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ADEUS-萊茵經典河之旅10天 

 

出國日期：2018年5月17日   回國日期：2018年5月26日 

搭乘河輪是遊覽歐洲大陸最舒適的旅遊方式，沒

有舟車勞頓，不需要起早趕晚，每天打包行李，

更沒有大海茫茫漂泊之感，它深入每個大城小鎮，

優遊自在的旅行。 

隨著十九世紀早期萊茵河與多瑙河的開通，在3,000英里長的河道網路上航行即可遊歷

超過12個國家。從阿姆斯特丹到布達佩斯，穿越過海拔1,330英呎的分水嶺；或是在布

拉格開始旅程，行經紐倫堡，河輪輕快的航行在萊茵河上，最後以浪漫的花都巴黎畫下

完美句點。你也可以遊歷神秘的東歐，穿過鐵門峽Iron Gate的險峻峽谷，沿著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邊界，到保加利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開始另一種華麗驚奇的探險！ 

AMADEUS 所有系列船隻都提供給您以下的服務內容： 

1. 所有的船隻都有提供法式落地窗房型，讓您的視野更寬廣。 

2. 岸上觀光行程中提供專業耳機，讓您不錯過導遊精彩的講解。 

3. AMADEUS 每個航程都由經驗豐富的河輪經理帶您領略美麗的風景。 

4. 所有餐食都已經包含在船費裡面，包含自助式早餐、午餐、晚餐、宵夜。 

5. 景觀(主)餐廳可以容納所有旅客同一時間段一起用餐。 

6. 每天午、晚餐都免費提供來自歐洲地區知名的葡萄酒產區的葡萄酒，還有啤酒、軟性飲料、咖啡

與茶。 

7. 船上 24 小時無限供應茶與咖啡。 

8. 請您享受歡迎雞尾酒、船長晚宴、惜別晚宴 

9. 艙房內提供瓶裝水。 



10. 船艙與艙房內可以連結網路 WIFI。 

11. 船上提供各種精彩活動，包含講座、當地特色美食展示、音樂演出以及每晚酒吧的音樂演奏。 

12. 船上提供腳踏車租用，讓您上岸可以輕鬆探索當地風光。 

13. 除了甲板上所規劃的吸菸區域外，全船均為無菸環境。 

AMADEUS Queen 船隻簡介 

首       航 2018 年 船       籍 德     國 

長       度 443 英呎 載   客  數 162  名 

寬       度 37.5 英呎 套  房(法式落地窗) 12 間(約 6.7 坪) 

甲 板 樓 層 3 層 陽台艙(法式落地窗)  51 間(約 4.6 坪) 

船 員 人 數 46 名 景觀艙(方窗) 18 間(約 4.6 坪) 

 

 

 



船艙平面圖 

 

航行地圖 

 



參考航班 

▲以下為參考航班，正確班機時刻表視航空班次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起訖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5/17 國泰航空 CX531 台北/香港 20:00 21:55 1 小時 55 分 

5/18 國泰航空 CX271 香港/阿姆斯特丹 00:15 06:40 12 小時 25 分 

5/25 國泰航空 CX382 蘇黎世/香港 13:35 07:05+1 11 小時 30 分 

5/26 國泰航空 CX474 香港/台北 08:10 10:00 1 小時 50 分 

每日行程 

第一天 5/17 (四) 台北香港       CX531   TPE/HKG   2000/2155  (1:55)                                                                                                                                                                                                                                                                                                                                                                                                                                                                                                                                                                                                                                                                                                                                                                                                                                                                                                                                                                                                                                                                                                                                                                                                                                                                                                                                                                                                                                                                                                                                                                                                                                                                                                                                                                                                                                                                                                                                                                                                                                                                                                                                                                                                                                                                                                                                                                                                                                                                                                                                                                                                                                                                                                                                                                                                                                                                                                                                                                                                                                                                                                                                                                                                                                                                                                                                                                                                                                                                                                                                                                                                                                                                                                                                                                                                                                                                                                                                   

今晚於前往桃園機場，抵達後辦理登機手續，前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第二天 5/18 (五) 

香港阿姆斯特丹  CX271  HKG/AMS  0015/0640  (12:25)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19km) 贊丹 Zaandam(32km) 哈倫 Haarlem 

(19km)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荷蘭 Netherlands)—  登船                                                                                                                                                                                                                                                                                                                                                                                                                                                                                                                                                                                                                                                                                                                                                                                                                                                                                                                                                                                                                                                                                                                                                                                                                                                                                                                                                                                                                                                                                                                                                                                                                                                                                                                                                                                                                                                                                                                                                                                                                                                                                                                                                                                                                                                                                                                                                                                                                                                                                                                                                                                                                                                                                                                                                                                                                                                                                                                                                                                                                                                                                                                                                                                                                                                                                                                                                                                                                                                                                                                                                                                                                                                                                                                                                                                                                                                                                                                                                             

班機於上午抵達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隨後專車前往風車村-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其在阿姆

斯特丹北方15分鐘車程外，便可看到贊丹(Zaandam)區的風車朝氣蓬勃地轉動著。在荷蘭想看風車？

最理想的去處之一就是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 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但對於

17~18世紀的荷蘭人而言，卻是生活與工作的場所，在這裡可以看到荷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

碾磨製造顏料的木材。之後前往哈倫(Haarlem)—這個北荷蘭省(Noord-Holland)的省會，幾世紀以

來與「花」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荷蘭史上著名的「鬱金香熱」時代，有人不惜千金換取一顆鬱金香

的球莖，以賺取高額利潤。而大仲馬著名的「黑色鬱金香」，也是以哈倫懸賞10萬元荷盾給培育出黑

色鬱金香者，作為小說為故事的開頭。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哈倫會有這麼多描繪鬱金香盛開的美妙畫

作。下午返回阿姆斯特丹，我們將從歡迎雞尾酒會與歡迎晚宴中展開經典萊茵河之旅，今晚河輪將停

靠在阿姆斯特丹。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Queen 

 

第三天 5/19 (六)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荷恩 Hoorn                                                                                                                                                                                                                                                                                                                                                                                                                                                                                                                                                                                                                                                                                                                                                                                                                                                                                                                                                                                                                                                                                                                                                                                                                                                                                                                                                                                                                                                                                                                                                                                                                                                                                                                                                                                                                                                                                                                                                                                                                                                                                                                                                                                                                                                                                                                                                                                                                                                                                                                                                                                                                                                                                                                                                                                                                                                                                                                                                                                                                                                                                                                                                                                                                                                                                                                                                                                                                                                                                                                                                                                                                                                                                                                                                                                                                                                                                                                              

今天上午，我們將進行阿姆斯特丹與北荷蘭之旅。在進行市區與運河觀光後，我們將由專車前往迷

人的小漁村~沃倫丹(Volendam)，並且我們將前往荷蘭典型的乳酪農場。結束行程後我們將在荷恩

(Hoorn)與河輪會合，再次登船。今晚，請您享用河輪所準備的餐點。 

自費活動:阿姆斯特丹與北荷蘭之旅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Queen 法式落地窗艙房 

 

第四天 5/20 (日)  科隆 Cologne (德國 Germany)                                                                                                                                                                                                                                                                                                                                                                                                                                                                                                                                                                                                                                                                                                                                                                                                                                                                                                                                                                                                                                                                                                                                                                                                                                                                                                                                                                                                                                                                                                                                                                                                                                                                                                                                                                                                                                                                                                                                                                                                                                                                                                                                                                                                                                                                                                                                                                                                                                                                                                                                                                                                                                                                                                                                                                                                                                                                                                                                                                                                                                                                                                                                                                                                                                                                                                                                                                                                                                                                                                                                                                                                                                                                                                                                                                                                                                                                                                                                                         

早餐後，河輪將抵達德國美麗的城市~科隆(Cologne)，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觀光客來探訪這個有

2000年歷史的古城。除了老城區外，最重要的還有中世紀哥德式的科隆大教堂。在科隆市區裡，即

使有高聳入天的摩登大樓吸引著您的目光，但至今仍保存良好的中世紀房屋、橋梁與城門，這些城

市的元素也將城市的歷史展現在您的眼前。結束後返回船上，在享用晚餐的同時，河輪將繼續往萊

茵河前進。 

自費活動:科隆市區觀光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Queen  

 

第五天 5/21 (一)  科漢姆 Cochem                                                                                                                                                                                                                                                                                                                                                                                                                                                                                                                                                                                                                                                                                                                                                                                                                                                                                                                                                                                                                                                                                                                                                                                                                                                                                                                                                                                                                                                                                                                                                                                                                                                                                                                                                                                                                                                                                                                                                                                                                                                                                                                                                                                                                                                                                                                                                                                                                                                                                                                                                                                                                                                                                                                                                                                                                                                                                                                                                                                                                                                                                                                                                                                                                                                                                                                                                                                                                                                                                                                                                                                                                                                                                                                                                                                                                                                                                                                                          

今天，河輪將帶我們一探浪漫的莫塞爾河，它是萊茵河最大的支流之一。而船隻將停泊在古城科漢姆。

千年以來，風景秀麗的莫塞爾河兩岸的谷地一直都遍布著葡萄園。狹窄的街道、巷弄、中世紀的城牆、

城門與教堂遍布在科漢姆的老城區裡。探索科漢姆的美之外，也別忘了雷斯令(Riesling)葡萄酒產區

就位在這裡。今晚，河輪將航向科布倫茲(Koblenz)。 

自費活動:科漢姆市區觀光與品酒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Queen  

 

第六天 5/22 (二)  科布倫茲 Koblenz – 露迪斯海姆 Rüdesheim                                                                                                                                                                                                                                                                                                                                                                                                                                                                                                                                                                                                                                                                                                                                                                                                                                                                                                                                                                                                                                                                                                                                                                                                                                                                                                                                                                                                                                                                                                                                                                                                                                                                                                                                                                                                                                                                                                                                                                                                                                                                                                                                                                                                                                                                                                                                                                                                                                                                                                                                                                                                                                                                                                                                                                                                                                                                                                                                                                                                                                                                                                                                                                                                                                                                                                                                                                                                                                                                                                                                                                                                                                                                                                                                                                                                                                                                                                                                                            

河輪將於早晨抵達科布倫茲(Koblenz)，這裡也剛好是萊茵河與莫塞爾河的交匯處。這座擁有2000年

歷史的古城，前後經歷了羅馬、法蘭克、神聖羅馬帝國、法國與德國的經營。位於德意志角(Deutschen 

Eck)的聖卡斯托爾教堂(St Castor Basilica)、威廉一世的雕像以及聖母教堂(Liebfrauenkirche)等都是

回應著這個地標的重要景點。今天下午，請您在甲板上觀看風景，因為我們正要通過最美及傳奇性的

萊茵河中上游谷地。稍晚，河輪將抵達萊茵峽谷葡萄酒產區城市露迪斯海姆(Rüdesheim)，除了知名

的畫眉鳥巷之外，我們將在這裡步 行散步，並且參觀小鎮上的音樂博 物館 (Mittelalterliches 

Foltermuseum)。 

自費活動:科布倫茲市區觀光、露迪斯海姆市區觀光與音樂博物館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Queen  

 

第七天 5/23 (三)  曼海姆 Mannheim – 史派爾 Speyer                                                                                                                                                                                                                                                                                                                                                                                                                                                                                                                                                                                                                                                                                                                                                                                                                                                                                                                                                                                                                                                                                                                                                                                                                                                                                                                                                                                                                                                                                                                                                                                                                                                                                                                                                                                                                                                                                                                                                                                                                                                                                                                                                                                                                                                                                                                                                                                                                                                                                                                                                                                                                                                                                                                                                                                                                                                                                                                                                                                                                                                                                                                                                                                                                                                                                                                                                                                                                                                                                                                                                                                                                                                                                                                                                                                                                                                                                                                                                      

早餐後，我們將探索這攘往熙來的大都會曼海姆(Mannheim)，曼海姆大學、曼海姆國家戲劇院、聖

巴斯第教堂(St. Sebastian’s Church)一次映入眼簾。市中心的路易森公園也是德國最美的公園之一。



接下來我們前往海德堡(Heidelberg)，這裡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大學城，同時也是德國境內少數幾個大

量保留巴洛克建築風格的舊城區。位於山腰間的古堡，遠眺山蓊鬱的綠葉半掩著內喀河，陽光灑落波

光躍金，紅瓦白牆、古橋，無怪乎博得許多人對它的讚美及親近，讓它變成德國浪漫主義的化身。稍

晚，抵達史派爾(Speyer)，古城中心的史派爾主教座堂是目前世界上留存最大的羅馬世紀堂建築，在

它的地下墓室，有八位羅馬帝國皇帝與德國國王埋葬在此。同時，史派爾舊城門、紀念教堂以及交通

博物館，都是這個城市值得探訪的地方。今晚，請您稍作打扮，參加船長晚宴。 

自費活動:海德堡市區觀光、史派爾步行觀光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Queen  

 

第八天 5/24 (四)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法國 France)                                                                                                                                                                                                                                                                                                                                                                                                                                                                                                                                                                                                                                                                                                                                                                                                                                                                                                                                                                                                                                                                                                                                                                                                                                                                                                                                                                                                                                                                                                                                                                                                                                                                                                                                                                                                                                                                                                                                                                                                                                                                                                                                                                                                                                                                                                                                                                                                                                                                                                                                                                                                                                                                                                                                                                                                                                                                                                                                                                                                                                                                                                                                                                                                                                                                                                                                                                                                                                                                                                                                                                                                                                                                                                                                                                                                                                                                                                                    

今天上午，我們來到了法國亞爾薩斯的首府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這座城市包含了知名的史特拉

斯堡主教教堂(Straßburger Münster)、遍布著磨坊與製革工廠的小法國區依舊保持的中世紀的迷人

風景。半木式結構房屋、庫維橋(Ponts Couverts)、羅昂宮(Palais Rohan)、歐洲理事會(Conceil de 

l’Europe)等都在這一併呈現在您眼前。與22座石橋連接的大島(Grande Ile)，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午後，我們的河輪將前往瑞士巴賽爾。 

自費活動:史特拉斯堡市區觀光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河輪午餐         晚餐：河輪晚餐 

住宿：Amadeus Queen  

 

第九天 5/25 (五) 
 巴賽爾 Basel (瑞士 Switzerland)—離船 

蘇黎世香港  CX382  ZRH/HKG  1335/0705+1 (11:30)                                                                                                                                                                                                                                                                                                                                                                                                                                                                                                                                                                                                                                                                                                                                                                                                                                                                                                                                                                                                                                                                                                                                                                                                                                                                                                                                                                                                                                                                                                                                                                                                                                                                                                                                                                                                                                                                                                                                                                                                                                                                                                                                                                                                                                                                                                                                                                                                                                                                                                                                                                                                                                                                                                                                                                                                                                                                                                                                                                                                                                                                                                                                                                                                                                                                                                                                                                                                                                                                                                                                                                                                                                                                                                                                                                                                                                                                                                                                       

上午，與親切的船員們道聲再見，離船後，專車前往蘇黎世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準備返台。 

早餐：河輪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河輪晚餐 

 

第十天 5/26 (六) 香港台北    CX474  HKG/TPE  0810/1000 (1:50)                                                                                                                                                                                                                                                                                                                                                                                                                                                                                                                                                                                                                                                                                                                                                                                                                                                                                                                                                                                                                                                                                                                                                                                                                                                                                                                                                                                                                                                                                                                                                                                                                                                                                                                                                                                                                                                                                                                                                                                                                                                                                                                                                                                                                                                                                                                                                                                                                                                                                                                                                                                                                                                                                                                                                                                                                                                                                                                                                                                                                                                                                                                                                                                                                                                                                                                                                                                                                                                                                                                                                                                                                                                                                                                                                                                                                                                                                                                                                           

班機於今天上午抵達台北，結束愉快的萊茵河輪之旅，期待下次相見!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 前說明

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 有不

便，敬請見諒。 

 

 

 



自費活動項目&費用參考一覽表 

自費活動項目 售價 A B C 

阿姆斯特丹與北荷蘭之旅 57€ √ √ √ 

科隆市區觀光 18€ √ √ √ 

科漢姆市區觀光與品酒 40€  √ √ 

科布倫茲市區觀光 16€ √  √ 

露迪斯海姆市區觀光與音樂博物館 24€  √ √ 

海德堡市區觀光 48€ √ √ √ 

史派爾步行觀光 16€   √ 

史特拉斯堡市區觀光 56€ √ √ √ 

船上預訂岸上觀光價格  195€ 243€ 275€ 

提早預訂岸上觀光優惠價格  166€ 207€ 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