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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凡隆河輪簡介 Avalon 號 

已經搭過遊輪旅遊想要體

驗另一種旅遊方式嗎？河

輪旅遊會是您最佳選擇！

遊輪大部分都停靠在大城

市的大港口，深入內陸的

遊玩時間較不足。反之，

河輪可以行駛進入河道內，

能夠更深入內陸城市的觀

光景點參觀，不僅節省在陸上的交通時間，同時還能欣賞河岸上美麗的風光喔！ 

Avalon Artistry II 不只提供了一個舒適溫馨的環境，更備有滿滿兩層甲板的景觀艙房，而這些艙房每

間都裝設了全景觀落地窗，隨時都可以將您在船上的生活空間轉變成私人的露天陽台。 您可以從精

選的舒適床鋪上直接欣賞到無與倫比的景觀，盡情享受歐洲名川的自然美景。 每間景觀艙房更提供

了 200 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間，遠比業界標準房型大 30％以上，讓您每天早晨一醒來便可以輕鬆欣賞

迷人的風景和享受清新的微風。 船上的設施包括有設於公共區域的免費公共電腦和無線網路、健身

中心，船頂甲板更備有高級躺椅，遮陽系統，渦輪浴缸和令人愉悅的 Sky Bistro 讓您可以在室外的

開放空間中享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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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on Artistry II 

下水年份 2013 船身長度 110 公尺 載客量 128 船員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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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表 

日 期 停靠碼頭 注目點 

5月04日 阿姆斯特丹, 荷蘭  登船 

5月05日 鹿特丹, 荷蘭  庫肯霍夫 

5月06日 安特衛普, 比利時 市區觀光 

5月07日 根特, 比利時 聖巴夫主教座堂 

5月08日 費勒, 荷蘭 米德爾堡 

5月09日 威廉斯塔德, 荷蘭 市區觀光 

5月10日 阿姆斯特丹, 荷蘭 鮮花拍賣會 

5月11日 阿姆斯特丹, 荷蘭 離船 

 

 

參考航班 *中華航空+荷蘭皇家航空* 

日期 出 發 地 目 的 地 班機 
出 發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飛行時間 

4/30(四) 桃園 法蘭克福 CI-061 23:15 06:50(+1) 13 時 35 分 

5/4(一) 法蘭克福 阿姆斯特丹 KL-1766 11:45 13:00 01 時 15 分 

5/11(一) 阿姆斯特丹 桃園 CI-074 11:00 06:00(+1) 1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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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簡介 

第 1 天 

5/4(一) 
阿姆斯特丹，荷蘭（登船） 

歡迎來阿姆斯特丹 您的 Suite Ship® 已準備好供您登

船。飛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必須於下午 3:30 前抵達。貴

賓必須在下午 5 點之前完成登船手續並登船。您今天可

以在阿姆斯特丹的自行悠閒地探索。 

也可以選擇參加美麗的贊斯堡風車村導遊(需自費)，在那

裡您將看到一系列保存完好的歷史風車和荷蘭房屋。第

一晚您可在船上探索船隻，並享受您第一個晚宴。晚間

巡航前往鹿特丹。 

 

餐食－早:敬請自理   午:敬請自理    晚:河輪上享用 

住宿－Avlon 河輪豪華艙房  

第 2 天 

5/5(二) 
鹿特丹 

荷蘭海港的奇蹟 - 老風車與摩天大樓 

經典行程 - 您可以選擇參加半天

或全天的庫肯霍夫導遊之旅 - 這

裡被稱為“歐洲花園”，擁有佔地

70 英畝的公園，湖泊和世界上最

大的花園。這裡種有每年產量超過

七百萬株的鬱金香，水仙花風信子

和其他球莖類植物。 

您可以在鹿特丹的海港邊享受悠

閒空閒時光，享用當地著名的啤

酒、荷蘭蘋果派和 koffie verkeerd，這是一種用半杯咖啡及半牛奶混合而成的荷蘭地方飲料。 或是

你也可以選擇騎自行車自船上出發，自由地探索鹿特丹及周邊地區。 

晚餐前，您將可以登上頂樓或是在房間內觀賞河輪悠悠穿越鹿特丹港的景光。稍晚，船上將有現場娛

樂表演供貴賓欣賞。 

河輪將在晚間巡航前往安特衛普。 

 

餐食－早:河輪上享用    午:河輪上享用      晚:河輪上享用 

住宿－Avlon 河輪豪華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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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5/6(三) 
安特衛普，比利時 

充滿藝術氣息的安特衛普 - 哥德式大教堂，可麗餅與華夫餅。 

經典行程 - 導遊為您導覽這座具有豐富文化的城市並

遊覽格羅特市中心，在這裡您可以觀賞到建於 16 世紀

的會館。 您還可以看到美麗的市政廳，聖母主教座堂

及收藏於此地的魯本斯祭壇畫作。 

您也可以選擇自費參加首都布魯塞爾的導覽 - 此地被

認為是歐盟的發源地，導遊帶您一覽當地宏偉的宮殿以

及大教堂。您也可能更願意自行出遊，前往品嘗安特衛

普的招牌比利時華夫餅和可麗餅 - 或者自古老的碼頭

騎自行車一路前往傳奇的鑽石區探索。 稍晚，您可以

在船上享受現場娛樂表演。 

河輪將於夜間巡航前往根特。 

 

餐食－早:河輪上享用    午:河輪上享用      晚:河輪上享用 

住宿－Avlon 河輪豪華艙房  

 

 

第 4 天 

5/7(四) 
根特 

根特風光 - 鵝卵石街道, 運河及大都會魅力 

清早時您將有時間可以以清晨散步（或慢跑）的方式來探索根特的建築和運河，造訪被人們稱為“比

利時所收藏最好的秘密景點”。 

經典根特探索行程-“佛蘭德斯鑽石”-導遊將為您導覽佛蘭特斯區，一覽中世紀的榮耀與繁華。您將

參觀聖巴夫大教堂（St. Bavo's Cathedral）及其非凡的佛蘭德斯藝術品。 

 

您也可以選擇自費參加布魯日的導覽行程，讓導遊陪同您前往探索當地的運河，鵝卵石街道和中世紀

建築。 您將可以欣賞到縱橫交錯的運河，13 世紀的集市廣場鐘樓和迷人的貴族房屋。 

河輪將於夜間巡航前往米德爾堡。 

 

餐食－早:河輪上享用    午:河輪上享用    晚:河輪上享用 

住宿－Avlon 河輪豪華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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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5/8(五) 
米德爾堡, 荷蘭 

米德爾堡荷蘭海港城的香料歷史 

歷史悠久的商城-米德爾堡的導覽健行之旅: 導遊將帶您參訪建於 15 世

紀的哥特式市政廳，並在一路上為您介紹荷蘭的香料貿易歷史，與荷蘭

東印度公司之間繁榮的貿易，以及此地是如何成為一個據點城市的起源

故事。 蜿蜒的鵝卵石街道和環繞舊城區的運河更是此地不可錯過的景

點。您也可以以騎自行車或步行的方式自由遊覽米德爾堡，細細品嚐當

地著名的巴貝拉餅乾，薯條或啤酒。河輪將於今天下午前往費勒。 

費勒 

於三角洲屹立不搖的工程奇蹟。 

發現行程 - 參加三角洲工程導覽，見識這世界上最大的防洪系統，並且也是現代科技的奇蹟。 

河輪將於夜間巡航前往威廉斯塔德。 

 

餐食－早:河輪上享用    午:河輪上享用      晚:河輪上享用 

住宿－Avlon 河輪豪華艙房 

 

 

第 6 天 

5/9(六) 
威廉斯塔德 

威廉斯塔德的風車及其歷史悠久的港

口。您可以於早晨享受自由時光，自行

前往探索在這座古老城鎮內被保存完

好的古早防禦工程。 

活躍行程 - Avalon Adventure Host 

將帶您在威廉斯塔德以清晨慢跑的方

式遊覽這座古城。 

經典行程 -參加威廉斯塔德的導覽徒步之旅，探索許多經過精心修復的 17 和 18 世紀建築。 

發現行程 -稍晚在您準備搭河輪前往阿姆斯特丹時，在船上享受起士品嚐活動。 

河輪將於夜間巡航前往阿姆斯特丹。 

 

餐食－早:河輪上享用    午:河輪上享用      晚:河輪上享用 

住宿－Avlon 河輪豪華艙房河輪豪華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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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5/10(日) 
阿姆斯特丹，荷蘭 

多采多姿的阿姆斯特丹運河 

探索行程 - 前往參訪阿爾斯梅爾的花卉拍賣會 - 這是

世界上最大的花卉拍賣會，每天可銷售約 2000 萬朵鮮

花。 參訪完後我們將前往享用傳統式的荷蘭早餐，或者： 

經典行程 - 導覽巡航將帶您遊覽世界聞名的阿姆斯特

水道，您將可在船上仔細欣賞許多建於阿姆斯特丹黃金

時代的奢華房邸。 

您或許也會有興趣自費參加木登城堡的導覽行程，或自

費參加荷蘭田園的自行車導覽活動。您也可以自行前往探索阿姆斯特丹多采多姿的街道、房屋建築、

畫廊和商店。 

河輪將在阿姆斯特丹停靠過夜。 

 

餐食－早:河輪上享用    午:河輪上享用      晚:河輪上享用 

住宿－Avlon 河輪豪華艙房河輪豪華艙房  

 

第 8 天 

4/11(一) 
阿姆斯特丹，荷蘭(離船) 

於船上享用完早餐後，離船返回家園。 

 

餐食－早:河輪上享用    午:敬請自理      晚: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注意事項*** 

1. 以上內容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2. 觀光行程、餐食、住宿飯店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感謝您的諒解。 

3. 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另外若因離隊其所衍生之交通費用需自費處理。 

4.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5. 門票已按團體優惠價核算，故年長者及孩童價差不另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