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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C a ta l og/ C a ta l og

001 品牌介绍

004 ⾏程介绍

005 ⾏程特⾊

006 ⾏程概览

009 第 1 天 沈阳 → 北京 → 阿姆斯特丹

北京⾸都国际机场 →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012 第 2 天 阿姆斯特丹

梵⾼博物馆 → 阿姆斯特丹王宫 → 阿姆斯特丹⽔坝⼴场 → 阿姆斯

特丹国⽴博物馆

017 第 3 天 阿姆斯特丹

库肯霍夫公园 → 安妮之家 → 运河游船

021 第 4 天 赞丹 → 阿姆斯特丹

桑斯安斯⻛⻋村 →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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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第 5 天 鲁尔蒙德 → ⻢斯特⾥赫特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 → 天堂书店 → 圣瑟法斯⼤教堂

027 第 6 天 ⻢斯特⾥赫特 → 埃因霍温

梵⾼⼩镇 → 艾夫林童话世界 → ⻜利浦博物馆

030 第 7 天 ⿅特丹

⽴体⽅块屋 → 海港博物馆 → Markthal⼤型拱廊市场

033 第 8 天 代尔夫特 → 海⽛

皇家代尔夫特蓝瓷⼚ → 代尔夫特⽼教堂 → 莫⾥茨皇家美术馆 →

⻢德罗丹微缩城

037 第 9 天 豪达 → 乌得勒⽀

豪达市集⼴场 → 奶酪博物馆 → 迪克•布鲁纳博物馆（⽶菲博物

馆） → ⾳乐盒博物馆

041 第 10 天 阿姆斯特丹 → 北京 → 沈阳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 北京⾸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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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绍 / In tr o/ In tr o

INTROINTROINTROINTRO
★欧式建筑巡礼：世界⽂化遗产⻛

⻋群、⿅特丹著名市场、中世纪古

城、醉美⽂艺天堂书店；

★经典画作宝库：荷兰国⽴博物

馆、梵⾼博物馆，莫⾥茨皇家美术

馆,，经典馆藏⼀⽹打尽；

★深度游览多城：⻢斯特⾥赫特、

埃因霍温、海⽛、⿅特丹、乌特勒

⽀等；

★精选景区游览：库肯霍夫花园、

⽶菲博物馆、⻢德罗丹微缩城、⽴

体⽅块屋、艾芙林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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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 / Fea tur e/ Fea tur e

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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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览 / P r evi ew/ P r evi ew

PREVIEWPREVIEWPREVIEWPREVIEW
⽇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11  天

0 30 3月3 03 0日，周六

沈阳 → 北京 → 阿姆斯特丹

北京⾸都国际机场 →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第 22  天

0 30 3月3 13 1日，周⽇

阿姆斯特丹

梵⾼博物馆 → 阿姆斯特丹王宫 → 阿姆斯特丹⽔坝⼴场

→ 阿姆斯特丹国⽴博物馆

第 33  天

0 40 4月0 10 1日，周⼀

阿姆斯特丹

库肯霍夫公园 → 安妮之家 → 运河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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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44  天

0 40 4月0 20 2日，周⼆

赞丹 → 阿姆斯特丹

桑斯安斯⻛⻋村 → ⽺⻆村

第 55  天

0 40 4月0 30 3日，周三

鲁尔蒙德 → ⻢斯特⾥赫特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 → 天堂书店 → 圣瑟法斯⼤教堂

第 66  天

0 40 4月0 40 4日，周四

⻢斯特⾥赫特 → 埃因霍温

梵⾼⼩镇 → 艾夫林童话世界 → ⻜利浦博物馆

第 77  天

0 40 4月0 50 5日，周五

⿅特丹

⽴体⽅块屋 → 海港博物馆 → Markthal⼤型拱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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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88  天

0 40 4月0 60 6日，周六

代尔夫特 → 海⽛

皇家代尔夫特蓝瓷⼚ → 代尔夫特⽼教堂 → 莫⾥茨皇家

美术馆 → ⻢德罗丹微缩城

第 99  天

0 40 4月0 70 7日，周⽇

豪达 → 乌得勒⽀

豪达市集⼴场 → 奶酪博物馆 → 迪克•布鲁纳博物馆

（⽶菲博物馆） → ⾳乐盒博物馆

第 1010  天

0 40 4月0 80 8日，周⼀

阿姆斯特丹 → 北京 → 沈阳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 北京⾸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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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0303月3030日，周六

DAY 1DAY 1DAY 1DAY 1

沈阳 → 北京 → 阿姆斯特丹
1.北京⾸都国际机场 → 2.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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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北京⾸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机场代码：

ZBAA；IATA机场代码：PEK），简称“⾸都

机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

义区的的外⻜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设备最⻬全、运输⽣产最繁忙的

⼤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共和国的国

⻔。北京⾸都国际机场共有3个航站楼，是中

国的空中⻔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路

简介：史基浦机场，⼜名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现已经成为欧洲连接亚洲、美洲、南美洲的重要

交通枢纽。史基浦机场是到荷兰的第⼀ 站，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机场。机场设施完善，⾼效便

捷，连续多 年被评为“欧洲最佳机场”，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机场之⼀。另外这座机场也⼏乎是

⼀座⼩城市，其中购物、观光、娱乐设施⼀应俱全。

▼国⽴博物馆史基浦分馆

在荷兰⼤道的第2和第3候机厅中间，你可以免费参观国⽴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分馆，史基浦

机场不是世界上唯⼀⼀家拥有博物馆的机场，但却是世界⾸个敢把国家博物馆搬进来的机场。

 今⽇概览

所在城市：沈阳 → 北京 → 阿姆斯特丹

⾏程安排： 1.北京⾸都国际机场 → 2.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交通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Schiphol Amsterdam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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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境荷兰，你就可以观赏到荷兰17世纪

⼤师级的艺术珍品。尽管作品不多，但国家

博物馆本馆会进⾏不定期的展品更换，商店

⾥的名作复制品也让你的⼿信顿时⾼端起

来。

▼机场图书馆

史基浦机场图书馆是全球⾸家位于机场内的

图书馆。你可以在此读书、听⾳乐，了解荷

兰⽂化和⽂学。图书馆还配有iPad设备，可

以下载电⼦书或电影，让接下来的旅程丰富

多彩。

▼机场美⻝

更可以在荷兰厨房与荷兰酒吧品尝到典型的

荷兰美⻝。这⾥还有舒适的休息室供您歇

脚，休息室中设有壁炉，⽤于休闲的电视，

甚⾄有⼀台钢琴。这⾥还设有婴⼉室和⼉童

森林，⾮常适合⼉童尽情玩耍嬉戏。

▼机场公园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机场公园是世界上

第⼀座机场公园。机场公园环境怡⼈，旅客

可以在这⾥享受宁静与如茵绿草，并配备快

餐店以及便利售货亭。

▼值机服务

在史基浦机场，旅客可使⽤⾃助值机设备，

⾃⾏通过机器办理登机⼿续。在1、2、3号出

发⼤厅均可使⽤⾃助值机服务， ⾃助值机台在各航空公司值机柜台附近。荷航值机柜台设在2号

出发⼤厅。另外，荷航柜台区已经开设了⾃助⾏李托运设备。机场在到达 ⼤厅多处还设有⾃助转

机服务台和⾃助过境服务台。从史基浦机场转机前往其他申根国家，旅客须在机场1、2号候机⼤

厅间的海关办理护照检查，从1号候机⼤厅登机。

▼买买买

从这⾥转机回家或去往另外⼀个⽬的地？可以使⽤你的登机牌到史基浦世界⼤道购物中⼼的免税

店享受奢华、⽆拘⽆束的购物体验。 您可以在⼤厅中找到各种商店。史基浦世界⼤道拥有超过

100家商店，销售超过14万种商品。品当然，您也可以在史基浦找到各种荷兰特产，包括著名的

荷兰华夫饼、奶酪、鲜花、⽢草糖、代尔夫特 蓝和阿姆斯特丹纪念品。典型的机场产品，如电⼦

产品、⾹⽔、酒品和巧克⼒也可以在这⾥买到。其中，标有“Lowest Price Guarantee”标志的商

品保证为荷兰境内最低价。

到达⽅式： 轨道交通：从机场前往阿姆斯特丹最便捷的⽅式

是乘坐⽕⻋，⽕⻋ 站在机场出发⼤厅地下。前往阿姆斯特丹

中⼼⽕⻋站的⽕⻋每15分 钟⼀趟，凌晨1点后1⼩时⼀趟。

全程15-20分钟。单程全价票为3.8 欧元，往返票价7.6欧元

。 ⼤巴：出机场⼤⻔就可以看到公共汽⻋、机场⼤巴及出租

⻋停靠处。在这⾥可以搭乘197/370/97/358路汽⻋前往阿

姆斯特丹。全程1⼩时。⻋票上⻋购买。 Taxi：出租⻋前往

阿姆斯特丹需要20-45分钟，费⽤⼤约在50欧元 左右。推

荐选择机场出租服务，相对直接叫⻋价格偏低。如果有急事

，可以在机场柜台询问Schiphol Trave l Taxi。电话：+31-

0624-444428

⼩贴⼠： 在到达和出境⼤厅都设有投币式储物柜，每24⼩

时5欧元，最⻓保存⼀周。在到达和出境⼤厅都设有投币式

储物柜，每24⼩时5欧元，最⻓保存⼀周。

地址： Evert van de Beekstraat 202 1118 CP Schiph

ol 荷兰

电话： +31-20-7940800

⽹址： http://www.schiphol.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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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天
0303月3131日，周⽇

DAY 2DAY 2DAY 2DAY 2

阿姆斯特丹
1.梵⾼博物馆 → 2. 阿姆斯特丹王宫 → 3. 阿姆斯特丹⽔坝⼴场 → 4. 阿姆斯特丹国⽴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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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建于 1973 年，是世界上收藏梵⾼作

品最多的博物馆，多达1/4。其中，有最著名

的画作《向⽇葵》、《⾃画像》、《⻨⽥》

等，仿佛那⼀幕幕⽣动的画⾯就呈现在你的

⾯前，是游荷兰必经之地，阿姆斯特丹不能

错过的⼀道⽂化⻛景线。

到达⽅式： 从中央⽕⻋站乘坐 2 路或 5 路有轨电⻋，在 V

an Baerlestraat 站下⻋

⼩贴⼠： ⻔票需要提前在线订购，不然会排队很久。

地址： Paulus Potterstraat 7, Amsterdam 1071,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20 570 5200

⽹址： http://www.vangoghmuseum.nl

开放时间： 10:00-18:00，周五延⻓⾄22:00，售票处提前30分钟关闭

⻔票价格： 2015年4⽉1⽇起成⼈票价涨⾄17欧元，18岁以下免费（需提供有效证件）。语⾳导游器5欧元（提供中⽂服务）。

游玩时⻓： 1⼩时

 今⽇概览

所在城市：阿姆斯特丹

⾏程安排： 1.梵⾼博物馆 → 2. 阿姆斯特丹王宫 → 3. 阿姆斯特丹⽔坝⼴场 → 4. 阿

姆斯特丹国⽴博物馆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阿姆斯特丹

备注：

梵⾼博物馆，收藏了梵⾼两百多副作品，

荷兰国⽴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伦勃朗的《夜巡》。

景点

梵⾼博物馆
Van Gogh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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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阿姆斯特丹王宫(荷兰语：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或Paleis op de Dam)位于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王国的四座王宫之⼀，

这座王宫在17世纪荷兰⻩⾦时代兴建时是阿

姆斯特丹的市政厅，1655年7⽉20⽇揭幕，

后来法国占领期间拿破伦的弟弟路易·波拿巴

将这⾥改成了王宫,但是荷兰王室并不居住在

此。此王宫有时作为国家⾸脑的接待场所，

夏天对外开放参观。它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

⼼⽔坝⼴场的⻄侧，正对着战争纪念碑，毗

邻新教堂(Nieuwe Kerk)。王宫的⽯砌地基由埋于地下14-16⽶的13659根⽊桩⽀撑，在⽊桩上⽤

⽯块砌成地基，然后在地基上建造楼房，因此被称为世界第⼋⼤建筑奇观“⽊桩上的宫殿”。

到达⽅式： 乘坐有轨电⻋4、9、16、24、25路⾄Dam站步⾏

地址： Nieuwezijds Voorburgwal 147 1012 RJ Amsterdam 荷兰

电话： +31-20-5226161

⽹址： https://www.pale isamsterdam.nl/

开放时间： 6⽉⾄8⽉ 11:00-17:00；9⽉⾄5⽉ 周⼆-周⽇ 12:00-17:00；皇室活动时闭馆。

⻔票价格： 成⼈10欧元，65岁以上及学⽣9欧元，18岁以下免费

游玩时⻓： 建议游玩1-3⼩时

简介：⽔坝⼴场，⼜称作达姆⼴场，⽔坝⼴场是阿姆斯特丹的⼼脏，是阿姆斯特丹历史的发源

地，也是荷兰最具盛名的⼴场。距离中央⽕⻋站750⽶。形状⼤致呈⻓⽅形，东⻄⻓200⽶，南北

约100⽶。⼴场曾经是阿姆斯特丹唯⼀的市中⼼⼴场。阿姆斯特河曾经流经⼴场,河上的第⼀个⽔

坝就建在这⾥,因此得名。王宫前的阿姆斯特河汊直到1858年后才被填平.在东北⻆不远就是红灯

区德瓦伦（de Wallen）

⼴场的⻄⾯是新古典主义的王宫，⾃1655年起为市政厅，1808年改为王宫。王宫北侧是新教

堂。⼴场南侧是杜莎夫⼈蜡像馆。⼴场东侧是国家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

景点

阿姆斯特丹王宫
Koninklijk Paleis

景点

阿姆斯特丹⽔坝⼴场
Dam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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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有很多鸽⼦，街头艺术家，游客们在

此留影或歇歇脚。从旁边的杜莎夫⼈蜡像馆

的顶楼，透过巨⼤的圆形玻璃可以俯看整个

⽔坝⼴场。位于⼴场上的国家纪念碑建于

1956年，⾼22⽶，是为纪念⼆站中牺牲者⽽

建，每年 5⽉5⽇⼥王会来此参加⼆战停战纪

念仪式。5⽉4⽇晚⼋点，全国举⾏献给⼆战

死难者的两分钟默哀，活动场地即在这⾥，

并通过电视向全国播出。

简介：国⽴博物馆是荷兰最⼤的博物馆，于

1885年对外开放。博物馆以收藏荷兰“⻩⾦

时代”的作品著称。有伦勃朗、弗美尔、弗兰

斯·哈尔斯等荷兰巨匠的名画，伦勃朗的《夜

巡》被视为镇馆之宝，《犹 太新娘》也是不

可不看的艺术精品。博物馆还展出如陶瓷

器、玻璃 艺术品及银器等收藏。将于2013年

4⽉13⽇重新开放。

到达⽅式： 从中央⽕⻋站乘2、5路有轨电⻋，在Hobbem

astraat站

到达⽅式： 距离中⼼⽕⻋站800⽶，步⾏10分钟即可到达

； 或乘坐公共汽⻋或有轨电⻋1、2、4、5、9、13、17、

24路在Amsterdam, Dam站下⻋

⼩贴⼠： ⽔坝⼴场总是⼈满为患，⼩偷扒⼿趁机作案的也很

多，⼀定要⼩⼼看管好⾃⼰的钱包和贵重财物。

地址： Dam 1012 JS  Amsterdam 荷兰

开放时间： 全天

⻔票价格： 免费

游玩时⻓： 建议游玩1-3⼩时

景点

阿姆斯特丹国⽴博物馆
Rijks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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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伦勃朗《夜巡》、《犹太新娘》、《⼯商布会的稽查官》、《⾃画 像》；维⽶尔 《厨娘》、《⼩街》；哈尔斯 《结婚

肖像画》、《快乐的 酒徒》；史堤 《圣尼古拉斯节》；阿威坎普 《冬景》；奥特曼玩偶屋。开放时间:9:00-18:00(售票处提前3

0分钟关闭)，1⽉1⽇闭馆， 12⽉25⽇开放⾄18:00 价格:成⼈14欧元，18岁以下免费；语⾳导览5欧元 伦勃朗《夜巡》、《犹

太新娘》、《⼯商布会的稽查官》、《⾃画 像》；维⽶尔 《厨娘》、《⼩街》；哈尔斯 《结婚肖像画》、《快乐的 酒徒》；史

堤 《圣尼古拉斯节》；阿威坎普 《冬景》；奥特曼玩偶屋。

地址： Museumstraat 1, 1071 XX Amsterdam, 荷兰

电话： +31-020-6747000

⽹址： http://www.rijksmuseum.nl

开放时间： 9:00-17:00(售票处提前30分钟关闭)，1⽉1⽇闭馆， 12⽉25⽇开放⾄18:00

⻔票价格： 成⼈17.5欧，18岁及以下⼉童免费。语⾳导游成⼈5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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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天
0404月0101日，周⼀

DAY 3DAY 3DAY 3DAY 3

阿姆斯特丹
1.库肯霍夫公园 → 2. 安妮之家 → 3. 运河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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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座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海⽛之间

的Lisse附近的花园，很多⼈可能觉得名字很

陌⽣.。但其实对国⼈来讲，这座公园的景

象，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

⼤量频繁地出现在⽇历、挂历、室内装帧画

上⾯，尤其是很多会议室和活动室内的巨幅

彩图， ⾼⼤的树⽊下是绿⾊如毯的草地和⼀

簇簇鲜艳夺⽬的郁⾦⾹。也是从那个时候

起，这种球茎类花朵被⼤多数国⼈所熟识，

甚⾄⼀提起郁⾦⾹就会想到荷兰，反之亦

然。

这个公园每年春天从三⽉下旬开始会迎来郁⾦⾹的第⼀次花期。来⾃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

者们纷纷加⼊这场春天的聚会。

花园离除了郁⾦⾹还有各式品种的玫瑰、⻛信⼦等。还有巨⼤的温室常年盛开着蝴蝶兰等热带植

物和花朵。

到达⽅式： 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花园指南 从史基浦机场出发：乘坐ConneXXion库肯霍夫快速58路和54路公交直达花园；从阿姆

斯特丹出发：先坐⽕⻋到Haalem，然后在⽕⻋站前乘坐50路或51路公交到Lisse，在那⾥换乘57路区间公交即可到达。

⼩贴⼠： 具体时间需要参考官⽅⽹站每年给出的时间，根据当年⽓温和花期来决定。

地址： Keukenhof S tationsweg 166a 2161 AM Lisse Holland

电话： +31 (0) 252 465 555

⽹址： http://www.keukenhof.nl

开放时间： 2015年3⽉20⽇⾄5⽉17⽇，8:00-19:30(售票处晚上5点半关闭)

 今⽇概览

所在城市：阿姆斯特丹

⾏程安排： 1.库肯霍夫公园 → 2. 安妮之家 → 3. 运河游船

定制师备注：库肯霍夫花园，

景点

库肯霍夫公园
Keuken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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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格： 成⼈16欧元，4-11岁⼉童8欧元

简介：安妮弗兰克故居是20世纪的畅销书

《安妮⽇记》的故事发⽣地。犹太姑娘安妮·

弗兰克当年躲藏的密室旧址。除⽗亲外，安

妮本⼈及其全家都在⼆战中被纳粹杀害。安

妮的⽇记中详细记录了她两年的避难⽣活。

如今，这个避难所成为了著名的反法⻄斯和

种族主义博物馆。《安妮⽇记》后来在阿姆

斯特丹发表，引起轰动。故居的布置保持了

书中原样。进⼊安妮故居，⾛进那扇书架后

的暗⻔，爬上那狭窄楼梯，⾛进狭⼩的房

间，窗户上贴满了厚厚的纸，是当时⽤来消除外⼈对存在暗室的怀疑，⾄今仍让⼈感受到与世隔

绝的窒息感。住在⾥⾯，⾜不出户，⽩天必须蹑⼿蹑脚，不敢发出任何声⾳，终⽇⻅不到阳光，

两年多的提⼼吊胆、暗⽆天⽇，考验着忍耐⼒的极限，身处其中仍能体会到隐匿⽣活的艰⾟。故

居中还展出了《安妮⽇记》的原稿和当年的⽇⽤品，墙上⽇记中的段落表达了这位13岁少⼥的痛

苦、寂寞、恐惧和期盼。“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安妮对⽣命的渴望深深地震撼着每⼀

个⼈的⼼。

到达⽅式： 乘坐电⻋或公交⻋13、17、170、172和174路⾄Westermarkt站下⻋； 从中央⽕⻋站出发，步⾏约需20分钟

⼩贴⼠： 1.每天9:00-15:30只接待⽹上购票的游客。 2.在⼊⼝处的问讯台处可以领取中⽂导览⼿册，内含密室平⾯图以及每个

房间的介绍。 3.参观前须经过安检，故居博物馆没有存包处，携带⼤型⾏李的话要在参观前将⾏李寄存在其他地⽅。 4.馆内不允

许拍照、摄影。

地址： Prinsengracht 263-267,1016 GV Amsterdam

电话： +31-20-5567105

⽹址： https://www.annefrank.org/nl/

开放时间： 4⽉-10⽉9:00-22:00；11⽉-3⽉9:00-19:00（周六延⻓⾄21:00）

⻔票价格： 成⼈9欧，10-17岁4.5欧，欧洲⻘年卡4.5欧，10岁以下免费，⽹上购票加0.5欧⼿续费

游玩时⻓： 建议游玩1-3⼩时

景点

安妮之家
Anne Frank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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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运河游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是

荷兰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约200艘各种船

只为游客提供各种⽔上活动，活动涵盖能在

阿姆斯特丹找到的所有娱乐形式。对于很多

⼈来说，从⽔上欣赏阿姆斯特丹拥有⼀种特

别的魔⼒，沿运河带游船是最受欢迎的旅游

项⽬之⼀。阿姆斯特丹有⼤量公司提供运河

游船观光服务，如运河脚踏船，烛光环游，

运河汽艇，运河游船，运河巴⼠还有⽔上计

程⻋。⽆论⽩天还是夜晚，夏季还是冬季，

这⾥常年为您提供游船服务。您也可以驾驶⾃⼰的船或租⼀艘船游览运河。

⼩贴⼠： 船身短于15⽶，最⾼时速不超过20公⾥的船⽆需任何特殊的⾏船执照。运河上的最⾼限速为7.5公⾥每⼩时。在荷兰，

如果您酒后驾船会被罚款。

地址： S tadhouderskade 550，1072 AE AMSTERDAM

电话： +31 020 626 5636

⽹址： http://www.amsterdamcanalcruises.nl

开放时间： 75分钟游船每天10:30-18:45（周五和周六20:15），距游船出发前15分钟在NH Barbizon 酒店对⾯检票；1⼩时

游船每天9:00-22:00，在中央⽕⻋站对⾯上船。

⻔票价格： 75分钟游览16欧元；1⼩时游览成⼈14欧元，⼉童7欧。

体验

运河游船
Canal 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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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天
0404月0202日，周⼆

DAY 4DAY 4DAY 4DAY 4

赞丹 → 阿姆斯特丹
1.桑斯安斯⻛⻋村 → 2.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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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桑斯安斯座落的区域属于Zaandam、

Koog aan de Zaan、Zaandijk三地合成的

Zaanstad市，这块环抱着赞河(Zaan River)

的区域，是通过伐⽊业和造船业发展起来

的。桑斯安斯⻛⻋村(Zaanse Schans

Windmill)是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座欧洲

⼯业化遗迹博物馆。博物馆展览有从荷兰各

地搬迁来的各式⻛⻋30多座。另外，也拥有

博物馆展示和当年这些⻛⻋相关的物品。如

今，这⾥成为了观光客了解荷兰的旅⾏胜

地。⼿⼯艺术品作坊、⽊鞋⼯⼚、奶酪作坊、博物馆、⼯艺品店等构成了荷兰最具特⾊的乡村⻛

情。⻛⻋村是荷兰著名的旅游地，每年吸引⼤量游客参观。

到达⽅式： 从阿姆斯特丹中央⻋站乘坐391路Connexxion巴⼠可达桑斯安斯⻛⻋村，每15分钟⼀趟，全程约40分钟。或从阿姆

斯特丹中央⻋站搭乘本地列⻋，约17分钟后抵达Zaandijk - Zaanse Schans站，再步⾏约15分钟即可抵达桑斯安斯⻛⻋村

⼩贴⼠： 1.乘坐游船需要付费，价格为每⼈6欧。 2.建议春天或天⽓好的时候来此游玩，景⾊会更加美丽。 3.可以购买桑斯安斯

⻛⻋村套卡，成⼈价格为10欧元，游览⼤部分收费景点。

地址： Schansend 7, 1509AW Zaandam

电话： +31-75-6810000

⽹址： https://zaansmuseum.nl/

开放时间： 旺季4⽉-11⽉10:00-17:00；12⽉-次年3⽉为淡季，部分景点有可能不定时关闭，可提前在官⽹查询各景点开放时

间。

 今⽇概览

所在城市：赞丹 → 阿姆斯特丹

⾏程安排： 1.桑斯安斯⻛⻋村 → 2. ⽺⻆村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前往⻛⻋村，前往⽺⻆村。

景点

桑斯安斯⻛⻋村
Zaanse Schans Windmill

22



⻔票价格： 免费，进⼊⻛⻋村免费。⻛⻋内部及博物馆参观需收费，每个⻛⻋收费不同，具体价格可在官⽹查询

游玩时⻓： 建议游玩3⼩时以上

简介：⽺⻆村位于荷兰⻄北⽅，距离阿姆斯

特丹约 120 公⾥，⼀个名为De Wieden的⾃

然保护区内。时常被称为“荷兰的威尼

斯”或“北⽅威尼斯”的⼩镇就像童话⾥描述的

那样，蓝天绿草，涓涓溪流，⼀派安静祥和

的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据说在⼗⼋世纪⼀群挖煤⼯⼈定居在这⾥，

在地下挖出许多⽺⻆，因此得名“⽺⻆村”。

⽺⻆村的居⺠⾄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锥形屋

顶，全部由芦苇编织⽽成。这些特有的芦苇

屋，⼤多就位在河道旁，藉由⼀座座的栱型⼩⽊桥连接对岸。每⼀座房⼦都是精⼼设计的艺术

品，不仅是屋顶、窗户、⼤⻔，草坪上的雕塑也逼真和悠闲。原本是穷苦⼈家因买不起砖瓦⽽盖

起的芦苇屋，现在却成了有钱⼈的别墅。

到达⽅式： 搭乘⽕⻋到steenwijk站下⻋，然后再转公交⻋或是tre intaxi到达

⼩贴⼠： 来到⽺⻆村，除了慢慢⾛，⼀定要享受⼀下坐着⼩船游览村庄的美好。在租船时，店家都会附赠⼀张⽺⻆村的⽔路地图

，根据⽔⾯上标有号码的旗竿，寻找地图上的⽔道标号，就可以清楚地找到⾃⼰的⽅位。开船⼀⼩时的价格约为12欧元。 你也可

以租辆脚踏⻋在林荫⼤道间闲逛，以最亲近⾃然的⽅式，享受⽣活的愉悦。单⻋租⼀天是6欧元。

地址： Beulakerweg 30, 8355 AH, Gie thoorn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票价格： ⽆需⻔票

游玩时⻓： 全年开放

景点

⽺⻆村
Gietho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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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天
0404月0303日，周三

DAY 5DAY 5DAY 5DAY 5

鲁尔蒙德 → ⻢斯特⾥赫特
1.鲁尔蒙德奥特莱斯 → 2. 天堂书店 → 3. 圣瑟法斯⼤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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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地处荷兰南部与德国⻄北部交界处，因为有⼀个⽐较⼤的奥特莱斯，所以⽐较出名。有⼈

说是欧洲最⼤的Outlet，有点⾔过其实吧，不过基本的⼤牌都有了，算是物廉价美。反正很多德

国⼈都往那跑。

到达⽅式： 德国⽕⻋站⾥的Reisezentrum就能买票，5个⼈买团体票很便宜，算下来估计⼀⼈来回7欧（2013年从杜塞尔多夫

那去过⼀次），中间会在⼀个荷兰的芬洛转⼀次⻋，因为去的⼈挺多，有不少是中国⼈，所以不⽤怕迷路。

地址： Designer Outle t Roermond, S tadsweide 2, 6041 TD Roermond, Nederland

电话： +31-0475-351777

⽹址： http://www.mcarthurglen.com/nl/designer-outle t-roermond/en

开放时间： 周⼀⾄周五10:00-20:00 周六⾄周⽇9:00-20:00

简介：天堂书店，是位于荷兰⻢斯特⾥赫特城市中⼼的⼀座由有800年历史的教堂改造⽽成的书

店，2007 年荣获Lensvelt室内建筑师⼤奖（Lensvelt de Architect Interior Prize 2007）、英国

《卫报》评价其为世界上最漂亮的书店。Dominicanen Bookstore其实是荷兰的⼀家连锁书店，

在荷兰各⼤城市均有分店，但是在⻢城这⼀家却是最有名的。

 今⽇概览

所在城市：鲁尔蒙德 → ⻢斯特⾥赫特

⾏程安排： 1.鲁尔蒙德奥特莱斯 → 2. 天堂书店 → 3. 圣瑟法斯⼤教堂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前往鲁尔蒙德购物村，后前往⻢斯特⾥赫特，途径法尔斯，⻋沿⼩路开往荷兰地势

⾄⾼之处，在此更可以瞭望荷兰、⽐利时、德国的⻛景，因为这⾥正位处于这三国

的交界，因此也称为"三国汇点"。

购物

鲁尔蒙德奥特莱斯
Roermond Outlet

景点

天堂书店
Selexyz Dominic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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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式： 从Station公交⻋站坐3、4、10路bus到达Hel

mstraat站下⻋；或3、4路⻋到达Vrijthof站下⻋

⼩贴⼠： 开放时间:周⼆⾄周六：09：00-18：00；周⼀：

10：00-18：00；周⽇：12：00-17：00

地址： Dominicanerkerkstraat 1

电话： 043 321 08 25

⽹址： http://www.se lexyz .nl/

开放时间： 周⼆⾄周六：09：00 -18：00；周⼀：10：0

0 - 18：00； 周⽇：12：00-17：00

⻔票价格： 免费

简介：圣瑟法斯⼤教堂位于弗莱特霍夫⼴场

旁，始建于公元1000年。教堂混合了多种建

筑⻛格，⼀些雕塑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地下

的⻣灰堂⾥有⻢斯特⾥赫特第⼀代⼤祭司的

墓地。

⼩贴⼠： 开放时间:10:00-15:00 价格:成⼈€4 ；65+/18-

/student €2.5； 团体€3

地址： Basiliek van S int Servaas, Ke izer Kare lple in 3

⽹址： http://www.sintservaas.nl/english/index.html

开放时间： 周⼀，⼆，四，五10:00-16:00，周三10:00-12:30 珍宝馆：每天10:00-17:00（7-8⽉延后⼀⼩时关闭，冬季周

⽇12:30开放。

⻔票价格： 珍宝馆：成⼈3.8欧，65岁以上及18岁以下2.3欧，18岁以下免费（须由家⻓陪同）。

景点

圣瑟法斯⼤教堂
Sint Servaas-Basil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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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天
0404月0404日，周四

DAY 6DAY 6DAY 6DAY 6

⻢斯特⾥赫特 → 埃因霍温
1.梵⾼⼩镇 → 2. 艾夫林童话世界 → 3. ⻜利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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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离开⻢斯特⾥赫特约⼀⼩时⻋程抵达

梵⾼⼩镇，这个⼩镇名叫尼厄嫩，荷兰著名

画家梵⾼曾在1883年⾄1885年居住此镇，

并在这⾥画了不少作品，镇上多处景物是梵

⾼作品的现场，⾄今还能⻅到画中所画的景

⾊，《离开尼厄嫩教堂》是其中⼀幅。

地址： -

简介：艾夫林童话世界是荷兰最⼤的主题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古⽼的的主题公园之⼀。这⾥拥有

神奇的建筑设计和各种刺激有趣的娱乐项⽬。

地址： Eurooalaan 1,5171 KW Kaatsheuve l

⽹址： https://www.efte ling.com

 今⽇概览

所在城市：⻢斯特⾥赫特 → 埃因霍温

⾏程安排： 1.梵⾼⼩镇 → 2. 艾夫林童话世界 → 3. ⻜利浦博物馆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前往梵⾼⼩镇，后前往埃因霍温，

体验
梵⾼⼩镇

景点

艾夫林童话世界
Eft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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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利浦1891年建⽴的第⼀座灯泡⼯⼚

现已改建为博物馆（Philips Museum），展

示了灯泡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利浦公司的

发展史。在⽕⻋站附近，可以顺便⼀看。

到达⽅式： 可从⽕⻋站步⾏到达。

地址： Emmasinge l 31,5611 AZ Eindhoven,Netherlan

d

景点

⻜利浦博物馆
Philip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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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天
0404月0505日，周五

DAY 7DAY 7DAY 7DAY 7

⿅特丹
1.⽴体⽅块屋 → 2. 海港博物馆 → 3. Markthal⼤型拱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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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体⽅块屋⼜被称为树屋，由51座⽅

块房⼦组成。这些⾊彩鲜艳的⽅块屋，每间

房屋都装有不同朝向的玻璃窗，可从不同⽅

向采光，并可透过窗⼦从不同⻆度享受不同

视野。该展馆对公众开放，内部是专为⽴体

⽅块屋定制的纯⼿⼯室内设计。⼩型展馆内

展出的房屋模型、照⽚板以及信息屏幕能为

游客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到达⽅式： 从⿅特丹中央⽕⻋站乘1路有轨电⻋或49路公交

⻋⾄Blaak

⼩贴⼠： 开放时间:11:00-17:00

地址： Overblaak 70，3011 MH Rotterdam

电话： +31 10 414 2285

⽹址： http://www.kubuswoning.nl

开放时间： 11:00-17:00

⻔票价格： 成⼈3欧元，4-12岁⼉童1.5欧元

 今⽇概览

所在城市：⿅特丹

⾏程安排： 1.⽴体⽅块屋 → 2. 海港博物馆 → 3. Markthal⼤型拱廊市场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特丹游览。

景点

⽴体⽅块屋
Cube House

景点

海港博物馆
Have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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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特丹海港博物馆位于⿅特丹市中

⼼。在这⾥可以感受到昔⽇海港的味道：船

只、井架、蒸汽电梯……游⼈可以观赏到港

⼝忙碌的⼯作状态。

⼩贴⼠： 开放时间:周⼆-周⽇ 10:00-17：00

地址： Leuvehaven 50

电话： 010 404 80 72

开放时间： 周⼆-周⽇ 10:00-17：00

⻔票价格： admission free

简介：荷兰第⼀家室内市场Markthal坐落于

⿅特丹市中⼼的劳伦斯⼴场。作为全球⾸例

市场住宅相结合的建筑，这座市集住宅⽆疑

成为了⿅特丹市的新地标。Markthal被称为

现代版的⻄斯廷教堂，内拱⾯印着名为“丰收

之⻆” 的⼤型壁画，壁画⾯积达 11,000平⽅

⽶，堪称荷兰最⼤的艺术品。在这个挑⾼达

40⽶的拱形结构之下，聚集了80多个⽣鲜⻝

品摊位和商铺。

建筑的屋顶是可以容纳228间公寓的拱形结

构，内部含1200个停⻋位，每间公寓都具有开阔的视野，对外⾯向⻢斯河或⾯向劳伦斯教堂，对

内则可透过窗户或玻璃地板看到市场上的动态，同时不受市场内声⾳或⽓味的影响。

到达⽅式： 从⿅特丹中央⻋站(Rotterdam Centraal)乘坐开往Breda⽅向的Intercity或Sprinter，在Rotterdam Blaak站下⻋

，然后步⾏2分钟便可到达

地址： Dominee Jan Scharpstraat,3011 GZ Rotterdam

电话： +31 30 234 6464

⽹址： https://www.markthal.nl/

开放时间： 每天10:00-20:00

景点

Markthal⼤型拱廊市场
Market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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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天
0404月0606日，周六

DAY 8DAY 8DAY 8DAY 8

代尔夫特 → 海⽛
1.皇家代尔夫特蓝瓷⼚ → 2. 代尔夫特⽼教堂 → 3. 莫⾥茨皇家美术馆 → 4. ⻢德罗丹

微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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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蓝瓷是荷兰的国宝，发源于代尔夫

特，在⼯艺上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对后来

欧洲陶艺的发展影响很⼤。参观者可以在⼀

位专业画师的指导下画⼀⽚瓷砖，经过两个

⼯作⽇的加⼯处理后可以取⾛。

⼩贴⼠： 开放时间:3⽉27⽇⾄10⽉31⽇ 9:00-17:00；11

⽉1⽇⾄次年3⽉26⽇周⼀⾄周六 9:00-17:00（节假⽇、圣

诞节、新年关闭） 价格: €4

地址： Rotterdamseweg 196 2628 AR De lft 荷兰

电话： +31152512030

⽹址： http://www.royalde lft.com/index.asp?lang=2

 今⽇概览

所在城市：代尔夫特 → 海⽛

⾏程安排： 1.皇家代尔夫特蓝瓷⼚ → 2. 代尔夫特⽼教堂 → 3. 莫⾥茨皇家美术馆

→ 4. ⻢德罗丹微缩城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前往代尔夫特，后前往海⽛，

备注：莫⾥茨皇家美术馆原本为荷兰⽂艺复兴时期的豪宅。收藏有维⽶尔

（Vermeers）的《戴珍珠⽿环的少⼥》，伦勃朗成名作品《图尔博⼠之解剖学课》

等名作及鲁本斯（Rubens）的作品。

景点

皇家代尔夫特蓝瓷⼚
Koninklijke Porceleyne Fles

景点

代尔夫特⽼教堂
Oude K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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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教堂建于13世纪，是⼀座具有超现

实主义景观的建筑，它的塔身⽐垂直⾯倾斜

了2⽶。代尔夫特当地著名画家维⽶尔（⼀

译“弗美尔”，Johannes Vermeer, 1632-

1675）安葬在教堂的塔内。

地址： Oude Kerk,2611 代夫特荷兰

开放时间： 1⽉，11-12⽉：周⼀⾄周五11:00-16:00，周

六10:00-17:00；2⽉-3⽉：周⼀⾄周⽇10:00-17:00；4

⽉-10⽉：周⼀⾄周⽇9:00-18:00。

⻔票价格： 成⼈3.5欧，6-11岁1.5欧，5岁以下免费。

简介：莫⾥茨皇家美术馆收集展览了荷兰17

世纪的众多艺术杰作，有来⾃伦勃朗、维⽶

尔、法兰斯哈尔斯等艺术家的绘画精品，其

中就包括维⽶尔的《戴珍珠⽿环的少⼥》。

馆内的收藏将为⼤家全⾯展示荷兰⻩⾦时代

的⼈物、⻛景、⻛俗和⽣活。

到达⽅式： 从中央⽕⻋站出发，乘坐城际列⻋⾄Den Haag

HS⽕⻋站，出站后乘坐17路电⻋⾄Statenkwartie r–Stat

enple in站或是24号巴⼠⾄Kijkduin- Gemeentemuseu

m/Museon站下⻋即可到达。

地址： Ple in 29，2511 CS Den Haag，Nederland

电话： +31 (0)70 302 3456

⽹址： http://www.mauritshuis.nl

开放时间： 周⼀13:00-18:00，周⼆⾄周⽇10:00-18:00，周四10:00-20:00

⻔票价格： 成⼈14欧元，19岁以下免费；15⼈以上团体12.5欧/⼈；威廉五世画廊：成⼈5欧，12岁以上⼉童2.5欧，15⼈以上

团体4欧/⼈

景点

莫⾥茨皇家美术馆
Mauritshuis

景点

⻢德罗丹微缩城
Maduro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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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闻名遐迩的⻢德罗丹微缩城与阿姆斯

特丹和荷兰的球茎花圃近在咫尺，是了解荷

兰独特精致的绝佳去处。它是⼀座仅1.8万平

⽅⽶的微缩城市，6.6万身⾼不⾜10厘⽶的居

⺠⽣活在这⾥，⼀眼望去，古朴的⽼城区、

⽣动有趣的海滩和游乐园、繁忙的港⼝，以

及缤纷的花⽥和⽜⽺成群的农场，俨然进⼊

了⼉时梦中的“⼩⼈国”。荷兰每⼀处著名景

观、⼈物、树⽊等都以1:25的⽐例微缩于

此。这座城市分为三⽚主题区：城市区、⽔

域区和创新岛屿区。这⾥不仅是⼩朋友们乐园，更是⼀个让⼤⼈们寻找童真与快乐的梦之园。

到达⽅式： 公共交通：从中央⽕⻋站出发，乘坐城际列⻋⾄ Den Haag Central S tation⽕⻋站，出站后乘坐9路电⻋⾄Madur

odam站下⻋即可到达。

地址： George Madurople in 1,2584 RZ Den Haag

电话： +31 (0)70 416 2400

⽹址： http://www.madurodam.nl

开放时间： 1⽉⾄3⽉19⽇ 11:00-17:00； 3⽉20⽇⾄8⽉ 9:00-20:00； 9⽉⾄10⽉ 9:00-19:00； 11⽉⾄12⽉18⽇ 11:00

-17:00； 12⽉18⽇⾄31⽇

⻔票价格： 成⼈15.5欧（⽹上购票13.5欧），3岁及以下⼉童免费，提供多种语⾔⻢德罗丹游览资料 （含中⽂）；4⼈团体45欧

（只能⽹上购票），提供多种语⾔⻢德罗丹游览资料 （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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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天
0404月0707日，周⽇

DAY 9DAY 9DAY 9DAY 9

豪达 → 乌得勒⽀
1.豪达市集⼴场 → 2. 奶酪博物馆 → 3. 迪克•布鲁纳博物馆（⽶菲博物馆） → 4. ⾳乐

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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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市集⼴场(Market Squares)是豪达的

中⼼，⾮常热闹。

简介：这个奶酪博物馆原本是1668年建⽴的奶酪交易场所，当时在交易⽇，数以千计的农场主都

会带着他们的产品来此秤重、品评和买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样的交易⽅式早已被现代化的营

销⼿段所取代。但是每年的6⽉底到8⽉底这⾥的市集⼴场仍然开市，身着传统服装的⼯⼈⽤传

统的⽅式进⾏奶酪买卖。这既可看作对历史对传统⽂化的⼀种保留，可吸引着⽆数游客慕名前

 今⽇概览

所在城市：豪达 → 乌得勒⽀

⾏程安排： 1.豪达市集⼴场 → 2. 奶酪博物馆 → 3. 迪克•布鲁纳博物馆（⽶菲博物

馆） → 4. ⾳乐盒博物馆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前往豪达，参观奶酪博物馆，后前往乌特勒⽀，参观⽶菲博物馆，后返回阿姆斯特

丹。

景点

豪达市集⼴场
Market Squares

景点

奶酪博物馆
Kass Wa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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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现在已成为奶酪博物馆。⼊⼝上⽅

刻有起司计量场景的⼤型浮雕，让⼈⼀⽬了

然。这⾥记录了豪达起司的历史、制程和⽣

产起司的农家⽣活。

简介：迪克·布鲁纳(Dick Bruna, b.1927)是

著名卡通形象⽶菲兔的创作者，乌得勒⽀市

将他视为这座城市的骄傲。展览中的主⻆⾃

然是可爱的⽶菲兔，此外还有许多介绍布鲁

纳事业的展品。

到达⽅式： 公共交通：从乌特勒⽀中央⽕⻋站步⾏即可到达

⼩贴⼠： ⽹上购票便宜1欧

地址： Agnie tenstraat 23512 XB UtrechtThe Netherl

ands

电话： +31 (0)30 236 2362

⽹址： http://nijntjemuseum.nl/?lang=en

开放时间： 周⼆⾄周⽇10:00-17:00 每周⼀、4⽉27⽇、12⽉25⽇、1⽉1⽇闭馆。

简介：⾳乐盒博物馆(Museum Speelklok)收藏世界各地的⾳乐盒，还有⼀座堪称世界最复杂的⾃

⻔票价格： 12岁以上成⼈4欧元，4-11岁⼉童2欧元，4岁

以下⼉童免费。

景点

迪克•布鲁纳博物馆（⽶菲博物馆）
Miffy Museum

景点

⾳乐盒博物馆
Museum Speelkl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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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演奏机器。⾳乐盒博物馆原本也是⼀座古

⽼的教堂，与圆顶⼤教堂隔河相望。教堂名

为Buurkerk，是乌特勒⽀最早的教区教堂。

1529年，30岁的Berteken修⼥做出了⼀个⼤

胆的决定，她⾃请隔离在这座教堂的砖⽯围

绕的唱诗区，以远离世间的邪恶。那时，教

堂的这个部分与教堂的中殿相⽐更加古旧且

相当的低矮。因此教会⾼层决定将这⼀部分

重建。但是，他们⼀直等到了1586年87岁⾼

龄的Bertken修⼥逝世的时候。

到达⽅式： 公共交通：从乌特勒⽀中央⽕⻋站步⾏即可到达，也可乘坐2路巴⼠（⾄Domple in）

⼩贴⼠： 与圆顶教堂钟楼联票 成⼈15欧，4-12岁8欧。团体可享受优惠票价，详询博物馆

地址： S teenweg 6,3511 JP Utrecht

电话： +31 (0)30 231 2789

⽹址： https://www.museumspee lklok.nl

开放时间： 周⼆⾄周⽇及公共假⽇10:00-17:00，学校假⽇周⼀也开放； 新年、国王⽇和圣诞节闭馆。

⻔票价格： 成⼈11欧，4-12岁6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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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0  天
0404月0808日，周⼀

DAY 10DAY 10DAY 10DAY 10

阿姆斯特丹 → 北京 → 沈阳
1.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 2. 北京⾸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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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Evert van de Beekstraat 202 1118 CP Schiphol 荷兰

电话： +31-20-7940800

⽹址： http://www.schiphol.nl/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路

 今⽇概览

所在城市：阿姆斯特丹 → 北京 → 沈阳

⾏程安排： 1.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 2. 北京⾸都国际机场

定制师备注：根据航班时间，乘机返回北京。

交通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Schiphol Amsterdam Airport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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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旅途愉快。

祥景国旅 为您定制

扫码查看品牌主⻚

ENDENDENDEND



扫码查看指南书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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