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天萊茵河&摩澤爾河巡遊(南行)
（荷蘭阿姆斯特丹至瑞士巴塞爾）

THE RHINE & MOSELLE (Southbound)

阿瓦隆水路

(Amsterdam to Basel)

此趟旅程將帶您從荷蘭花都阿姆斯
特 丹開始，沿著悠悠的河道沈浸
在幾乎 每個彎道都有一座座童話
般城堡的萊 茵河中，其後更悠遊
到了優雅沈靜的 摩澤爾河，沿著
曲折的河道，深入到 德國黑森林
區、盧森堡及法國小鎮， 最後在
瑞士下船後結束行程。
行程內容
遊輪 10 晚

飯店

起啟 荷蘭
城市 阿姆斯特丹

N/A 包含 TOUR
上船 荷蘭
城市 阿姆斯特丹

9

造訪國家

下船
城市

瑞士
巴塞爾

5（荷蘭、德國、盧森堡、法國、瑞士）
結束 瑞士
城市 蘇黎士

船上設施及所含項目







無限免費 Wifi
迎賓宴及惜別宴香檳、雞尾酒及點心
免費腳踏車租用
24 小時吧台式飲料站（咖啡、茶、點心）
午晚餐時段紅白酒、啤酒軟性飲料無限暢飲
每日新鮮水果

11 天萊茵河&摩澤爾河巡遊（阿瓦隆水路─荷蘭阿姆斯特丹至瑞士巴塞爾）

 高級歐舒丹 L’Occitane 沐浴用品，浴袍及拖鞋
 頂樓甲板露天觀景咖啡座
 1 樓健身房、遮陽篷、遊戲區、甲板健身跑道
 船頭船尾全景式觀景窗戶及座位
 岸上觀光：專業導遊、導覽耳機、市區觀光地圖
 艙房內 USB 充電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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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景點
•
•
•
•
•
•
•
•
•

阿姆斯特丹運河觀光船
科隆市區觀光 3 選 1（單車巡遊／猶太遺址巡禮／徒步觀光）
科赫姆觀光行程 3 選 1（單騎巡遊摩澤爾河／探索聯邦銀行地庫／市區觀光）
特里爾觀光行程 3 選 1（市區觀光／黑城門／羅馬遺蹟）
貝爾恩卡斯特爾行程 2 選 1（單騎巡遊摩澤爾河／徒步市區觀光）
科布倫茨行程 3 選 1（單騎巡遊摩澤爾河／古保壘／塞恩伯爵家族城堡莊園）
海德堡行程 3 選 1（哲學家小徑健行／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城堡／海德堡大酒桶）
史特拉斯堡行程 2 選 1（單車市區巡遊／徒步市區觀光）
布萊薩赫行程 2 選 1（黑森林體驗之旅／訪最大葡萄酒商 Badische Winzerkeller）

WHY 選擇 Avalon 河流遊輪？
河流遊輪有別於巡遊於茫茫大海中的海洋遊輪，河輪小而美、小而巧；Avalon 河流遊輪僅 1600 多
噸，每艘船的載客量也差不多 128-160 左右，相較於海洋遊輪，河流遊輪受旅客所喜愛的優點有下
列幾項：
1) 巡航穩定不搖晃：河流的相較海洋潮汐穩定，旅客不需要擔心遊輪搖晃的問題
2) 停靠歷史繁華港口：因巡遊於內陸河中，所停靠的港口均為發源許久的繁華歷史城鎮，不似
海洋遊輪，有時需搭乘接駁船或巴士才能到達城鎮中心。
3) 包含岸上觀光：河流遊輪停靠港口的岸上觀光已包含於內，每一個港口均包含一個免費的岸上
觀光行程，若包含前後陸地行程，每城市亦包含一個市區觀光。
4) Avalon 艙房較其他公司大 15%：坪數約達 5.7 坪（一般約為 4 坪），每個艙船都有對外
窗戶，不會不知船外白天黑夜；另特別設計法式落地窗房，讓您拉開窗就可即刻將房間變成半露
天陽台房，享受無障礙的視野。即便躺在床上，美景就在眼前演出。
5) 體驗客服比 1：4 感受溫馨服務：河輪載客量約為 160 位，每艘船約 40 位服務人員。在
Avalon 專業訓練及要求下，服務人員細膩服務屢獲好評，不僅可記得旅客的姓名，還能掌握每位
客人的用餐喜好。如此優質的服務，讓您有備受呵護的溫馨感受。
6) 船上免費無限上網(wifi) ：在旅遊當中，也不會對外斷訊。
7) 無限暢飲：每日早餐提供氣泡酒；午晚餐時段無限供應紅白酒、啤酒與無酒精飲料，24 小時飲
料吧，卡布其諾、咖啡、茶無限暢飲。
8) 每日餐食：隨船大廚領您以味蕾航行遍嘗時令美饌，每段航程均有大廚同行，每日變化各樣的
美食佳餚。每日停靠碼頭，大廚們便會至當地市集採購食材，以當地最新鮮的食材製作當地特色
餐食供您品嚐。若行程包含前後陸地行程，則飯店部份僅含早餐（午晚餐需自理）
9) L'Occitane ：沐浴 液及護膚用品、酒吧、健身中心、髮廊及室外按摩池。
10) 船齡維護：Avalon 河輪是歐洲船齡最新的頂級河輪船隊，船齡屆滿 8 年即淘汰，並且每年僅行
駛於歐洲各大河岸半年，冬季半年停靠於庫房保養，堅持給予旅客最新穎的及最安全的河輪體
驗。

11 天萊茵河&摩澤爾河巡遊（阿瓦隆水路─荷蘭阿姆斯特丹至瑞士巴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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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Day 1
餐食
住宿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荷蘭 Holland (登船 Embarkation)
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天抵達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這個美麗可愛又古典的城市
已有 700 年歷史之久，而阿姆斯特丹也是藝術殿堂，擁有將
近 60 間以上的博物館其中以荷蘭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 規
模最大、藏有史前至最新的各種展品的及收藏荷兰画家梵古
及其同时代者的作品，收藏有世界上最多梵古作品的梵古博
物館著名。抵達登船後享受自由悠閒時光。
*所有旅客班機需於下午 3:30 前抵達，且必須於當地時間下
午 5 點前登船。
Day 2
餐食
住宿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科隆 Cologne，德國 Germany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阿姆斯特丹這個由運河所交錯的城市，參觀的方式不外乎是乘坐運河遊船，川流在優美的城市中，窺探每座橋的
秘密，欣賞超美型的莊嚴建築。
【Classic】今天我們將跟著導遊搭乘運河觀光船(Canal Boat)欣
賞阿姆斯特丹市景，沿著優雅的水道欣賞彷彿時光回溯到「黃
金年代」的美麗豪宅，慢慢的去發掘阿姆斯特丹獨有的珍寶。
下午是您的自由探索時間，逛街購物或在溫馨的咖啡館悠閒一
下。或自行前往參觀博物館或美術館。爾後登上遊輪，約略您
晚餐用餐時，遊輪將航向德國科隆。
Day 3
餐食
住宿

科隆 Cologne, 德國 Germany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科隆位於歐洲一條重要的東西交通要道與萊茵河的交叉口上。萊茵河是歐洲南北交通的一條重要水道。
科隆今天是德國鐵路交通最繁忙的樞紐。它的內河港口是歐洲最重要的內河港口之一。 科隆還以當地的
「科隆啤酒」（Kölsch）聞名，Kölsch 也是科隆方言，一句笑話說 Kölsch 是世界上唯一能喝的語言。科
隆也是科隆香水或古龍水的發源地。科隆也有天主教大主教。哥德式教堂科隆大教堂 1996 年被指定為世
界文化遺產。
今日下船遊覽有三個行程供您選擇：
【Active】隨著冒險專家，騎乘腳踏車來探索科隆。
【Discovery】探索猶太遺產之旅：由專業的導遊詳細介紹從前
猶太人受迫害的景況及參觀現存所遺留下來的歷史血證。
【Classic】科隆市區觀光：跟著導遊參訪聖馬汀教堂, 科隆
大教堂。。。市區觀光。
爾後是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前往舊城區這裡有許多的咖啡
館、商店和酒館，最後別忘了嚐試喝看看在科隆釀造已超過百
年的 Kölsch(淡啤酒)
Day 4
餐食
住宿

科赫姆 Cochem，德國 Germany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科赫姆是一個迷人依山傍水的摩澤爾河中古世紀小鎮。

11 天萊茵河&摩澤爾河巡遊（阿瓦隆水路─荷蘭阿姆斯特丹至瑞士巴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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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您可選擇自費行程跟著導遊前往造訪萊茵河谷唯一一處未
曾遭破壞的中古世紀城堡─埃爾茨城堡 Eltz Castle。
或另有三種行程可供您選擇：
【Active】跟著冒險專家騎乘腳踏車悠遊於此小鎮，欣賞兩岸摩
澤爾河谷風光及壯麗的葡萄園景觀。
【Discovery】或造訪德國聯邦銀行的地庫 Deutsche
Bundesbank，在此存放了緊急貨幣，預防冷戰造成通貨膨脹或
經濟危機。
【Classic】或選擇隨著導遊步行前往造訪這個迷人小鎮，流覽半
木結構的房舍和婉蜒的街道，並造訪位於山丘上的科赫姆城
堡，由山丘上鳥瞰摩澤爾河河谷。
Day 5
餐食
住宿

特里爾 Trier，德國 Germany – 雷米希 Remich，盧森堡 Luxembourg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特里爾這個 2000 年歷史的古鎮。這個已超過二千年歷史的城市
文化遺產內容相當豐富，已被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
一，今天也是三種行程可供您選擇：
【Active】隨著冒險專家在此城鎮徒步旅行。
【Classic】或選擇穿越市中心，造訪特里爾的黑城門（尼格拉城
門 Porta Nigra）。
【Classic】或造訪特里爾的古羅馬建築：建於西元前 100 年，擁
有兩萬觀賞座位的圓形劇場及大型羅馬式浴場。
下午遊輪抵達雷米希，另有一些自費行程可供選擇，或自行探
索這個位於盧森堡東南的摩澤爾谷以葡萄酒釀造為主的小城
鎮。今晚遊輪將繼續航向德國的貝爾恩卡斯特爾。
Day 6
貝爾恩卡斯特爾 Bernkastel，德國 Germany
餐食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住宿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日遊輪將進入摩澤爾河，上午有兩個行程可選擇
【Active】您可選擇跟著冒險專家，沿著摩澤爾河騎乘腳踏車欣
賞沿岸風光。
【Classic】或輕鬆的跟著導遊步行參觀這個中古世紀的小鎮。貝
爾恩卡斯特爾是德國很有名的葡萄酒鄉，這裡擁有大自然環繞
的景色與如畫的半木結構房屋，在上您可看到建於 1416 的特色
尖塔屋及文藝復興格的市政廳，跟著導遊漫遊在這浪漫狹小街
道、遊覽精緻的小店以及各式葡萄酒餐館。
下午自由活動時光，或可自費參加前往酒庄的品酒行程。
Day 7
餐食
住宿

科布倫茨 Koblenz – 萊茵河谷 Rhine Gorge－呂德斯海姆 Rudesheim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早在科布倫茨，有下列三種行程可供選擇：
【Active】您可選擇跟著冒險專家騎乘單車沿著摩澤爾河岸欣賞兩岸風光。
【Classic】跟著導遊前往造訪古老的堡壘城牆、塔樓、廣場和紀念碑。

11 天萊茵河&摩澤爾河巡遊（阿瓦隆水路─荷蘭阿姆斯特丹至瑞士巴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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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或跟著導遊前往造訪 12 世紀德國塞恩伯爵家族城堡莊
園。
接著將穿越最有戲劇性的美麗河段-萊茵峽谷，沿河有許多矗立在
120 公尺高懸崖的萊茵城堡，還有傳說中以美女優美的歌聲引誘
水手陶醉而邁向死亡的羅蕾萊岩石 (Lorelei Rock)，航向萊茵河葡
萄酒鄉－呂德斯海姆，
今晚船輪停泊於呂德斯海姆，您可在此自行前往享用當地獨特的
咖啡，或是品嚐美酒。之後再自由逛逛著名的畫眉鳥街(Drosselgasse)，選購喜歡的紀念品。
Day 8
餐食
住宿

路德維希港 Ludwigshafen – 海德堡 Heidelberg – 斯拜爾 Speyer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天來到路德維希港，下船後將有三個行程供您選擇：
【Active】跟著專業的導遊健行登上這條長約兩公里，部分路段非常陡峭的哲學家小徑 Philosophers’ Way，這條
小徑的入口雖然有標誌，但是對於陌生人還是較難找到。最早是由海德堡的學生發現，海德堡的學生很早就發現
這條小徑是浪漫的散步和不受干擾的會面的理想地點，也是俯瞰內卡河對岸的海德堡老城風光的絕佳地點。
【Classic】跟著導遊前往參觀德國最恐怖的弗蘭肯斯坦城堡
Frankenstein Castle，它位於萊茵河谷奥登山 400 米高處，可俯整
個達姆施塔特 Darmstadt；這座 13 世紀的山頂城堡一直被民間傳
說和神話故事籠罩著，說到這城堡，就不由自主讓人聯想到怪
物、科學怪人。
【Classic】或跟著導遊前往參觀世界聞名矗立在山坡上的海德堡
古堡 Heidelberg castle ruins，俯視美麗如畫的內喀爾河風光，觀
賞哥德式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橋樑，並參觀世界最大的酒桶。
Day 9
餐食
住宿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法國 France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天河輪將駛抵法國與德國邊境的史特拉斯堡，深受這兩國文化
影響的史特拉斯堡也是亞爾薩斯地區的首府，更是歐洲委員會
(COE)和歐洲議會所在地，並且擁有著歷史的魅力
你可選擇：
【Active】跟著專業的導遊騎乘單車流覽史特拉斯堡。
【Classic】或徒步跟著導遊前往城內最值得一看的紅色砂岩哥德
式大教堂(Gothic Cathedral)參觀其古代壁畫、彩色玻璃窗和天文
鐘。接著來到迷人的水鄉小法國區(La Petite France)，這裡有木骨
架建築的房舍、雅致的商店、溫馨的小酒館以及水岸步道。
※下午您則可以選擇自費前往亞爾薩斯葡萄酒區或您還可以選擇前往歷史悠久的馬奇諾線（Maginot Line），這
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二戰前防禦工事的保護地，旨在保護法國的東部邊界。
另外，您可以在史特拉斯堡享受一些空閒時間參觀博物館，或者在市中心漫步。
Day 10
餐食
住宿

布萊薩赫 Breisach，德國 Germany
早：遊輪／午：遊輪／晚：遊輪
Avalon 豪華五星遊輪

今天船行抵達布萊薩赫 Breisach am Rhein─巴登-符腾堡州 Baden-Württemberg 的一個小鎮。
今日下船遊覽有兩個行程供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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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隨著導遊前往為期一天的黑森林體驗之旅，參觀黑
森林戶外博物館 Vogtsbauernhof Museum，欣賞高山的風景、如
畫般的草地及茂密的叢林。參觀正宗的水磨坊，並觀看傳統的黃
油製作示範。
【Discovery】或參觀歐洲最大的德國葡萄酒生產商 Badische
Winzerkeller。 探索德國最南端的葡萄酒之鄉巴登-坐落在黑森林
和萊茵河之間的山脈之間。 在此處了解葡萄園中葡萄酒商人的
加工過程，並品嚐葡萄酒。
或您可選擇自費行程，造訪迷人的科瑪小鎮 Colmar，這個位於法國東部德法邊界亞爾薩斯省，人口只有 60,000
左 右的小城市，維持著中古時期半木結構建築與特色，還有號稱小威尼斯的美麗畫面，根本就像來到童話 世界
中，連宮崎駿「霍爾的移動城堡」也是以 Colmar 當作藍圖來創作。
Day 11
餐食
住宿

巴塞爾 Basel，瑞士 Switzerland （下船 Disembarkation）– 蘇黎士 Zurich
早：遊輪／午&晚：自理
N/A

今晨享受悠閒歡樂時光，並由瑞士巴塞爾碼頭下船，隨後轉往蘇
黎士機場載著滿滿的回憶返回原居地。

【Please Note】
* 中文行程僅供參考，詳細所含內容及行程順序，依遊輪公司官方網站所發佈為依據。
* 價格僅供參考，以兩人一艙基本艙房之每人費用為基準。價格不含機票、碼頭稅。價格依遊輪公司規定可能
隨時變動，不另行通知。
* 因全球氣候因素，若遭遇河流水位或任何不可抗拒之因素，造成遊輪無法續航，遊輪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順
序，或採用巴士、飯店操作方式替代。觀光行程也依遊輪靠岸時間及天候因素，遊輪公司有權更改。

11 天萊茵河&摩澤爾河巡遊（阿瓦隆水路─荷蘭阿姆斯特丹至瑞士巴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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