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團：WHA 日內瓦 

荷蘭 Holland (鬱金香花季)、比利時 Belgium、盧森堡

Luxembourg 深度之旅 12 日 

旅遊活動報名表 

姓名 

Name/Surname 
 

出發日期:11.05.2018 

Departure Date 

聯絡地址 
Address 

 
 
 

住家電話 
Home 

Number 
 

手  機 
Cell Phone 

 

同房團員 
Roomemate 

姓   名 
Name of your roommate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trh 
 

     

特殊 
要求 

Special 
request 

特殊餐食：Meal restriction  please circle 
 
□素食 Vegetarian 
 (請圈選：奶蛋素 Egg milk ok；全素 Full vegeterian；早齋 
Breakfast vegetarian)  
 
□不吃牛、羊、雞、其他__________； 

No beef  lamb  chicken   others: 
 
需求床型：         □一大床         □兩小床              
Type of rooming :  Double bed     Twin Bed 

其他需求： 
other 

Demands 
 

承辦：金鶴旅行社 

負責人：廖慈貞 Janice Liao 0919-131382 

Liao LINE ID：0919131382 

承辦人：許巧穎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 號 13 樓 

聯繫時間 Monday to Friday： 

台灣時間早上 9:15-12：00/下午 14:00-18:00 



金鶴 E-MAIL：chinhsins@yahoo.com.tw 

Liao E-MAIL：e0919131382@gmil.com 

台灣於 2/15 開始放春節 2/21.22.23.26.27 上班 如打電話無人接聽 

請 

用 email 或是用 Line 聯繫 謝謝 



WHA 日內瓦 

With 荷蘭 Holland (鬱金香花季)、比利時 Belgium、盧森堡
Luxembourg 12 日 

建議航班 

去程 
MAY11 

LAX(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磯)-> AMS (Amsterdam Airport 阿姆斯特丹) 

KL 602 
LAX(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

磯)/ AMS (Amsterdam Airport 阿姆斯特丹) 

1345 

(MAY11) 

0905 

(MAY12) 

 

 

 

回程 
MAY22 

GVA(GENEVA Airport日內瓦機場) -> LAX(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磯) 

KL 1926 
GVA(GENEVA Airport 日內瓦機場) /AMS 

(Amsterdam Airport 阿姆斯特丹) 

0855 

(MAY22) 

1035 

(MAY22) 

KL 603 

AMS (Amsterdam Airport 阿姆斯特丹) / 

LAX(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

磯) 

1245 

(MAY22) 

1450 

(MAY22) 

 

 

 

 



A 團：WHA 日內瓦  
荷蘭 Holland (鬱金香花季)、比利時 Belgium、盧森堡

Luxembourg 12 日之旅 
出發日期： 2018 年 05 月 11 日 

第一天   5/11 美國 L.A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日齊集於機場，今日夜宿機上，請記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為精彩的旅
程做好準備。 
貼心的提示～ 
1. 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2. 出發前，請參與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 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豪華客機 
 

第二天  5/12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庫肯霍夫花園
Keukenhof Gardens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因為擁有美麗的鬱金香，浪漫的運河，隨處可見的腳車，閃爍
的鑽石，珍貴的藝術收藏，以及心胸開放的居民，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民
族，多元性的文化更是這個城市日益進步的動力。 

庫肯霍夫花園 15 世紀時，庫肯霍夫（Keukenhof）這個地方原本是一位女
伯爵 Countess Jacoba van Beieren 的狩獵領地，當時女伯爵在後院種植了
蔬果草藥等烹調食用的植物，而將這個地方命名為 Keukenhof。所以庫肯
霍夫在荷蘭文的原義是：「廚房花園」，也就是「keuken(廚房)」與「hof (花

園)」兩個字合起來的意思。 

一直到 1949 年，一群來自麗絲(Lisse)的花農為創造一個開放空間式的花卉
展覽場地，於是計畫將庫肯霍夫這個地方規劃成可以讓花朵自然生長、吐蕊
的花園，而後來參加的花卉業團體越來越多，花卉的種類也因這些人的投入，



培育出更多的品種。每年 9 月底至初霜來臨之前，庫肯霍夫公園會種下 7

百萬顆不同花種的球莖，其中鬱金香就有約 1,000 多種，在花農的細心照料
照顧下，以期待隔年春天一片片花海，數百萬花朵齊綻放爭、奇鬥艷的壯觀
美景。 

阿姆斯特丹 名詞始自於 12 世紀末，當時的居民為了防範洪水侵犯，在阿姆
斯托河(Amstel)建起了水壩，所有了「Amsterdam」的名稱，而其中「dam」

的意思就是指「水壩」。12 世紀以前，阿姆斯特丹只是一個歸屬於烏特勒支
(Utrecht)大主教的管轄區之一，13 世紀以後才逐漸發展為一個城市。16-17

世紀海權時代，也是荷蘭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阿姆斯特丹甚
至是歐洲相當重要的港口都市之一，在歐洲各國海權爭奪戰中佔有相當領先
的地位。 

阿姆斯特丹因擁有美麗的鬱金香、浪漫的運河、隨處可見的自行車、
閃爍的鑽石、珍貴的藝術蒐藏，吸引著全世界的旅遊愛好者來訪，市  

區觀光：◎皇宮、◎水壩廣場，◎紅燈區更在咫尺之處。  

【乘玻璃船遊覽市區運河】 您可飽覽運河風光，一路上您可看見阿姆斯特

丹道地的建築式樣，整齊、美麗的水上人家，以及天才畫家梵谷最欣賞且時

常掛在嘴邊的瑪雷吊橋。結束運河巡禮之後，前往鑽石工廠看看荷蘭人引以
為豪的鑽石切割工藝，世界著名的鑽石之所以變得光彩奪目，很多即是由荷
蘭鑽石工廠的切割整形研磨的加工手續才得以迷倒世人。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中式餐點 

住宿： 4* CROWNE PLA ZA 或 同 等 級  

 

第三天   5/13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沃倫丹 Volendam– 北
海堤防 Afsluitdjik 羊角村 Giethoorn 

沃倫丹是典型的北海漁村，在今日仍舊保有其傳統的風貌，吸引無數的觀光

客。這裡同時也是熱門的婚紗外景的地點。如果您愛上荷蘭的美食或是想嚐
鮮，華友旅行社將提供您寶貴難忘的經驗，我們將安排鯡魚特色小吃，滿足
您的味蕾需求。當然，這可不是正餐，只是小吃喔！ 

羊角村 有「綠色威尼斯」之稱〈也有人稱「荷蘭威尼斯」〉，因為水面映射

的都是一幢幢綠色小屋的倒影。這裡房子的屋頂都是由蘆葦編成，這可是比
任何建材來的耐用，使用年數少說 40 年以上，而且冬暖夏涼、防雨耐曬。
據說從前蘆葦是窮苦人家買不起磚瓦而用來的替代品，現在的價格蘆葦可是
有錢人家才買的起的建材，價格為磚瓦的幾十倍。而這裡的地價也早已水漲
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大多是醫生、律師等高收入的職業，這與從前苦哈
哈的困苦情況似乎形成一種對比的時空交錯。 

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是來趟★運河巡禮 ，乘坐平底木船穿梭寧謐的村落，

最能體會與欣賞美景。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百年餐廳特色料理+酒水一杯   
住宿： 或同等級  
 

第四天  5/14 羊角村 Giethoorn–– 海牙's-Gravenhage –– 鹿
特丹 Rotterdam (藝術市集、方塊屋)   

鹿特丹 位於荷蘭西南部萊茵河口地區新馬斯河兩岸，距北海 28 公里，是世

界最大的港口和荷蘭第二大城市。城市市區面積 200 多平方公里，港區 100
多平方公里。市區人口 約 60 萬，連同郊區城鎮在內共享 105 萬。鹿特丹
港目前是西歐共同體貨物集散中心之一，有“歐洲的門戶”之稱。它是歐洲



最大的煉油基地和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 也是國際航運樞紐和國際貿易中心。

鹿特丹旅遊業發達，擁有港口，博物館及其它眾多觀光景點。鹿特丹還經常
組織一些大型文化體育活動，比如鹿特丹國際馬拉松賽，鹿特丹國際電影節
等。 

 

 

 

 

 

 

鹿特丹藝術市集 
不管是體積或藝術表現，MVRDV 再一次創造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建築！挑
高 39 米的圓拱天花板上飛翔著色彩奔放的花卉蔬果昆蟲，11,000 平方公尺
的巨型牆畫是由藝術家 Arno Coenen 創作的聚集主舞台，兩側玻璃帷幕引
入自然天光，增加空間通透性及與融入市民生活的無邊界感，光線明亮的大

廳內，新鮮飽滿的蔬果、活跳跳的魚蝦、黃澄澄的乳酪和沾著露珠的鮮花正
恣意展現最好的姿態吸引買家注意。 

方塊屋：是荷蘭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建築，相信只要是看過它的人，沒有人會
懷疑這點。於 1978-1984 年由 Piet Blom 所設計的方塊屋，整座社區共有
51 個方塊單位，建立在一片平台上，而這片平台橫跨了 Blaak 大道，形成
一處特殊的「隧道」。方塊屋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塊塊傾斜 45 度並間間相
連的正立方體，每塊立方體都是一個居住或辨公單位，而架高這些方塊的樑

柱及牆壁之間，則被規劃出 14 個社區性的小巧商店及餐廳，機能性非常齊

全。 

 

 



 

 

 

 

 

 

 

海牙：是荷蘭第三大城市海牙位在西荷蘭的南荷蘭省，同時也是該省省會。
鸛鳥徽是海牙的市徽。因荷蘭的憲法規定首都是阿姆斯特丹，所以海牙並不

是荷蘭的首都，但它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而且荷蘭王國國王威廉-亞歷山大
也居住在海牙並於此辦公。所有的中央政府機關與外國使館幾乎都位於此，
另外最高法院與許多組織也都在此辦公，例如荷蘭城市自治協會 VNG。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5* The Manhattan Hotel Rotterdam 或 同 等 級  
 

第五天  5/15 鹿特丹 Rotterdam – 小孩提防 kinderdijk  – 布 
魯日 Brugge 

小孩堤防 坐落在萊克河與諾德河交匯處，為了排出水，1740 年建立一個由
19 座風車組成的系統，是荷蘭最大的風車系統。小孩堤防風車群已成為成
為荷蘭最知名的景點之一，於 1997 年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名
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8D%B7%E8%98%A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8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8%9B%E9%B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6%B2%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4%B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B%89-%E4%BA%9A%E5%8E%86%E5%B1%B1%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B%89-%E4%BA%9A%E5%8E%86%E5%B1%B1%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BF%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8%98%AD%E6%9C%80%E9%AB%98%E6%B3%95%E9%99%A2


布魯日 充滿中古世紀氣息的鵝卵石街道，能夠帶領你前往無數的歷史古蹟、

建築名勝與藝術奇景。 你會對沿著錯綜複雜運河所建的華麗房屋發出讚嘆，
並瞭解為何這裡是各種類型遊客最愛的旅遊目的地。 整個城市發散出對昔
日的讚賞，對當前的熱愛，以及對未來的熱忱。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4* Crown plaza 或  Grand 同 等 級  

 

第六天  5/16 布魯日 Brugge - 布魯塞爾 Brussels – 滑鐵盧
Waterloo- 布魯塞爾 Bru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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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森納河畔，北部是低平的弗蘭德平原，南部是略有起伏的布拉邦特
台地，平均海拔 58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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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市政廳較為壯觀。 

 

 

 

 

 

 

滑鐵盧（法語：Waterloo）是位於比利時瓦隆-布拉班特省部的一座城市，

人口 29,315 人（2006 年）。此地因發生在 1815 年的拿破崙生涯最後一戰
滑鐵盧戰役而聞名於世，從此"滑鐵盧"也成為了失敗的代名詞。 
早餐：飯店內             午餐：雞肉風味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4* Parc Hotel Alvisse 或 同 等 級  

第七天  5/17 布魯塞爾 Brussels  –  盧森堡 Luxembourg 

盧森堡【1994 年收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此地為法比德
三國所包圍小國，礦藏豐富礦業興盛，人民生活水準相當高，盧森堡

市建立山丘上四周環繞河川及護城鶴立挻拔，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
◎阿道夫橋：橫跨佩楚斯谷，是盧森堡市最重要的橋樑。從橋上可俯
瞰◎佩楚斯溪谷和◎憲法廣場。而憲法廣場上中央有一個紀念塔是為了
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亡者，塔上也有座金色的女神像。◎大
公殿宮殿舊址是 1572 年具文藝興風格建築，為盧森堡市必參觀的景

點。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牛肉餐+酒水一杯  
住宿：4* RADISSON BLU ROYAL 或同等級  

 

第八天  5/18 盧森堡 Luxembourg - 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 
- 柯爾馬 Colmar (法國) 

史特拉斯堡是法國大東部大區與下萊茵省的首府，是眾多國際組織總

部所在地的城市。史特拉斯堡與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一樣，駐有歐
盟和歐洲的許多重要機構，包括歐洲委員會、歐洲人權法院、歐盟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8%8E%B1%E8%8C%B5%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88%A9%E6%97%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9%B2%81%E5%A1%9E%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5%A7%94%E5%91%9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4%BA%BA%E6%9D%83%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A7%E7%9B%9F%E5%8F%8D%E8%B4%AA%E5%B1%80&action=edit&redlink=1


貪局、歐洲軍團、歐洲視聽觀察，以及歐洲議會。被譽為歐盟的「第

二首都」。  

史特拉斯堡是法國乃至西歐公路、鐵路和內河航運的重要中心。史特

拉斯堡港是萊茵河沿線的第二大港口，僅次於德國的杜伊斯堡[7]。該
市也是萊茵河航運中央委員會的駐地。  

史特拉斯堡的歷史中心位於伊爾河兩條支流環繞的大島，這一區域擁

有中世紀以來的大量精美建築，包括史特拉斯堡大教堂與小法蘭西，
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首次有一個
城市的整個市中心區域獲此榮譽  

 

 

 

 

 

 

 

科爾馬（法語：Colmar）位於法國阿爾薩斯大區東部，是上萊茵省(阿
爾薩斯地區兩個省之一 )的首府，是阿爾薩斯地區人口僅次於斯特拉斯
堡和米盧斯的第三大城市。曾是阿爾薩斯地區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十
座帝國自由城市聯盟（Décapole）的一員。  

科爾馬位於阿爾薩斯葡萄園區的中心。也是上萊茵省首府。位於萊茵
河支流伊爾河以西，孚日山以東。地處平原。有紡織、食品、化學、
機械和木材加工等工業。重要的葡萄酒市場。有鐵路經過，運河向東
連接萊茵河，還有輸油管過境。設有紡織工業學校。科爾馬是最浪漫
的地區之一，因其境內運河和花船而得名。從橋上可以看到以前船夫

和洗衣店在水中的倒影，景色美麗。它的位置和它極其適合葡萄種植
的氣候條件，為它贏得了阿爾薩斯葡萄酒之都的美譽。在中世紀，阿
爾薩斯葡萄酒已經成為歐洲最流行的葡萄酒之一。 自從 1984 起，它
被評為法國 4 花級城市，並多次獲得法國國家城市「花級」大獎（Grand 
Prix national du fleurissement）。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A7%E7%9B%9F%E5%8F%8D%E8%B4%AA%E5%B1%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8%BB%8D%E5%9C%9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A7%E6%B4%B2%E8%A7%86%E5%90%AC%E8%A7%82%E5%AF%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8%AE%AE%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8%8C%B5%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4%BC%8A%E6%96%AF%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4%BC%8A%E6%96%AF%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8%8C%B5%E6%B2%B3%E8%88%AA%E8%BF%90%E4%B8%AD%E5%A4%AE%E5%A7%94%E5%91%9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2%9B_(%E6%96%AF%E7%89%B9%E6%8B%89%E6%96%AF%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7%89%B9%E6%8B%89%E6%96%AF%E5%A0%A1%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6%B3%95%E5%85%B0%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3%80%81%E7%A7%91%E5%AD%A6%E5%8F%8A%E6%96%87%E5%8C%96%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8%8E%B1%E8%8C%B5%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7%89%B9%E6%8B%89%E6%96%AF%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7%89%B9%E6%8B%89%E6%96%AF%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D%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8%90%A8%E6%96%AF%E5%A4%A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D%E5%9B%BD%E8%87%AA%E7%94%B1%E5%9F%8E%E5%B8%82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3 道式      晚餐：西式 3 道式  
住宿：4* Mercure 或 Bestwestern Grand  
 

第九天  5/19 柯爾瑪 Colmar (法國)  -  伯恩 Bern (瑞士)  -  
搭乘瑞士國鐵到達日內瓦 Geneva 

晚上日內瓦旅館不包含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早餐後搭車前往瑞士首都伯恩 Bern 
伯恩Bern（伯恩德文：Bärn、德語：Bern、法語：Berne、義大利文：
Berna、羅曼什語：Berna）位於瑞士西半部領土中央偏北之處，僅次
於蘇黎世和日內瓦的第三大城，是伯恩州首府，亦是該國首都。其舊

城區今日已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定的世界遺產。  
伯恩有許多噴泉、砂岩外牆、狹窄的街道和歷史悠久的塔塔樓，這種
中世紀氣息是獨一無二的。熊公園 (Bear Park)以上的玫瑰園(Rose 
Garden)，還有高達101 米大教堂鐘樓的平台，都是俯瞰舊城和阿勒
河 (River Aare) 的好據點。過往的防禦工事和堡壘，均位於河邊的陡

坡。舊城不少時裝精品店、酒吧、酒館，有些還是建立在古老的拱形
酒窖。而小街裡眾多咖啡廳，既吸引本地人也吸引外地游客。雖然伯
恩有非常發達的公共交通網絡，但是最好還是步行來發掘這座城市之
美。  

午餐：西式 3 道式或 中餐      晚餐：西式 3 道式或 中餐  

住宿：5* Mövenpick Hotel & Casino Geneva 
 
 
 



第十天  5/20   日內瓦GENEVA 

晚上日內瓦旅館不包含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有參加旅遊團的貴賓，含當天旅館到Ｇeneva City 觀光接送車(10hrs) 
當天早上會帶著各位貴賓，德法邊界，法國的安錫Annecy觀光，人
稱”阿爾卑斯山的明珠”，被眾人認為是法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也

有人稱之為”法國的威尼斯”，由這些美名可見安錫確實有它獨特的
美麗。  

午餐後會回到日內瓦  

午餐：西式 3 道式      晚餐：西式 3 道式或 中餐  
 

第十一天    5/21  開會 

晚上日內瓦旅館不包含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有參加旅遊團的貴賓，含當天旅館到Ｇeneva City 觀光接送車(10hrs) 
當天 WHA 活動結束後，有時間會帶著各位貴賓去瑞士 Lavaux 葡萄
園區(被 UNESCO 列為世界人類遺產 ) ，位在雷夢湖畔的葡萄園區，

有將近 15000 公頃的葡萄園，在洛桑 (Lausanne)和薇維(Vevey)間的
拉沃(Lavaux)區，在 200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拉
沃區自冰河時期就形成山坡地形，有充足的陽光照射，因此 12 世紀
種植葡萄釀葡萄酒早已成為此區的農產方式。夢幻的湖水景色與浪漫
的葡萄園，令人陶醉~ 

洛桑 Lausanne，繁榮的商業城市洛桑 (Lausanne)，是日內瓦湖畔
的第二大城市，它亦有自家的渡假風情。洛桑是沃州 (Canton of 

Vaud)的首府，也是一個極具活力的大學城與會議之城。洛桑被稱
爲奧林匹克之都 (Olympic capital)，高度重視體育運動和文化活
動。  

午餐：西式 3 道式或 中餐      晚餐：西式 3 道式或 中餐  

 

第十二天  5/22  日內瓦 GENEVA洛杉磯 L.A  
此天無用車，請貴賓搭乘免費 Shuttle Bus 到機場 

 

 

 

 

 



 

 

未含 MAY19-21 住宿 
團費：21-26 人     台幣 75,500 元整 
      27 人以上    台幣 73,500 元整 
 
含領隊司機小費、行李搬運費、台灣旅行社旅行責任險、May20-21
號用車、May19-21 午餐/晚餐。   
此團由台灣旅行社派出合格領隊帶團 
以上報價不含：國際段機票、全程餐食不含飲料&酒、開會期間飯

店住宿(MAY 19-21) 
所需證件：護照(有效期 6 個月)。 
金鶴旅行社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呂阿美 0933319715  廖慈貞 0919131382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 號 13 樓 
 
 
含 MAY19-21 住宿 
團費：21-26 人     台幣 82,950 元整 
      27 人以上    台幣 80,950 元整 
       

含領隊司機小費、行李搬運費、台灣旅行社旅行責任險、May20-21
號用車、May19-21 午餐/晚餐、開會期間飯店住宿(MAY 19-21) 
(5* Mövenpick Hotel & Casino Geneva)。   
此團由台灣旅行社派出合格領隊帶團 
以上報價不含：國際段機票、全程餐食不含飲料&酒 
所需證件：護照(有效期 6 個月)。 
金鶴旅行社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呂阿美 0933319715  廖慈貞 0919131382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 號 1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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