堡的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小鎮，亦是最重要的歷史遺迹區，

1988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斯特拉斯堡地處德法邊界，歷史上多次輪流歸屬德法，所以小法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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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建築、文化、飲食方面都傳承了德法兩國的元素。區內小橋流水，鮮花盛開，兩岸都是美麗

的中世紀木質框架房屋，完美地表現出典型的法式浪漫風格。 

8 布魯塞爾 - 黃金廣場 - 撒尿小童 - 荷蘭, 鹿特丹 - 方塊屋 - 羊角村 (自費) - 阿姆斯特丹 (早/晚: 當地西餐) 

Brussels – Grand Place – Manneken Pis - Rotterdam, Netherlands – Cube Houses – Giethoorn Village 

(optional) - Amsterdam (B/D: Western style) 

酒店: Hyatt Place Amsterdam Airport 或同級 

黃金廣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著名廣場。這座廣場呈長方形，面積不大

但很精緻，地面時花崗岩石，四周圍繞著中世紀時期的哥特式、文藝復興式的鍍金建築物，被譽為

歐洲最美的建築物之一。廣場生活氣息濃郁有各種各樣的美食，這裡還曾經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

過得地方，在白天鵝餐廳還保留著馬克思坐過的位置。 

撒尿小童：距離黃金廣場不遠處就是撒尿小童的銅像，是布魯塞爾象徵之一。因為撒尿小童太受歡

迎，世界上許多國家或者個人都為撒尿小童帶來了一套衣服，他的衣服就收藏在市區的博物館中。 

羊角村：被譽為「荷蘭的威尼斯」，羊角村是荷蘭最美麗、最童話的傳統村莊。它由許多手工挖掘
的運河和小島組成，所有小島通過行人小橋連接到無車商業中心。島上有許多 18 和 19 世紀建成的

典型荷蘭農舍。 每年有超過百萬的遊客前來參觀，並乘坐運河船或觀光小船來探索羊角村。 

9 阿姆斯特丹 - 華倫丹小漁村 (自費) - 風車村 - 傳統木屐製作示範 - 水壩廣場 - 乘坐玻璃觀光船遊運河 - 

著名鑽石切割工廠 (早/晚: 港式中餐) 

Amsterdam – Volendam (optional) – Zaanse Schans Windmills – Clog Factory – Dam Square – Canal 

Cruise – Diamond Showroom (B/D: HK style Chinese dinner)  

酒店: Hyatt Place Amsterdam Airport 或同級 

華倫丹小漁村：阿姆斯特丹的街頭已經找不到傳統漁村的印記，還好有華倫丹這座小城。漁村週邊

的堤壩上是一棟棟色彩鮮豔的歐式村落房屋，走在街道上可以悠閒、愜意的享受這座童話般的小

鎮。 

風車村：古老的建築生動描繪了 17、18 世紀的荷蘭生活。真實的房子，古老的造船廠，製作木鞋的

表演，還有各種各樣風車，風車村是有居民居住、開放式的保留區和博物館。 

水壩廣場：是阿姆斯特丹市市中心的起點，也是整個城市最有活力的地方。廣場上人潮不斷，四處

洋溢的是歡樂休閒的氣氛。各色咖啡廳、餐館和酒吧，生意非常好。這裡的一切都充滿了生氣和歡

樂。 

10 阿姆斯特丹  原居地 (早) 

Amsterdam  Hometown (B)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行程可能隨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