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世台會/歐台會會後旅遊 – A 團 – 十天十一夜 德比荷盧深度遊 

9 月 15 日 會後旅遊於大會結束後就開始, 先於大會旅館用晚餐, 並於飯後有旅遊各團簡介及認親

結緣, 當夜將夜宿大會旅館 Hilton/Mainz, Germany 並於次日享用旅館早餐.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 行程: 

 

九月十六日 ( 星期一 ) 

早餐後, 九點鐘從世台會/歐台會年會開會的飯店出發, 前往擁有”萊茵河的珍珠"之稱的呂德斯海姆

( Rudesheim ), 著名的美食街德羅塞爾巷( Drosselgasse )裡許多的葡萄酒店及土產店.搭乘吊籃式的纜

車,登上尼達瓦德展望台( Niederwald ), 沿途飽覽萊茵河岸葡萄園的美景.展望台上有一尊日耳曼尼亞

女神的雕像, 是為紀念 1871 年德國統一,在 1883 豎立的. 

接著前往以羅雷萊( Lorelei )而聞名的萊茵河畔小鎮-聖高爾( St. Goar )搭乘小遊艇,言萊茵河而下, 沿途

欣賞這段萊茵河最佳河畔景色. 在河畔小鎮-波爾帕( Boppard )下船. 隨即前往觀賞在柯布倫茲

( Koblenz )的德意志之角( Deutsches Eck ). 位處萊茵河與摩澤爾河交會處, 放置著是威廉皇帝騎馬雕

像,象徵著德國再度統一與和平的紀念碑. 

接著繼續前往以古龍水 4711 出名的萊茵河畔大城-科隆( Cologne ).古龍水的法文” eau de Cologne”. 

在拿破崙時代, 在科隆駐紮的法國軍隊在回家之前,一定要為妻子或情人帶回去這種”科隆之水”,因

而得名. 

 

午餐, 晚餐, 夜宿科隆. 

 
 

九月十七日 ( 星期二 ) 

早餐後, 遊覽科隆大城, 科隆大教堂( Dom ) 深長 144 公尺, 寬 86 公尺, 自 1284 年開始興建, 1880 年

才告完工, 是哥德式的天主教堂. 外觀宏偉壯麗, 內部的祭壇畫及彩繪玻璃等許多珍貴古物,值得觀

賞. 接著前往在西元前 3 世紀即為羅馬人喜愛之溫泉勝地 – 亞涔( Aachen ).觀賞查理曼大帝在 9 世

紀初所建的禮拜堂. 午餐後, 前往比利時的首都 – 布魯塞爾( Brussels ). 

 

午餐, 晚餐, 夜宿布魯塞爾. 

 
 

九月十八日 ( 星期三 ) 

早餐後, 遊覽布魯塞爾市區, 包括大廣場( Grand Place ), 尿尿小童( Manneken Pis ), 皇家廣場( Place 

Royale ), 聖尼可拉斯教堂( L’Eglise St. Nicolas ), 王宮( Palais du Roi )等等. 大廣場(Grand Place )是布



魯塞爾的精華所在. 中央長 110 公尺, 寬 70 公尺的大廣場上鋪滿了美麗石磚.四周的建築物是文藝復

興及巴洛克式. 這些建築物也是中古時代布魯塞爾商業行會展示財富的代表. 只是目前看到的, 除了

市政府之外的建築物多是在十八世紀時重新建造的.原來的建築都在 1695 年為法國路易十四的軍隊

所破壞. 市政府在大廣場上, 有一個 90 公尺高的尖塔. 在塔尖端有一座刻著布魯塞爾市守護神聖米

謝爾的風向儀. 市政府正面的柱子上雕刻著種種人像, 右半部是 1402 年建造, 左半部是 1444 年建造.   

在中央車站對面的聖尼可拉斯教堂( L’ eglise St. Nicolas )是布魯塞爾最古老的教堂. 魯本斯所作的繪

畫”聖母與聖嬰”即在此教堂內.      尿尿小童( Manneken Pis )身高約為 50 公分左右,建於 1619 年,

是比利時最長壽的市民. 此尿尿小童在路易十五在位時,為法國士兵搶走. 路易十五為了表示歉意,除

了將尿尿小童歸還之外,還致贈一件金色刺繡的衣服. 事後,世界各地也紛紛贈送衣服給尿尿小童. 大

廣場內的市立博物館三樓及展示著各地致贈給尿尿小童的衣服.      

 

隨後前往曾經統治歐洲大陸(法國除外)的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的誕生地--根特(Gent). 查理五世在位

時, 也是根特這個城市的黃金時代.根特與布魯日同是北方文藝復興的發源地. 聖巴菲斯教堂( St. 

Baafskathedraal )因西班牙查理五世國王在此教堂受洗而聞名. 教堂裡 Van Eyck 所畫的”神秘的羔

羊”是法蘭德斯派的代表畫作.   鐘樓( Belfort )是十四世紀時的紡織同業行會出資興建的. 高 96 公

尺.  聖米謝爾橋( St. Michielsbrug ). 在此橋上可瞭望聖巴菲斯教堂, 鐘樓及沿岸的古老建築.  星期五

廣場( Vrijdagmarkt ), 自中世紀以來, 根特的所有大型活動都是在這個廣場舉辦的. 這個廣場也曾經是

處決死刑犯的場所. 廣場中的銅像是根特出生的英雄, Jakob van Artevelde, 的塑像. 他曾率領根特市民

反抗法國的高壓統治. 

 

午餐後,前往中世紀時,歐洲北方貿易中心 – 布魯日 ( BRUGGE ). 布魯日的原文名稱是” 橋 “的

意思.城市裡有五十多座橋, 素有”小威尼斯”之稱. 抵達後, 先搭乘小遊艇從運河上觀賞小威尼斯. 

隨後參觀各景點. 布魯日的黃金時代是在 Bourgogne 大公國統治時代. 當時經濟繁榮,布魯日成為當時

歐洲最大的市場. 義大利, 法國, 英國, 俄國各國商館並立, 富商們競相建立豪宅, 並以貿易所得購買

藝術品. Market 廣場是市政府所在. 廣場正面是十三世紀建造的鐘樓,83 公尺高,內有 366 階的狹窄樓

梯可達樓頂. 布魯日的聖血禮拜堂 ( Basiliek H-Bloed ) 是由原本的羅馬式建築改成哥德式. 教堂分兩

層,上層禮拜堂內供奉著從耶路撒冷聖地取回的基督聖血與遺物.每年五月基督昇天節時,市民們穿著

中世紀十字軍其式的服裝,舉辦聖血遊行,把當年取回聖血的情景,鮮活地展現出來. 聖薩巴特教堂 ( St. 

Salvators Kathedral ) 是布魯日最古老的教堂, 建於西元 646 年. 十二世紀火災將教堂全部燒燬. 十三

世紀時重建,十九世紀中再度改建. 中央的塔高約 100 公尺. 聖母教堂 ( Onze-Lieve-Vrounwekerk ) 是

十二,三世紀建造的教堂.塔高 113 公尺. 教堂內收藏有宗教畫. 其中有米開蘭基羅的”聖母聖嬰像”. 

梅林美術館( Memingmuseum ) 是十二世紀時, St. Jan 醫院的遺址. 現在成為收藏十五世紀大畫家 梅

林( Memling )的美術館. 美術館入口右側是十五世紀時的藥房. 一直到十九世紀都還在使用. 現在裡

面的藥瓶已經成為非常珍貴的藝術品了. 比京會修道院 ( Beginhof ) 這個修道院建於 1235 年. N 雖稱

為修道院, 但是它與一班的修道院不同的是它不是供修女修道用, 而是一座供單身女性安詳度過晚年

的地方. 

 

午餐, 晚餐(飯店裡), 夜宿布魯日. 



 

 

九月十九日  ( 星期四 ) 

早餐後,前往與布魯日同為中古世紀北歐兩大經濟中心的安特衛普(Antwerp). 從中世紀開始, 當時世

界所有商品都經過此兩大港轉運. 後來因 Zwin 河泥沙淤積,航行困難,遂逐漸沒落. 聖母教堂( O. L. V. 

Kathedraal ) 教堂建於 1350 年,塔高 123 公尺,是歐洲最大教堂之一. 教堂前有比利時大畫家魯本

( Rubens )的雕像,教堂裡有魯本的”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 “The Elevation of the Cross”, “The 

Assumption” 等名畫.   大廣場( Grote Markt )中央的噴水池 Bravo, 係來自流傳的一個神話: 以前在

須爾德河畔有一個巨人,凡是要通過須爾德河的船隻都須要繳稅. 如果哪一個人不繳稅的話,那個巨人

就會砍斷他的手臂,把砍下的手臂丟到河裡. 後來有一個勇士, Brovo, 消滅了那個巨人,過河也就不用

繳稅了. 安特衛普的荷蘭語是 “Antwerpen”, 是取荷蘭語 Hand( 手 )及 werpen( 放棄 ) 兩個字而

成 Antwerpen. 市政府( Stadhuis )在大廣場西側, 係文藝復興時期名設計家 Cornelius Flaris 設計的. 原

建築曾受到西班牙軍隊破壞,後來再度重建. 市政府頂上有聖母瑪麗亞像,下部有歷代國王的玉璽雕刻

章.市政府內有安特衛普的歷史大事的壁畫. 商業行會( Gilde House ). 廣場正面的金色雕飾房子,依房

子屋頂的雕刻即可知道屋子是由哪一種商業行號所建. 聖保羅教堂( St. Paulus Kerk )裡的南北兩側走

廊懸掛著許多魯本的作品. 普拉丁博物館( Plantin-Moretus Museum )是在大廣場西南 Vrijdagmarkt 22

號. 是十六世紀時,在安特衛普著名的出版,印刷業的 Christophe Plantin 和他的子孫們的家及工作場所. 

這家印刷廠一直到十九世紀仍在營業.現已改為博物館了. 數世紀間,普拉丁家族致力於美術作品的收

集. 由於普拉丁的孫子和魯本斯是好朋友,因此博物館收藏有魯本斯替普拉丁子孫畫的家族素描及普

拉丁家族所印製的各式書籍古本. 鑽石博物館, 皇家美術館的精華是魯本斯的巨幅連作繪畫及其個人

繪畫收藏品. 

午餐後, 離開安特衛普, 告別比利時,進入荷蘭.首先參觀 1997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小

孩堤防( Kinderdijk ). 風車自古以來就被用來做排水填海及工業上的工具. 小孩堤防保存了十八世紀

的古老風車達十九座之多, 在工業發達的地方已經很難得見到了. 安排搭乘專為觀光風車的遊覽船, 

使便於欣賞風車附近的湖光景色. 

荷蘭在十三世紀時就已開始使用小型的風車來做磨粉的工具. 漸漸地風車被用來預防水災, 排水填海

等功能. 到了十七世紀, 是荷蘭國立及文藝興盛的時期, 風車普遍被用來作為動力來源, 風車的數量

極速增加. 接著前往歐洲第一大港--鹿特丹( Rotterdam ). 隨即做市區觀光. 鹿特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遭到嚴重戰火的破壞. 在戰後迅速重建, 很快就成為一個現代化, 尤其是有如一座開放式的現代建築

博物館. 其中的立體方塊屋, 更是大家必訪之景點. 

午餐, 晚餐, 夜宿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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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 (星期五) 

早餐後, 前往聯合國的國際法庭所在地, 同時也是荷蘭( The Netherlands )這個國家的首都 -- 海牙

( Hague ). 荷蘭的國會, 政府機構及各國在荷蘭的大使館都是設在海牙的. 隨即遊覽海牙市區景點, 包

括賓內哈夫( Binnenhof )地區, 國會大廈, 騎士之家( Ridderzaal ), 和平宮( 國際法庭 )外觀等. 午餐後, 

前往荷蘭最大城市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並隨即做阿姆斯特丹市區遊.  

 

午餐, 晚餐, 夜宿阿姆斯特丹.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早餐後, 前往阿姆斯特丹北方 25 公里的小漁村 --波倫丹(Volendam). 一個小小漁村, 當 地的居民,很

多還是穿著民族服裝與木鞋. 女的穿著紅白藍三色線條的長裙和鑲著花邊的黑短衣,帶著白色花邊尖

帽, 男的身穿黑色大喇叭褲, 黑色帽子及一身全黑的衣服. 男女牽手安詳地漫步在群眾之間, 不在乎

於眾人的注目,自得其樂. 接著繼續遊覽距離波倫丹不遠, 卻擁有相當不同景色的小村莊 -- 馬肯

(Marken). 小巧的木造房子加上紅色的民族服裝及傳統的木頭鞋,全家大小漫步在街頭. 對佈滿大街小

巷的觀光客來說,這些穿著鮮麗民族服裝的當地人,反而像是來自很遠很遠的地方來造訪的遊客. 

午餐, 晚餐, 夜宿阿姆斯特丹. 

   
 

九月二十二日 ( 星期日 ) 

早餐後, 離開阿姆斯特丹,前往荷蘭一個非常特別的古老歷史小村莊 -- 羊角村 ( Giethoorn). 羊角村距

離阿姆斯特丹約 120 公里, 在荷蘭歐埃瑟爾(Overijssel)省的迪威頓(De Wieden)自然保護區內. 人稱為

荷蘭威尼斯,綠色威尼斯. 村中的景色如畫, 搭乘特有的平底小船,欣賞運河邊的小木屋,猶如進入童話

世界中的水鄉澤國. 午餐後,前往荷蘭最大的國家公園( The National Park de Hoge Veluwe ), 一般也稱為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 公園裡的庫勒慕勒美術館收藏 19 世紀梵谷的畫,如"星空下的咖啡座","向日葵" 

及自畫像等,收藏有梵谷的 90 幅畫及 180 張素描.堪稱為第二大的梵谷收藏.館內還有一座雕塑公園,將

近代著名雕刻家,如羅丹( Auguste Rodin ), 亨利摩爾( Henry Moore)等的作品,擺設到天然的背景裡.是非

常值得仔細漫步欣賞. 隨後前往荷蘭東南端的大城 - 馬斯垂克( Maastricht ). 晚餐及夜宿馬斯垂克. 

 

午餐,晚餐,夜宿馬斯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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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 ( 星期一 ) 

早餐後,前往馬斯垂克南方的聖彼得堡洞窟( St. Pietersberg Caves ). 這個洞窟原本是因開採火山岩而行

程的.洞內有史前時代的動植物化石, 拿破崙的簽名與士兵描繪的繪畫.洞窟裡大大小小的通道有如迷

宮似錯綜複雜,頗有探險尋寶的趣味.參觀世界最美麗的書店之後,離開荷蘭,經過比利時,進入盧森堡大

公國.抵達盧森堡市北方一個周圍被森林及丘陵圍繞的田園小鎮 - 維安田( Vianden ). 維安田自九世

紀以來即為一歷史古都.有一建造於 11 世紀至 14 世紀的城堡 - 維安田城堡.此城堡的所有權在 1977

年歸至盧森堡政府手中.接著是大事整修,終於回到以前的華麗,成為歐洲很重要的歷史建築. 

午餐,晚餐,夜宿盧森堡市.  

  

 

九月二十四日 ( 星期二 )  

早餐後, 離開盧森堡,回到德國. 觀賞德國最古老的城市 - 特里爾( Trier ). 舊市區的入口叫做黑門

( Porta Nigra ), 登上黑門, 可以觀賞摩澤河美麗的河道. 中央廣場( Hauptmarkt )上, 立了一座西元 985

年設置的十字架. 還有見於 13 世紀哥德式建築的聖母教堂, 宮殿花園( Papastgarten ), 皇帝大浴場的遺

跡( Kaiserthermen )及古代圓形劇場( Amphitheater ). 馬可斯( Karl Marx )的故居也在特裡爾. 

午餐後, 前往自股以來以學生城聞名於世,著名的電影"學生王子” 拍攝的城市 – 海德堡

( Heidelberg ). 

午餐, 晚餐, 夜宿海德堡. 

    

 

九月二十五日 ( 星期三 ) 

早餐後,遊覽此大城,包括海德堡古堡( Heidelberg Castle ), 市集廣場上的聖靈教堂( Helliggeistkirche )及

大學生聚集得場所,大音樂家舒曼在海德堡大學法學院就讀時所租的住處,舒曼的鋼琴名曲” Papilon”

就是在海德堡創作的. 午餐後, 前往來因河與內卡河交會的工業大城 - 曼海姆( Mannheim ), 看看早

在 17,18 世紀已有都市計畫的城市.  

午餐, 晚餐, 夜宿法蘭克福.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q=giethoorn&id=620D504E5082DD30C8FA861D3E42436094FB03D5&FORM=IARRTH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q=giethoorn&id=D4051DC66EA02DF407D08607DB78C87FBF627A2F&FORM=IARRTH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q=Zwolle&id=84296A1DA247EA91833B3D2F579C29EC3EE5271B&FORM=IQF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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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q=maastricht&id=ED440DCB9A54DD89B180FEB67450281A1C4EDE0B&FORM=IAR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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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Vianden_castle.jpg


    

九月二十六日 ( 星期四 ) 

早餐後, 結束此旅遊行程. 請大家各自依自己的班機時間,自行前往機場搭機. 祝大家旅途愉快,順利

抵家門. 

 

這份中文行程主要在提供給鄉親們選擇參加那一個旅遊時的參考。在接近出發日期一個半月前，我

們還會依據這份行程製作出較為詳細的英文行程表，詳細列出每天出發時間及參觀行程。主辦單位

一定力求遵照此行程表來操作. 但是到時候難免可能因為天候或路況等難以事先預測的情況，主辦

單位將依當時的情況, 及時做出更改路程等必須之因應。希望大家了解。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大家出門開會旅遊以平安順心為主要考量.請大家一定要辦理旅遊保險,含蓋整個旅行行程.盡量 

避免因外在因素所造成的損失.有了旅遊保險,可以玩得心安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