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踪之旅:在西南德國的巴登-符騰堡州，‧由北起至抵達著名的大學城圖賓根，及見證德國歷史的霍亨索倫城堡 

，途經黑森林地區-德、瑞、奧三國博登湖區的康斯坦茨等地。 

 
 
 
 
 
 

  

暢遊：荷蘭 ~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烏特勒支．德國 ~海德堡、迪的斯湖、圖賓根、烏爾姆、慕尼黑 

 
 
         
。  
 
 
 
 
 
 
 

 
 
 
 
 
 
 

 季節限定(只限 5 月份)︰特別安排時節美食︰白蘆筍(Asparagus)，世界十大名菜之一 

 羊角村船河觀光 ~ 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靜的村落，欣賞河道兩旁綺麗風光 
 梅德布雷克 ~ 古董蒸氣火車之旅，田園風光，盡入眼簾 
 特別安排 : 阿姆斯特丹船河，親身了解水都的特色和風情 
 鹿特丹~科幻 Markthall 市場是外型倒轉的馬蹄及設計獨特的方塊屋，而所有的房子代表一片森林                   
 雙城堡~荷蘭「德哈爾古堡」一典型的中世紀城堡，彷彿童話夢幻世界中。德國「霍亨索倫城堡」  

    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十大城堡之一及歐洲最美的五座城堡之一 
 德國~ 兩古老大學城:「圖賓根」一個著名的大學城，別有一番風味的小鎮風光。而「海德堡」是 
                      德國最古老大學 
 迪的斯湖區~ 猶如一位迷人少女，漫步湖畔享受湖區美景，亦可於湖畔商店選購咕咕鐘、德國著              

名行李箱等 
 增遊 "法國小威尼斯" 科爾瑪(特別安排乘小火車之旅) 
 德國烏爾姆~ 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之出生地，是德國南部最美麗城市之一 
 特別安排晚餐 4 道菜  

 

行程特點 
 

增遊 "法國小威尼斯" 科爾

瑪(特別安排乘小火車)

之旅) 

 



 
 
 
 
 
 
 
 
 
 
 
一剔價：免收服務費及已包各地所有機場稅項 
GAAMJ 為選乘商務客位，費用及詳情請向報名旅行社查詢 
注意：價目將會調整，請查詢報名旅行社，敬請留意 

 

 

香港  阿姆斯特丹[荷蘭] 
Hong Kong  Amsterdam[Netherlands] 

是日晚上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客機經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轉機或乘坐瑞士航空公司客機經蘇黎
世轉機後飛往荷蘭城市~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 新士堅斯~芝士廠~木屐廠 ~ 羊角村 ~ 木船觀光 ~ 海倫芬 
Amsterdam ~ Zaanse Schans ~ Cheese Factory ~ Clog Factory ~ Giethoorn ~ Boat Trip 

~Heerenveen 
航機於是日抵達後，隨即驅車展開市內觀光。 
【新士堅斯風車村】村內除了保留了數座荷蘭的標誌～風車外，還有富傳統特色的紅磚小屋，  

而地道的紀念品如木屐、風車、乾花及芝士應有盡有。 
【芝士廠及木屐廠】參觀傳統的木屐及芝士制造過程。 
【羊角村】素有「綠色威尼斯」之稱，當地居民曾挖掘地底下的 

泥煤出售賺錢，不斷開鑿土地後形成一道道狹窄溝渠，居民便順道把溝渠拓寬方便運送物資。 
【木船觀光】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謐的村落，欣賞河道兩旁綺麗風光。 

出發日期 
【 】較高成團日期  

成人價-佔半房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小童價 
(*另有結伴同行優惠) 單人房 

附加費 
服務費 

各地所有 

機場稅項 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5 月【15】【28】日 
6 月【17】【23】日 

原價 $26598 $26598 $24598 

$5298 免收 已包 早報名優惠
價 $24598 起 $24598 起 $2259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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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伴同行優惠如下： 

4 位減$300｜5-7 位減$400｜8 位或以上減$500 
 

＊早報名尊享減$2000 大優惠＊ 
注意：優惠名額有限，價目以報名及付訂金作準， 
團費及優惠如有任何調整或更改，恕不作另行通知 

德哈爾古堡 

霍亨索倫城堡 

Copyright© TMBW 



住宿：HOTEL VAN DER VALK 或同級酒店 
早：---｜午：當地餐廳｜晚：酒店/當地餐廳 

 
海倫芬 ~ 橫越大堤壩 ~ 梅德布雷克 ~ 古董蒸汽火車之旅 ~ 荷恩 ~ 福倫丹漁村(自費活動) ~ 阿
姆斯特丹 
Heerenveen ~ Afsluitdijk ~ Medemblik ~ Steam Tram ~ Hoorn ~ Optional: Volendam 
~Amsterdam 

【大堤壩】被礜為「海上長城」，荷蘭人自古與水抗爭，隨著海平面不斷上升，便修建巨型屏障把海水擋住，希望從水災 
威脅中拯救荷蘭。堤壩落成後減輕了洪水對內陸的侵襲，但卻使環繞湖畔的漁村因此沒落。 

【古董蒸汽火車之旅】前往梅登布利克來一趟往荷恩的蒸汽火車之旅，古老的蒸氣火車頭，木製的車廂座椅，充滿了懷
舊的古老風，若是火車迷，絕會愛上此趟火車之旅，火車行駛在鄉間，沿途盡是美麗悠閒的
荷蘭鄉村風光。 

【自費活動︰福倫丹漁村】阿姆斯特丹市以北的一個古老漁村，現今觀光業也相當發達。 
這裡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紀念品，團友亦可自費品嚐 
地道小鯡魚美食。 

 
住宿：VAN DER VALK HOTEL A4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中國餐館 

 
阿姆斯特丹~ 鑽石廠 ~ 運河船河 ~ 鹿特丹~ 烏特勒支 
Amsterdam~ Canal Cruise~ Diamond Factory ~ Rotterdam~ Utrecht 

【阿姆斯特丹】素有「鑽石之都」之美礜，首先前往鑽石廠，荷蘭以其鑽石切割打磨技術舉世聞名，團友可藉此鑑賞 
鑽石及後安排乘坐運河船河觀光，了解水都的特色和風情。17 世紀荷蘭黃金時代成功的都市計畫， 
讓運河成為阿姆斯特丹最具代表意義的象徵，擁有極高文化與歷史意義的阿姆斯河。欣賞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運河區的各色古橋樑建築。 

【鹿特丹】現代化的橋粱及建築，以及往來於水面上的巨型船隻，是鹿特丹給人的第一印象。 
【Markthall】科幻市場是集住宅及街市一身，是鹿特丹的新地標。外型就似倒轉的馬蹄，  
            而下方的空間就可以容納 100 個攤位，街市非常多元化。 
【方塊屋】為立方體傾斜 45 度，是建築師 Piet Blom 所設計，每一間房子代表一棵樹，而所有的房子代表一片森林。 
 
住宿：NH HOTEL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中國餐館｜晚：酒店/當地餐廳 
 
 
 
 
 
 
 
 
 
 
 

烏特勒支~ 德哈爾古堡(入內參觀) ~ 科隆【德國】~ 科隆大教堂(外觀) 
Utrecht ~ Kasteel De Haar ~Cologne【Germany】 

【德哈爾古堡】位於烏特勒支市郊，古堡是典型的中世紀城堡，尖聳的高塔，宮廷式花園外有護城河圍繞及吊橋， 
彷佛童話世界中的夢幻城堡。而當地村內的窗門都漆成紅白的斜橫條，都是來自於 Van Zuylen。 

              家族的傳統 
【科隆】德國第四大城市，中世紀時期曾為歐洲宗教、經濟、文化中心，所以，在科隆處處都有遺蹟、科隆 

以教堂多而聞名，大教堂始建於公元 1248 年至 1880 年才完成的最著名，乃德國境內最大的哥德式 
建築物，也是世界第四大教堂，塔高達 157 公尺。 

 
住宿：Mercure Hotel Koln West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當地餐廳 

 
科隆 ~ 海德堡 ~科爾瑪【法國】 
Cologne ~ Heidelberg~ Colmar【France】 

【海德堡】著名大學城，此城歷史悠久充滿文化氣息，回味昔日學 
          生的青葱歲月。   
【老橋 Alte Bruke】是橫跨內卡河的一座古橋，老橋至今已有二百    
                  年歷史。 
 
住宿：Mercure Colmar Centre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品嚐德國豬手餐｜晚：酒店/當地餐廳 
 

3 

4 

5 

6 

【Markthall】科幻市場 

小火車之旅 

方塊屋 



 
科爾瑪(特別安排乘小火車之旅)~ 黑森林區~迪的斯湖~  
Colmar(little train tour)~Black Forest District~ Titisee 

【科爾瑪】位於法國東北部的阿爾薩斯區內，是阿爾薩斯葡萄酒之路的中心首府，附近有很多美麗的葡萄酒莊， 
是自由女神作者巴托爾迪(Frédéric - Auguste Bartholdi)的故鄉。城內有著名的聖馬丁教堂 

(La Collegiale Saint -Martin)及人頭屋(Maison des Têtes)等歷史名勝。靜靜流過市內的伊爾河， 
河邊兩岸仍保留著 16 世紀建築風格的一座座木屋，每棟都有獨特的設計。清澈的小河加上古樸的木屋， 
交織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嬴得"法國小威尼斯"的美譽。 

【黑森林區】大片如絨毯般的翠綠草地，漫山遍野的茂密林木，葉色綠得發黑，美麗如畫。 
【迪的斯湖】水質達到飲用標準的最大天然湖泊，猶如一位迷人少女，漫步於湖畔享受湖光山色美景外， 

亦可於湖畔商店選購咕咕鐘、德國著名行李箱等。 
 
住宿： Hotel Hofgut Sternen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當地餐廳及著名甜品黑森林蛋糕 

 
迪的斯湖區 ~ 霍亨索倫城堡(入內參觀) ~圖賓根(市內觀光)/羅伊特林根 
Titisee Area ~ Burg Hohenzollern ~ Tubingen(city tour)/Reutlingen  

【霍亨索倫城堡】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十大城堡之一及歐洲最美的五座城堡之一。如果與新天鵝堡的外貌相比，新天鵝
堡是窈窕淑女，而霍亨索倫城堡充滿英雄主義的陽剛之氣。這座城堡散發出普魯士實際、穩重的風格。堡內可看到家譜
樹之室、大廳、邊境伯爵之室、女王之室和新舊兩派的教堂等等。而寶物館展示著鑲嵌 142 顆鑽石的普魯士王皇冠和腓
德列大王的遺物等。 
【圖賓根-市內觀光】德國西南部另一個著名的大學城，有別於海德堡的璀璨  

歷史文化，呈現的是別有一番風味的小鎮風光 
 

住宿：City Hotel Fortuna 或同級酒店 
早：酒店｜午：當地餐廳｜晚：酒店/當地餐廳 
注意：如適逢圖賓根/羅伊特林根展覽會或節日而酒店房間客滿，將改住宿鄰近 
      城市之同級酒店，敬請留意。 

  
羅伊特林根/圖賓根 ~ 烏爾姆~ 慕尼黑 ~ 瑪利亞廣場 ~ 
自由活動 (直航機) 香港 
Reutlingen/Tubingen ~ Ulm ~ Munich~ Marienplatz ~ Free time(Direct 
Flight)Hong Kong  

【烏爾姆】位於古老、雄偉的多瑙河邊，有 1100 年的歷史，德國南部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之出生地。 
【烏爾姆主教堂-外圍拍照】建於 1377-1890 年，是德國南部最大的教堂，教堂尖塔高約 161 米。 
【漁民小區】開設有很多工藝廊，洋溢典雅濃情之意；亦分佈著藝術家的雕塑作品。優雅的餐廳和酒吧亦處處皆是。 
【慕尼黑】德國巴伐利亞邦的首府。南部第一大城，全德國第三大城市，是德國主要的經濟、文化、科技 

和交通中心之一。 
【瑪利亞廣場】慕尼黑市中心的一座廣場，廣場得名於中間的瑪利亞圓柱，圓柱修建於 1638 年， 

為慶祝趕走瑞典人的軍事佔領。慕尼黑的新、舊市政廳都位於這個廣場上。 
 
稍後於指定時間專車前往機場，乘坐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客機直航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0 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早：酒店｜午：---｜晚：--- 
 
 
 
 

 
注意： 
1)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3)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近或周邊城
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辦理簽證所需工作天因應各國領使館所需而有不同，詳情請查詢報名旅行社，以確定最遲申請簽證日期，敬請留意！ 
5)一人報名者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全額，三人或以上報名者如有單身男或女，本公司將盡量安排與同性團友同房，如最終未能安排，客人也需繳付單
人房附加費的一半費用，另單人房對比雙人房之房間細，敬請留意！ 

6)團費不包括香港旅遊業議會釐訂之「印花成本」，客人須另外繳付。 
7)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www.charming-online.com 內 2020/2021 歐洲、國度行程書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F-19-MONO-028-GAHM/GAHMJ(MAY-JUN 2020)(REV1)                                                                 13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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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自費節目 
費用(歐元約) 

節目時間 車程來回時間 參加人數 如不參加者之安排 
成人 小童 

荷蘭 福倫丹漁村 20 15 
約 1 小時 
(第 3 天) 

約 30 分鐘 
20 人或以上 
(獨立包船) 

可在市中心購物區 
自由活動 

**以上自費節目，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以上自費節目價目只供參考，價目如有更改，最後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特約旅行社 

霍亨索倫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