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兰

Tour Code: 11ENN

11天8晚

荷兰之旅
阿姆斯特丹, 阿纳姆, 乌德勒支, 金德代克, 鹿特丹, 海牙, 
羊角村, 马尔肯, 福伦丹, 默伊登, 阿尔斯梅尔, 阿尔梅勒

羊角村羊角村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

乘坐运河游船乘坐运河游船

桑斯安斯村桑斯安斯村

阿姆斯特丹

阿纳姆 

乌德勒支
金德代克

鹿特丹

海牙

羊角村

马尔肯
福伦丹



● 荷兰露天博物馆 - 荷兰露天博物馆位于阿纳姆城郊，是一个以荷兰人日常生活
及文化为重点的博物馆，于1918年7月13日开始对外开放。在这里，游客可以
步入拥有80多年历史的建筑，农庄和工厂，让人只用1天的时间，就可以了解到
荷兰250多年的历史变迁。这里有工匠、农民、渔夫、铁匠等形形色色的工作人
员。通过他们的讲解，游客可以更进一步了解荷兰。在这里，游客甚至可以自
己动手参与工作，亲自体验一番。

阿纳姆

● 小孩堤防-埃尔斯豪特风车群 - 1997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
录。这19座风车，呈风车步间 (molengang) 的形式，是一个旅游观光地。其中
一个靠近小孩堤防村的风车在夏季供游客参观。游客可步行或骑自行车参观这
成排的风车。小孩堤防的风车建在自围垦泵流出的水旁。它们几乎都是地控帆
风车(grondzeiler)。每座风车底部都是一个使水上升的桨轮，通常有140厘米高
。由于阿尔布拉瑟丹(Alblasserwaard)(waard是洲渚之意，指水中的陆地，通常
筑坝于迎水面）圩田的陆缩 (inklinken) 以及莱克河 (Lek) 河水上涨，风车变得
愈发必需。小孩堤防的风车中间有一座活动衍架风车 (wipmolen) (名为De 
Blokker)。

金德代克

● 方塊屋 - 方块屋是一处建筑集合群，位于荷兰鹿特丹旧港区及海尔蒙德，由荷
兰建筑师皮特·布洛姆（Piet Blom）基于“居住在城市的屋顶上”的理念操刀
设计。这种建筑群以地面上高密度的居住型房屋为主要特征，房屋内部留有足
够的生活空间。布洛姆将传统房屋的立方体倾斜45度，然后搭在六角形的塔架
上。他的设计代表了城市中的村庄，而其中每座房屋代表一棵树，所有房屋共
同构成一片森林。目前，世界各地的立方体房屋的设计指导思想主要是优化房
屋的内部空间。

鹿特丹

● 羊角村 - 羊角村是一座位于荷兰上艾瑟尔省斯滕韦克兰的村庄，在斯滕韦克西
南方约5公里。羊角村有着「北方威尼斯」和「荷兰威尼斯」的美称。之所以出
名，是因为羊角古村没有道路，以运河和船作为主要交通方式。

羊角村

● 福伦丹 - 福伦丹是荷兰北荷兰省埃丹-福伦丹的一个旅游镇，人口约二万二千
余人，主要行业为捕鱼和旅游业。捕获的鱼类通常制成荷兰式烟熏鱼罐头。前
身是个渔村，仍然保留昔日风味，是阿姆斯特丹居民周末休闲之地，也是到阿
姆斯特丹旅客顺道游必经之地，市镇中心的街道，游人如云。

福伦丹

精简行程
遗产 文化 家庭 风景 休闲 购物

吉隆坡 - 阿姆斯特丹(16小时45分钟++) 
- 阿纳姆 (97公里 1小时15分钟)
- 乌德勒支 (65公里 1小时)  (机上用餐/晚餐)

●  荷兰露天博物馆 (含入门票)

第2天

● 荷兰露天博物馆

吉隆坡国际机场集合第1天

●  第一天晚上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集合，
 航班将在午夜后起飞。

录。这19座风车，呈风车步间 (molengang) 的形式，是一个旅游观光地。其中

乌德勒支 - 金德代克 (65公里, 60分钟) 

- 鹿特丹 (24公里, 35分钟) (早/-/晚餐)

●  小孩堤防-埃尔斯豪特风车群 (步行游览)

●  方块屋 (拍照)

●  美食广场 (参观)

第3天

鹿特丹 - 海牙
(24公里, 35分钟) (早/-/晚餐)

●  和平宫 (步行游览)

●  国会大厦 (步行游览)

●  海牙唐人街 (步行游览)

第4天

上。他的设计代表了城市中的村庄，而其中每座房屋代表一棵树，所有房屋共
同构成一片森林。目前，世界各地的立方体房屋的设计指导思想主要是优化房

海牙 - 羊角村
(174公里, 2小时10分钟) (早/午/晚餐)

●  羊角村 (含船票)

第5天

羊角村 - 马尔肯 (137公里, 1小时50分钟) 

 -  福伦丹 (16公里30分钟) (早/午/-)

●  马尔肯 (步行游览)

●  福伦丹 (步行游览)

第6天

福伦丹

福伦丹 - 阿姆斯特丹
(22公里, 30分钟) (早/午/-)

● 乘坐运河游船 (含船票)

● 桑斯安斯村 (步行游览)

● 喜力啤酒博物馆 (含入门票)

● 硬石餐厅 (拍照)

● 赌场 (拍照)

第7天

方块屋方块屋 福伦丹福伦丹小孩堤防-埃尔斯豪特风车群小孩堤防-埃尔斯豪特风车群



阿姆斯特丹

● 桑斯安斯村 - 桑斯安斯风车村遍布着正宗的荷兰木屋和美丽的风车，就像一座
露天博物馆。但它绝非博物馆，因为人们依然居住生活在这里，让它保留了工
业革命时期的风貌。每天，工匠们仍然在工厂和车间辛勤工作。游客可选择参
观木鞋作坊、铅锡合金铸造厂、奶酪农场或任意一间工艺厂。

● 喜力啤酒博物馆 - 喜力啤酒公司是1864年由谢拉特 - 艾迪恩 - 海尼根（Gerard 
Adriaan Heineken）在阿姆斯特丹创立的一家酿酒公司。该公司全年啤酒生产
量为121.8百万升，是世界第四大啤酒酿造商。现在的喜力博物馆原是喜力公司
的酿造厂，博物馆里运用了许多高科技的设备向人们展示了该啤酒酿造的过程
。墙面上还挂有一副巨大的酿酒流程图，和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在参观
结束时还可以免费品尝到新鲜纯正的啤酒。

默伊登

● 木登城堡 - 木登城堡是荷兰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城堡，历史上许多大事件都在
这里发生。城堡布局成矩形，建有一座吊桥，五个塔楼，城垛和观察孔。它曾
是有“荷兰的莎士比亚”之称的Pieter Comeliszoon Hooft的住所，同时还是
阿姆斯特丹的重要防线。

阿尔斯梅尔

●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Flower Auction Aalsmeer)」
与「荷兰鲜花拍卖市场(Holland Flower Auction)」 是荷兰每天最早起的两个
城市，也是荷兰最大的两个鲜花拍卖市场。竞拍者以拍卖的方式购得鲜花，然
后出口到世界各地。热络的交易总是从清晨就开始，为的就是希望世界各地的
人们都能看到娇嫩的花朵最新鲜的样子。

阿尔梅勒

● 2022荷兰国际花卉园艺博览会 - Floriade Expo 世界园艺博览会是全球园艺界
的一大盛会，每十年举办一次，2022年4月14日至10月9日，将会于阿姆斯特丹
附近的阿梅尔 Almere 举办第7届世界园艺博览会 Floriade Expo 2022。世界
园艺博览会 Floriade Expo 2022 的主题极具前瞻性，将当地打造成未来 「绿
色城市」的都市发展容貌，而在展览过后阿梅尔勒将会继续向绿色城市的方向
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都市的试验地区。

●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 (含入门票)

●   2022荷兰国际花卉园艺博览会
 (于2022年4月14日至10月9日举办) 
 (含入门票)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

第9天
阿姆斯特丹 - 阿尔斯梅尔 (28公里35分钟) 
- 阿尔梅勒 (51公里 50分钟) 
- 阿姆斯特丹 (32公里40分钟) (早/-/晚餐)

默伊登
第10天 阿姆斯特丹 - 吉隆坡

(16小时50分钟++)               (早餐/机上用餐)

第11天 抵达吉隆坡

免责声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当地/ 宗教节日, 公众假期, 天气状况, 交通等情况, 自然灾害, 必要
 时黄金旅程保留对行程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景点游览顺序) 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会或否事先
 通知。 
备注： 如果旅游行程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 将不予退款或更换。图片仅供参考。

喜力啤酒博物馆喜力啤酒博物馆 木登城堡木登城堡 2022荷兰国际花卉园艺博览会2022荷兰国际花卉园艺博览会

到荷兰露天博物馆深入了解荷兰历史

欣赏壮观的小孩堤防-埃尔斯豪特风车群

参观鹿特丹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方块屋

到像童话故事小镇的羊角村悠闲地漫步

走访经典的北海小渔村 - 福伦丹

游览桑斯安斯村及参观荷兰木鞋工厂和奶酪作坊

走进世界上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 -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

旅游亮点

● 木登城堡 (含入门票)

● 钻石厂 (参观)

阿姆斯特丹 - 默伊登 (16公里, 30分钟)

- 阿姆斯特丹 (16公里, 30分钟) (早/-/晚餐)第8天

4星级酒店或同级酒店 (8晚)

乌德勒支  x 1晚

鹿特丹  x 1晚

海牙 x 1晚

羊角村 x 1晚

福伦丹 x 1晚

阿姆斯特丹  x 3晚

8 早餐 / 3 午餐 / 6 晚餐

中餐与西餐为主

自助早餐 (热食)



荷兰

旅游资讯

欧元 1 : RM 4.90

230伏特， 50赫兹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月 - 5月 6月 - 8月 9月 - 11月 12月- 2月
          17°C - 20°C                  28°C - 38°C                  15°C - 8°C                      8°C - 4°C

货币

欧元 : (EUR)

信用卡

致电信用卡中心，以延长你的信用卡额度
*许多信用卡在欧洲通行.

拨号代码

时差

电压

(4月 – 9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6小时
(10月 – 3 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7小时

插头

行李托运

货币兑换率

气候

飞机型号

ICE HOLIDAYS SDN BHD 
(230643-X) KPK/LN:2441

Operated By

出发日期：    航班行程：

团费：    机场税及燃油附加费：

小费：    旅行社代收费：

签证：    旅行保险：

     总数:

每人只限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的手提
行李上机, 以及托运行李不超过20公斤

Travel Agent:

荷兰 : +31

C型(2脚) F型(2脚)

*请自带多功能插座

A330 Boeing 777 Boeing 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