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捷德荷 2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維也納( Austria-Vienna)  

02 維也納(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03 維也納   

04 維也納---火車--薩爾姿堡 (Salzburg)下午火車  

05 薩爾姿堡 (市區觀光)  

06 薩爾姿堡---共乘接送--- 早上共乘 

哈斯達特 (Hallstatt) 

07 哈斯達特---共乘接送 (早上共乘)---克倫洛夫 (Czech-Czesky Krumlov) 

08 克倫洛夫---共乘接送 (上午接送)---布拉格 (Prague) 

09 布拉格  

10 布拉格  

11 布拉格---火車---德勒斯登 (Germany-Dresden)(上午火車/ 下午觀光) 

12 德勒斯登---火車---柏林 (Berlin)(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13 柏林  

14 柏林   

15 柏林  

16 柏林---火車---科隆 (Cologne)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17 科隆---火車--布魯塞爾(Belgium-Brussels)(早上火車) 

18 布魯塞爾---火車---(早上火車) 

19 阿姆斯特丹 (Holland-Amsterdam)"  

20 阿姆斯特丹  

21 阿姆斯特丹  

22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23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01,5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6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華航經濟艙含稅      

02 表列旅館 11 晚 (2 人 1 室/含早餐)(其它旅館建議自理) 

03 行程 6 段火車二等艙(一開立不可退票) 

04 3 段共乘接送 

05 500 萬+10 萬意外醫療      

06 全程 wifi 機使用 2 台(桃園機場取件/桃園機場還件 / 每日 500MB，用完降速，隔日恢復)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22 天) 
 

第一天  台北 / 維也納 

期盼已久的歐洲旅程今日要出發囉，今天晚上前往桃園國

際機場搭機飛往嚮往已久的歐洲，夜宿於機上，請您養足

精神，明日開始精彩的奧地利捷克德國荷蘭之旅。 

 

 

 

 

第二天    維也納 (上午抵達 / 下午市區觀光)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維也納，隨後市區觀光：貝維德雷宮分

為上貝維德雷宮和下貝維德雷宮，中間以對稱、整齊的法式

花園連接，這座宏偉典雅的宮殿是 17 世紀維也納最迷人的

傑作。上貝維德雷宮分為三層樓，現在是 19&20 世紀美術

館，裡面收藏了歐洲近代的藝術作品，包括克林姆、梵谷、

席勒、等人的作品，還有奧地利平民藝術最蓬勃的畢德邁雅

時期(Biedermeier)作品，而克林姆最著名的作品《吻》就

是收藏於此。  

查理教堂 Karlskirche 

查理教堂是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一座教堂，位於卡爾廣場南側，內城的南部

邊緣，環城大道以外 200 米處。它是阿爾卑斯山以北最為人矚目的巴洛克教

堂建築之一，擁有加長的橢圓形穹頂。 

聖史帝芬教堂 Wiener Stephansdom 

聖史帝芬教堂，是天主教維也納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乃為人所

喜愛的維也納城市的標誌，常被選作奧地利商議國家大事的地

點。正面是羅馬式建築，雙邊對稱的設計，教堂屋頂以馬賽克

琉璃瓦拼成哈布斯堡家族的家徽--雙頭鷲。聖史蒂芬教堂有南

北二塔，其中較高的南塔達 137 公尺，不僅是維也納地標，

更是僅次於德國科隆教堂的世界第二高哥德式尖塔。 

 

 

 

第三天  維也納 (建議：上午：熊布朗宮之旅 / 下午市區觀光) 

熊布朗宮 Schloss Schönbrunn  門票：14.2 歐元~24 歐元不等，可使用維也納卡有折扣 

今日建議參觀奧匈帝國全盛時代遺留下來的皇宮『熊布朗

宮』，及其美不勝收的御花園，這座雄偉的哈布斯堡的夏

宮，主要是為了與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互別苗

頭，皇宮內總數有 1441 個房間，最值得參觀的就是法國

悲情皇后瑪麗安東尼，出嫁前渡過少女時期的房間，以及

音樂神童莫札特，6 歲時為當時的女皇瑪麗亞特蕾莎獻藝

的『鏡廳』。 

 

 

 



 

白水公寓(漢德瓦薩之家)Hundertwasserhaus 

下午您可前往白水公寓參觀，白水公寓又稱漢德瓦薩之

家（德語：Hundertwasserhaus）是奧地利藝術家佛登

斯列·漢德瓦薩在維也納建設的一處公共住宅。漢德瓦薩

在 1972 年出演一次電視節目時曾稱自己的夢想是建一

座和植物一起生存的家。1977 年，時任維也納市長對漢

德瓦薩發出邀請，請求他建設一座人類和自然共生的公

共住宅。這座建築中 1983 年開工，1986 年完工。現在這座住宅是維也納的著名景點。 

中央咖啡館 Café Central Wein 

咖啡館在維也納的地位如同在義大利一樣重要，在 17 世紀

以來，維也納咖啡館是知識份子政治交流、小道消息或聊八

卦的地方，到了 18 世紀多達 80 幾家，甚至各行各業都有

自己行業專屬咖啡館，上咖啡館已經成了每日必做的事情之

一了！中央咖啡館被選為世界十大最美麗的咖啡館之一，舉

世聞名的音樂家貝多芬都曾是這間咖啡館的座上嘉賓，可以

點一杯維也納經典咖啡–米朗琪，配上一塊蛋糕，相當愜意。 

霍夫堡皇宮 Hofburg Wien 

霍夫堡皇宫在德文中的意思是宫廷城堡的意思。此宮

殿是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宮殿建築。霍夫堡宮殿

曾經是哈布斯堡王朝奧匈帝國皇帝冬宮。。今日的霍

夫堡宮殿是奧地利的總統官邸所在地。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縮寫 ÖNB 

離霍夫堡皇宮僅數呎之隔的就是國家圖書館的入口，其實國家

圖書館也是皇宮的一部份～ 

國家圖書館的歷史可追朔自 1575 年始建的皇家圖書館，而後

瑪麗．德蕾莎女皇於 1723 年將皇宮的 1/3 擴建為圖書館供一

般民眾使用，算算至今已有 440 年的歷史。 

 

第四天    維也納---火車---薩爾姿堡 (上午市區觀光 / 下午火車) 

今日上午繼續維也納市區觀光： 

納許市場 Naschmarkt 

納許市場是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最受歡迎的一個市場，主要由

三排房舍集合而成，長 1.5 公里，約有 120 個攤位和餐館，

從肉類、海鮮、農產品、水果到香料等特色食材。納許市場

的歷史可以追溯至 16 世紀，最早是一個銷售牛奶的市場。

現在納許市主要銷售各種新鮮食物。納許市場環境乾淨且動

向簡單，是來到維也納體驗當地人採買生活的必去的推薦行

程。 

 

 

 

 

 



 

維也納城市公園 Wiener Stadtpark 

維也納城市公園是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一座公園，範圍從

維也納第一區的戒指路到第三區的干草市場街（Am 

Heumarkt），是遊客和維也納本地人都喜愛的景點。總

面積為 65,000 平方米。圓舞曲之王小約翰·施特勞斯的鍍

金銅像，是維也納最有名的以及被拍攝最多的紀念物之

一。它開幕於 1921 年 6 月 26 日，框架的大理石浮雕由

埃德蒙赫爾默創作。鍍金在 1935 年被取走，1991 年再

次安裝。還有其他一些紀念物，例如舒伯特，弗朗茲·萊哈爾，羅伯特·斯托爾茲和漢斯·瑪卡

特的。城市公園是維也納紀念碑和雕塑最多的公園。 

下午搭車前往音樂藝術山城，也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

鄉---薩爾姿堡。薩爾姿堡位於奧地利的西部，是阿爾

卑斯山脈的門庭，城市的建築風格以巴洛克為主，城市

的歷史相當悠久，據史料記載，薩爾姿堡是現今奧地利

管轄地域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市區面積不大，教堂眾

多，非常適合徒步漫遊。美麗的薩爾姿河把薩爾姿堡分

成新城、舊城兩部分。一座座各具特色、歷史久遠的尖

塔教堂和修道院，綠樹成蔭的園林和千姿百態的噴泉，把薩爾斯堡打扮得格外美麗。這裡還

有充滿中古特色的引人遐思的民居、莫扎特誕生地、莫扎特音樂學院、莫扎特廣場和莫扎特

紀念銅像等。阿爾卑斯山的秀麗風光與豐富多彩的建築藝術渾然一體，使薩爾姿堡被譽為全

世界美麗的城市之一，被聯合國列為世界人類文明保護區 

 

第五天  薩爾姿堡 (市區觀光) 

今日暢遊薩爾茲堡。上午建議您搭乘斜坡纜車登上豪恩薩爾茲堡要塞，這座要塞始建於 1077

年，經由歷代總主教逐步擴建而成，是世界上最大的要塞，非常堅固，從未被攻陷過。在這

裡可以遠眺奧地利、瑞士及德國三國的風景，美不勝收。要塞下方的卡比第廣場為薩爾茲堡

老城的主要廣場，廣場上有一座著名的大金球雕像，上面佇立著一名男子，正眺望薩爾茲堡，

經過別忘了和他合影一張! 

溫特山纜車 Untersbergbahn   

一覽無遺這薩爾斯堡那無敵寬闊的美景，搭 Cable-Car 

Untersberg，纜車載你上到海拔 1800 公尺！山上的氣候比較

不定，有時候風太大，一定要帶上套頭衫或者夾克，因為會變冷。

在時而霧茫時而雲散露天光的迷幻天氣，身在雲裡霧裡很有天堂

感。 

 

 

海爾布倫宮 Schloss Hellbrunn 

海爾布倫宮坐落於薩爾茨堡的西郊，是瑪律庫斯·西提庫

斯主教在 1612-1615 年間建造的夏宮，豪華的大廳，

迷人的花園和獨一無二的噴泉使海爾布倫宮在一開始

便成為慶典，慶祝，演出和文藝活動的場所。這裡曾因

動物園和噴泉聞名，後來動物園的動物皆被放養，而海

爾布倫宮內充滿童趣和想像力的噴泉至今仍吸引著無

數人前來。海爾布倫宮因而也被稱為亮泉宮，如今這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E8%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


 

成了吸引人的會議，學術，交流和社會活動場所，也是當地人喜歡散步、避暑、孩子們最喜

歡來戲水的地方。 

薩爾茲堡要塞 Festung Hohensalzburg 

薩爾茨堡要塞（Festung Hohensalzburg），在漫長的歷史中，

沒有任何進攻者能攻佔下它。城堡過去常年是一座防禦設施，

間或也作為主教官邸。同時，它還充當過兵營和監獄的角色。

沃爾夫•迪特裡希主教被他的侄子暨繼承者馬庫斯•希提庫斯囚

禁在這裡五年之久，直到 1617 年去世。 

 

 

莫札特出生地 Mozarts Geburtshaus 

莫札特出生地（Mozarts Geburtshaus），位於薩爾茨堡老城區主街

糧食胡同 Getreidegasse 9 號，那座黃色豎立著奧地利國旗，掛著豎

琴形音樂標識的樓裡，1756 年 1 月 27 日天才音樂家莫札特 在此誕

生。莫札特一家從 1747 年至 1773 年都居住在這棟樓的三樓。 

 

 

 

 

 

第六天   薩爾姿堡---共乘接送---哈斯達特 

今日上午專車接您前往哈斯達特，隨後您可悠閒於這迷人小

鎮---哈斯達特，此小鎮在西元 1997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它

位於薩爾茲康門古特區，此區境內共有七十六座湖泊，大多

為冰蝕湖，其第四大湖就是最美麗的哈斯達特湖區，此區是

奧地利經典的遊覽勝地也是奧地利歷代皇室特別鐘愛的渡假

勝地，又稱為「薩爾茲康門古特上的珍珠」。 

 

今日下午前往冰洞參觀。冰是是從高源下來，由水滲透，透過小裂縫和

洞穴中成為懸崖。雖然外界氣溫在零度以上，但因洞穴仍有非常寒冷的

空氣，滲透水結冰，形成了壯觀的冰與神奇的巨型冰洞。 

 

第七天  哈斯達特---共乘接送---克倫洛夫  

今日上午搭乘合車前往克倫洛夫，

世界文化遺產城市。伏爾塔瓦和得天獨厚以 S 型環繞於

此，使得克倫洛夫有一個很浪漫的別稱---星星與月亮的

故鄉。隨後您可漫步於克倫洛夫這美麗的小鎮。位於奧、

捷邊境聯合國文教會保護的古城－克倫洛夫，號稱是歐洲

最美麗中古小城之一，進入此城時空彷彿倒轉 700 年，

克倫洛夫的何事物都像未曾改變過。 

★ 石柱空中橋廊(High Bridge) 

興建於 15 世紀的「石柱空中橋廊」(High Bridge)，中世紀時一座木質

吊橋連接兩端，1686 年改建為石橋，三層樓的廊橋建於巨大的石柱上

支撐，之後三次加高，變成現在也稱為「斗篷橋」（Mantelbrücke）。

1741 年，該橋為法國軍隊拆毀，七年後重建，橋廊全長約 1 公里，橋



 

廊建築上層是橋、下層則是屋廊，中央拱形的結構可讓垂直的道路通過。橋的底層是連接上

城堡和第五城堡庭院的通道，第二層可通往古堡劇院，最上層則與畫廊和公園相通。兩旁飾

有許多聖徒雕像，從這登高遠眺可以俯瞰不同角度庫倫洛夫的美景，是別具一格的古堡景觀。 

 

第八天  克倫洛夫---共乘接送---布拉格  

上午搭車前往布拉格。 

全日布拉格市區觀光: 

★ 火藥塔 

火藥塔（捷克語：Prašná brána）是捷克首都布拉格老城

的一座哥德式城門，是該市的地標之一，也是布拉格必去

的熱門景點，火藥塔修建於 1475 年，是布拉格的 13 座城

門之一，後來火藥塔的重要性降低，仍然被用作火藥儲存

設施，現在是舊城牆唯一倖存的城門。 

★ 布拉格天文鐘 

布拉格天文鐘（捷克語：Pražský orloj）是捷克首都布拉格

的一座中世紀天文鐘，座落於老城廣場的老城市政廳的南面

牆上，是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設計相當精緻的天文鐘包含

天文鐘面、行走的使徒、日曆盤。 

天文鐘入場門票:250CZK/人 

 

★ 舊城廣場 

舊城廣場（捷克語：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是捷克共和

國首都布拉格老城區的一個古老的廣場，位於瓦茨拉夫廣

場和查理大橋之間，附近有許多壯觀的美麗建築，如哥德

式建築泰恩教堂、巴洛克風格的聖尼古拉教堂。這裡雖然

總是聚集大批的人潮和觀光客，但城上都有警察駐守，整

體還算安全，來這裡可以欣賞藝人們的表演，非常有趣 

★ 查理大橋 Charles Bridge : 

查理大橋是布拉格最出名的人文藝術橋，是一座跨越伏爾

塔瓦河的知名橋樑，由查理四世始建於 1357 年，完成於

15 世紀初，不僅是是連接老城與布拉格城堡及鄰近地區

最重要的通道，更是東西歐之間重要的貿易通道，夜間的

查理大橋相當寧靜，白天則會轉變成熱鬧的地點，會有許

多遊客經過，也會有畫家在一旁繪畫，相當有氣氛。 

 

 

第九天  布拉格 

今日繼續全日布拉格觀光 : 

★ 聖維特主教座堂（捷克语：Katedrála svatého Víta）: 

是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的一座天主教堂，羅馬天主教布

拉格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也是捷克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教

堂。全名是聖維特、聖溫塞斯拉斯和聖阿達爾貝特主教座

堂。教堂位於布拉格城堡內，是哥德式建築的精彩範例，

其中有許多波希米亞國王的墳墓。 



 

★ 布拉格城堡（捷克語: Pražský hrad）： 

是位於捷克共和國布拉格的一座城堡，波希米亞國王、神聖羅馬

帝國皇帝，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總統都在此辦公。這

裡保存著波希米亞王國的王冠。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

堡。 

★ 藍儂牆 (捷克語:Lennonova zeď ) 

喜歡藝術塗鴉風的朋友們一定要來這裡看看！藍儂牆 

（捷克語：Lennonova zeď）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修道

院大廣場，在 1980年代起人們開始在這面牆上塗寫約翰·

藍儂風格的塗鴉以及披頭四樂隊的歌詞，曾經這面牆也

成為捷克群眾發泄對於胡薩克共產主義政體憤怒的源

頭，也代表著過去衝突的痕跡，現在，藍儂牆已經成為

表達青年理想的象徵，是相當值得來一趟的布拉格景點 

晚間您可安排欣賞布拉格特有的音樂藝術活動之一，魔幻黑光劇，黑白之間由螢光、音樂及

人的肢體活動搭配呈現出來，是布拉格特有的表演，不容錯過。 

★ 萊特納公園 (捷克語: Letenské sady) 

萊特納公園位於伏爾塔瓦河陡峭的河堤上方的高地，與布拉

格城堡和布拉格最大的 Stromovka 公園相鄰。從這裡向城中

望去，布拉格的老城風景一覽無餘，這裡也是拍攝全城風光

的絕佳攝影地。萊特納公園的水泥平台是年輕人聚集的地

方，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將自己的鞋子懸掛空中，選擇一

種獨特的方式留下自己的足跡。這裡是可以真正體會到布拉

格青春活力的地方，當然也可以從這裡又有漫步至布拉格最

著名的城堡。 

 

第十天  布拉格 

今日繼續全日布拉格觀光 : 

★ 聖彼得與保羅聖殿 (捷克語: Bazilika svatého Petra a 

Pavla) 

聖彼得與保羅聖殿是捷克首都布拉格高堡內的一座新哥德式教

堂，始建於 11 世紀初，在 13 世紀初毀於大火，隨後重建。這

座教堂的特色是入口上方的馬賽克，其高聳的雙塔從布拉格市

中心沿著伏爾塔瓦河都可看見。 

 

★ 跳舞的房子（捷克語：Tančící dům）： 

是荷蘭國民人壽保險公司大樓的綽號，位於捷克共和國布拉格鬧區。

由加拿大知名前衛建築師法蘭克·蓋瑞，與生於南斯拉夫的克羅埃西亞

籍捷克建築師弗拉多·米盧尼克，於一個空的商宅河濱基地一同合作所

設計的。此地原先的建築物毀於二次大戰轟炸布拉格，被美軍誤認為

德國德勒斯登。跳舞的房子於 1992 年設計，並於 1996 年完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B5%9B%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5%B0%94%E5%A1%94%E7%93%A6%E6%B2%B3


 

★佩特辛瞭望台 (捷克語: Petřínská rozhledna) 

佩特辛瞭望塔是布拉格標誌性建築之一, 建於 1891 年布拉格

博覽會百年紀念之際, 外形模仿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和艾菲爾

鐵塔的比例為 1:5)。瞭望塔高 63.5 米。塔頂的海拔高度和 艾

菲爾鐵塔一致。上塔的階梯有 299 級。登上塔頂, 您不僅可以

一覽布 拉格全景, 如果天氣晴朗, 您可以看到整個波西米亞

地區。 

瞭望台門票:150 CZK/人 

★羅浮咖啡 Cafe Louvre 

自 1902 年便開業的羅浮咖啡館已有百年歷史，卡夫卡、卡佩克與愛

因斯坦都曾是座上賓。Café Louvre 曾連續兩年(2005,2006)榮獲布拉

格郵報(PRAGUE POST)所頒發布拉格最佳咖啡館，融合古典浪漫與現

代時尚且提供無線網路。 

營業時間: 09:00-23:30 

★佩特任瞭望塔(Petřínská rozhledna) 位處佩特任山丘(Petřínské 

sady) 上佩特任山丘是布拉格市中心的一個小山丘(海拔 327 米)，這座山丘也有人叫它佩特

辛公園，在山丘的頂端座落著佩特任瞭望塔。由於布拉格地勢較為平坦，所以好天氣的時候，

只要上到佩特任山丘這，好風景可以一覽無遺。遊客要上到瞭望塔，可以選擇散步走上去，

或是搭纜車上去。 

 

第十一天  布拉格---火車---德勒斯登 (上午火車/ 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搭乘火車前往德勒斯登。德勒斯登的美，令人

屏息，那是一種揉合古典、藝術、浪漫、溫暖的美，與

前衛、冷硬的現代美不同。如果您想要了解什麼是古典

美，或是對古堡、藝術、浪漫氛圍心生嚮往，那麼一定

來德勒斯登。以火車站為起點，走過以少年合唱團聞名

的十字架教堂、前方便是市政廳，隨後來到中心地----

劇院廣場，廣場周遭的天主教宮廷教堂、塞姆佩爾歌劇

院、雷茲登茲城堡….美不勝收。茨溫格宮---由奧古斯特

強王命令建造的宮殿，目前主要的展出有由奧古斯特時

代所收藏的麥森瓷器和東方瓷器，可以說是歐洲數一數二的蒐藏。 

 

第十二天  德勒斯登---火車---柏林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上午搭車前往柏林，中午抵達柏林，隨後開始觀光行程：柏林是中歐的文化中心，因此文化

景點可謂多不勝數，不論是哪方面的藝術參觀，柏林都有極具代表的地方： 

柏林電視塔 Berliner Fernsehturm 

柏林電視塔，柏林電視塔位於柏林東區的中心，靠近亞

歷山大廣場，共高 368 米，是德國最高建築物同時也是

歐洲第四高的建築物。在 1969 年建成時曾是世界第二高

電視塔同時每年超過 100 萬人次的遊客 也屬於 德國十

大最受歡迎的景點。 

標準票價: Observation Deck Tickets  

    (Adults € 15.50 / children €9.50 / free entry for 

children under 4)  

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Gate 



 

勃蘭登堡門是柏林圍牆的一道城門，因通往勃蘭登堡而得

名。它曾經是冷戰時期分裂的象徵，如今卻成為了德國重新

統一的見證。勃蘭登堡門是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砂岩建

築，以雅典衛城的城門作為藍本。勃蘭登堡門內的側牆刻畫

了許多羅馬神話偉大的英雄人物，例如是戰神瑪爾斯、保護

神米諾娃、海格力斯等等。在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上每天都

有許多街頭藝人在這裡表演，有時候是全身塗著銅漆裝作是

銅象行為藝術家，有時候是在地上作畫的畫家，為這個城市

增添色彩。 

奧林匹克運動場 Berlin Olympiastadion 

林奧林匹克體育場是一座位於德國柏林的大型體育場地，建於

為舉辦 1936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而建的德意志體育場原

址，該場館與現有建築物均由瑪赫家族設計，前者由奧托·瑪赫

設計，後者則由其子維納·瑪赫設計。 現存的奧林匹克體育場

及周邊的奧 

林匹克廣場，是為 1936 年柏林奧運會而建造。 

 

 

第十三天  柏林 

博物館島 Museumsinsel    

博物館島位於德國柏林市中心，施普雷島的北端。柏林所有博物

館都由此發展而來，也是柏林的旅遊重點。1999 年，因建築與

文化的結合，博物館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

產。柏林歡迎卡附加博物館島，五大博物館都可免費入場。Altes 

Museum(舊博物館), Neues Museum(新博物館), 

Pergamonmuseum(佩加蒙博物館), Alte Nationalgalerie (舊

國家美術館), Bode-Museum 博德博物館。 

 

 

御林廣場 Gendarmenmarkt 

御林廣場是德國最富有文化特色的廣場，是柏林旅遊的必到

景點。 

廣場中心矗立著德國著名作家希勒的雕像，圍繞著廣場的建

築群是 

新古典主義風格的音樂廳、德意志大教堂和法蘭西大教堂，

令御林廣 

場充滿了濃郁的歷史文化氣氛。廣場的四周還有各式各樣的

飯店、 

餐廳和商店。每年夏天的時候這裡都會舉辦一個為期一周的露天古 

典音樂會（Classic Open Air），是柏林大型音樂活動中的一大盛事。 

有聖誕期間更有極富歡樂氣氛的聖誕市集，十分熱鬧。 

 

 

 

 



 

哈克庭院 Hackesche Höfe 

哈克庭院坐落於柏林米特區，是德國最大的封閉式庭院，

一直以來都被悉心保護和翻修。它由 8 座互通的庭院組

成，占地約 9200 平方米，將辦公室、住宅、購物與娛樂

結合到了一起。庭院裡有 40 多家企業和文化機構和高檔公

寓，包括電影院、各類品牌專賣店、咖啡廳、酒吧、餐廳

以及俱樂部等，是柏林時尚生活和夜生活最豐富的地方之

一。 

 

東邊畫廊 East Side Gallery 

在東西德分離期間，藝術家就以牆代紙，在柏林圍牆的西

邊作畫。當柏林圍牆推倒後，當地藝術家保留了這個傳統，

在 1.3 公里的柏林圍牆殘垣的東面繼續作畫，形成了今日

的東邊畫廊。在 1989 和 1990 年間，來自 21 個國家的

180 位藝術家在柏林圍牆上創作了不同主題的繪畫。其中

最著名的作品有 DimitriVrubel 的《兄弟之吻》， 

GuntherSchaefer 的《祖國》，GerhardLahr 的《柏林-

紐約》 

 

第十四天  柏林 

忘憂宮 Schloß Sansssouci    門票約 12€ 

您可前往波茲坦(Potsdam)參觀忘憂宮(Schloß 

Sansssouci)，這座宮殿由腓特烈二世所建，他一生征戎不

斷，為了追求一個清靜無憂的居所，因而建造這座夏季行

宮。建築形式以法國凡爾賽宮為藍本，是德國洛可可風格

建築的代表作。 

午後您可前往夏洛騰堡(Schloss Charlottenburg)參觀，此

堡建於 1695 年是柏林最大最美麗的皇宮，整座皇宮採巴

洛克風格建造而成是普魯士腓特烈一世 (Elcetor 

Friedrich I) 為其愛妻夏洛騰 (Sophie Charlotte) 建造的這座皇宮氣派非凡，高貴典雅，而

有"柏林的凡爾賽宮"之稱。 

夏洛滕堡宮 Schloss Charlottenburg 門票約 10€ 

為義大利巴洛克式風格，由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一世的妻

子索菲·夏洛特委託建築師 Arnold Nering 設計。1701 年，

腓特烈一世加冕為普魯士國王，稱腓特烈一世，夏洛特成為

他的王后。這個最初作為柏林郊外的夏天休息地，由建築師

Eosander von Göthe 擴建為雄偉的建築。夏洛特在 1705

年去世後，腓特烈一世為了紀念她，將這座宮殿和附屬產業

命名為夏洛滕堡。從 1709 年到 1712 年進行了進一步擴建，

這一時期出現了有特色的轉塔和橘園。 

夏洛滕堡宮內部曾被描述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 琥珀室這個房間的牆壁裝飾著琥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B4%9B%E5%85%8B%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83%E5%85%B0%E7%99%BB%E5%A0%A1%E9%80%89%E5%B8%9D%E4%BE%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83%E5%85%B0%E7%99%BB%E5%A0%A1%E9%80%89%E5%B8%9D%E4%BE%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A2%E8%8F%B2%C2%B7%E5%A4%8F%E6%B4%9B%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A5%E7%8F%80%E5%AE%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A5%E7%8F%80


 

第十五天  柏林 

今日上午您可繼續柏林市區觀光悠閒享受逛街購物樂趣，或可前往參觀褲襠街

(Kurfurstendamm)及威廉皇帝紀念教堂。 

 

威廉皇帝紀念教堂 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 

教堂建於 19 世紀末，屬新羅馬風格，這座矗立在柏林西區商

業中心的觸目驚心的建築，是自二戰遺留下來的威廉皇帝紀念

教堂。因為它保留著在二戰中被炸毀的鐘樓尖頂，又被形象地

稱為“斷頂教堂”。現在，它身邊已建成了新的教堂和鐘樓，

取代了舊教堂的功能。新教堂的設計非常現代，為八角形的彩

色玻璃幕牆，內部呈現獨特的藍色，隔音效果很好。舊教堂內

主要為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的歷史展覽，它的保留無疑又是二戰

歷史的警世紀念。被當地人稱為“蛀牙”。 

查理檢查哨 Checkpoint Charlie 

查理檢查哨，位於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上，是冷戰時期柏

林圍牆邊東德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該檢查站通常為盟

軍人員和外交官使用。從這個檢查哨往北去，即進入民主德國

的首都東柏林，反之往南則是進入聯邦德國的西柏林。柏林圍

牆拆除後，此檢查哨一度被拆除，而後又被復建，成為柏林旅

遊的重要景點。 

 

 

柏林主教座堂 Berliner Dom 

柏林主教座堂建於西元 1894 年至西元 1905 年間，是座

充滿文藝復興風格的基督教路德宗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國

霍亨索倫王朝宮殿的教堂及墓葬，西元 1894 年，德國皇

帝威廉二世命令之下重新改造，成為與羅馬聖彼得大教堂

相媲美的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柏林主教座堂受

到嚴重損毀，於西元 1975 年重新修建、西元 1993 年再

次對外開放，至今仍有一些較細緻的修建工作持續進行，

是德國柏林著名的旅遊景點。 

德國國會大廈 Reichstagsgebäude 

德國國會大廈位於柏林市中心，體現了古典式、哥特式、

文藝復興式和巴洛克式的多種建築風格，是德國統一的象

徵。由於當時威廉二世的反對，建築上的銘文“為了德意

志人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才被鑲上的。德國國會

大廈現不僅是聯邦議會的所在地，其屋頂的穹形圓頂也是

最受歡迎的遊覽聖地。它不斷更新的歷史映射著自十九世

紀以來德國歷史的各個側面。德國統一後，歷時十二年的

重建計劃已經改變了德國首都的面貌。這裡一度是歐洲分

裂的象徵，現則是大陸東西兩側的效仿聚會之地。在這個歷史悠久卻又現代化的城市裡，玻

璃與鋼鐵摻雜在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建築風格中。建議您可事先上網預約參觀國會大廈(免費)，

登上國會大廈的圓頂，可以從上面觀看柏林的各景點。 

 

 



 

第十六天  柏林---火車(此段為您升等頭等艙)---科隆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科隆。隨後市區觀光：科隆，是德國人

口第四多的城市，是北威州最大的城市，亦是德國內陸最

重要的港口之一，萊茵地區的經濟文化和歷史中心。它已

有 2000 多年的歷史，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中世紀

科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教會中心和藝術知識中心。科隆

在二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今天它以其文化和建築遺產及

許多重要的國際性活動而聞名。。 

科隆市政廳 Kölner Rathaus 

科隆市政廳德國科隆的一座歷史建築，介於內城區的市政廳

廣場和老集市廣場之間，為市議會和市長辦公室所在地。這

是德國最古老的市政廳，已有 900 餘年歷史。科隆市政廳包

含了各種建築風格: 14 世紀市政廳、15 世紀的哥德式塔樓、

16 世紀文藝復興風格涼廊、20 世紀現代風格的中庭。所謂

「西班牙建築」（Spanischer Bau）是其在市政廳廣場西北

側的延伸，並不直接與主樓相連。 

 

 

霍亨索倫橋 Hohenzollernbrücke 

霍亨索倫橋是位於德國科隆的一座跨越萊茵河的橋樑。它離

源頭 688.5 千米。這座橋是 1907 年至 1911 年建成的，原

來由兩座鐵路橋和一座公路橋平行組成。霍亨索倫橋和它旁

邊的科隆火車總站是德國和歐洲鐵路網最重要的樞紐之

一，是一座規模非常壯大的建築物，是科隆市容和科隆大教

堂的景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科隆主座教堂 Kölner Dom 

科隆主教座堂，也稱科隆大教堂，位於德國科隆的一座天主

教主教座堂，它是科隆市毫無爭議的標誌性建築物。157 公

尺高的鐘樓使得它成為德國第二、世界第三高的教堂，另外

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哥德式教堂，它以法國蘭斯主教堂和亞

眠主教堂為範本，是德國第一座完全按照法國哥特盛期樣式

建造的教堂。 

 

 

老集市 Altstadt 

老集市廣場是科隆老城的中心廣場。市政廳(Rathaus)是

廣場上的主要的建築，它們都有著悠久的歷史，以西元 1-4

世紀羅馬執政官的行宮為基礎，當年羅馬人就已在這裡管

理城市國家，處理機要。16 世紀中期建造的文藝復興風

格的門廊為市政廳再添光彩，市政委員在這裡向公眾宣佈

重要決定。門廊後是目前市政廳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部分

--漢薩大廳(Hansasaal 1360)，大廳內有 14、15 世紀製

成的木制雕塑，極具觀賞價值。老集市廣場周圍為傳統德



 

式建築，現在一層多為咖啡館或酒吧。中間的噴泉上是德國 30 年戰爭期間從貧窮的農夫成

長為騎兵將軍的傳奇人物威爾特的雕像(Jan von Werth)，雕像下面的浮雕描繪的是他傳奇故

事中的場景。 

 

第十七天  科隆---火車--布魯塞爾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布魯賽爾。 

布魯塞爾是比利時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也是歐

洲聯盟的主要行政機構所在地，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總部駐地，有歐洲的首都之稱。布魯塞爾上城

依坡而建，為行政區，主要名勝有路易十六式建

築風格的王宮、皇家廣場、埃格蒙宮、國家宮、

皇家圖書館、現代古代藝術博物館。下城為繁華

的商業中心。市中心的“大廣場”周圍屹立著許

多中世紀的哥特式建築，其中以市政廳最為壯觀。布魯塞爾擁有全歐洲最精美的建築和博物

館、摩天大樓跟中世紀古建築相得益彰。整座城市以皇宮為中心，沿“小環”而建，遊覽以

步行為佳。下午市區觀光：原子模型紀念塔---此為萬國博覽會的會址，與象徵性建築之所在。

您可參觀布魯賽爾最老的市民---尿尿小童雕像，據說是布魯塞爾的城市救星，也是比利時這

個國家的小天使、黃金廣場是被浪漫派大師--雨果譽為全歐洲最美的廣場之一、市政廳廣場

及周邊金壁輝煌的建築，烘托的更美觀而雄偉，令人激賞。 

 

第十八天  布魯塞爾---火車(此段為您升等頭等艙)---阿姆斯特丹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阿姆斯特丹，，隨後您可前往阿姆

斯特丹市區觀光：阿姆斯特丹原本是「阿姆斯托河上

的水壩」，13 世紀以後才逐漸發展為一個城市。16、

17 世紀的「黃金時代」，環繞著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完成了許多運河的開鑿。之後，隨著人口的快速成

長，城市也不斷地向外擴張。如今阿姆斯特丹已是荷

蘭首都，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由 90 個小島所

組成，擁有 160 條運河和 1281 座橋梁！密如蛛網的

運河、穿梭市區的單車、高貴美麗的鬱金香、光彩奪目的鑽石、越夜越瘋狂的紅燈區，以及

梵谷、林布蘭等大師的典藏，在在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第十九天  阿姆斯特丹 

全日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 

水壩廣場 Dam 

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水壩廣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活力的地

方，這裡飄散著咖啡的氣息、麵包的香味，很多人買一杯咖

啡，安坐在路旁，觀賞街頭藝人精彩的搞怪表演。水壩廣場

建於 12 世紀末，廣場上的市政廳則在 1648 年開始興建，

至今仍然是水壩廣場上最顯眼的地標。1808 年法國佔領荷

蘭時，路易拿破崙(Louis Bonaparte)更選址市政廳作為他的

住所，更改名為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廣場上另一個引

人注目的建築物，是為了紀念二次大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犧

牲者所設立的人民紀念碑(Nationaal Monument) 

 



 

阿姆斯特丹王宮 （荷蘭語：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 

或 Paleis op de Da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是依據議會法案荷蘭王室

的三座宮殿之一（另兩座是豪斯登堡宮和努兒登堡宮），

根據國會法案由威廉-亞歷山大使用。 

 

 

安妮之家 :（荷蘭語：Anne Frank Huis）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間紀念猶太人女孩安妮·弗蘭克

的博物館，這裡也是安妮·弗蘭克一家在納粹黨統治時的躲

藏處。 

門票:10€ 

 

 

 

艾伯特市場 Albert Cuyp Market  

濃厚的傳統風情，可嘗到當地現做的荷蘭餅，跟在超市買的

味道不太一樣，不過都一樣好吃，很推薦大家來的時候可以

嘗嘗，不過不建議一個人吃一個，因為甜度很高，大概嘗一

下就可以了。那來這邊不一定要買東西，畢竟他是一個以居

民生活為主軸的地方，所以很多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品，不過

如果有想要買小紀念品回來的，蠻推薦在這邊下手的，因為

不貴，又有頗多選擇喔~~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荷蘭語：Het Rijksmuseum Amsterdam），位於荷蘭阿

姆斯特丹，是荷蘭的國家博物館及規模最大的博物館，藏有

史前至最新的各種展品。國家博物館研究圖書館

（Rijksmuseum Research Library）是該博物館的一部分，

也是荷蘭最大的公共的藝術史研究圖書館。與海牙莫瑞泰斯

皇家美術館和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並稱荷蘭的

三大美術館。 

門票: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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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觀看舉世

聞名的畫家梵古遺留下來的大多數作品。這些著名的作品，如《馬

鈴薯人家》，《向日葵》，《杏仁花》和《播種者》均陳列在阿姆

斯特丹市的梵古博物館。第二多則是是荷蘭的克勒勒-米勒博物館。 

門票:18€ 

 

 

 

 

 



 

第二十天  阿姆斯特丹 (建議羊角村 Giethoorn 之旅) 

羊角村位於荷蘭西北方 Overijssel 省，De Wieden

自然保護區內。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好位在兩個

冰磧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土壤

貧瘠且泥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

植物不易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

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

地，形成一道道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

能夠通過、運送物資，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羊角村有著「北方威

尼斯」和「荷蘭威尼斯」的美稱。之所以出名，是因為羊角古村沒有道路，以運河和船作為

主要交通方式。貴有『歐洲威尼斯』美譽的羊角村，很多人來這裡無非是以『划船』的方式

取代漫步，漫遊在村莊中。今日就漫步享受風景如畫的羊角村小鎮吧!  

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謐的村落，一面聆聽船夫

兼嚮導娓娓細說各個房子的歷史與特色，除了欣賞美景外，文化收穫也不少。在露營區租一

間小木屋和一艘小木船，或者租輛腳踏車在林蔭大道間閒逛，以最親近自然的方式，享受生

活的愉悅。廣大的湖泊、密佈的水道可是考驗著都市人依賴交通標誌的能力，通常遊客在租

船時，店家都會附贈一張羊角村的水路地圖，遊客只要先找到羊角村最主要也是最大的湖泊

Bovewijde，再根據水面上標有號碼的旗竿，尋找地圖上的水道標號，就可以清楚地找到自

己的方位。 

 

第二十一天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今日上午前往阿姆斯特丹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

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二十二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歐洲風景影像，趕緊回到溫暖的小

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