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德國世界年會幸福團
5/26-6/8, 2019 (共14天)
 領隊：林口幸福社 CP.Roger

 手機：0955-980-647

 瀚斯國際交流中心 主辦

 金展旅行社 協辦



1.深度旅遊阿姆斯特丹、柏林、漢堡、不來
梅、萊比錫等城市。在當地堅持不換飯店，讓
您免受長途拉車及頻頻更換飯店之苦。把拉車
時間省下來逛博物館的旅行方式最划算！

2.唯一有安排參加年會開幕式+社員大會+閉幕
式(提供現場中文翻譯)。有助您更深入體會扶
輪對世界的價值與貢獻

3.全體參加總監之夜，與3490社友一起嗨翻天
4.安排由在地導遊做景點深入講解，原汁原味
幫助您了解近代歐洲的歷史與文明發展！

幸福團行程四大特色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 程 住宿

D1 5/26 日

晚上9:30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華航CI073班機，12:25
起飛，直飛阿姆斯特丹機場，預計隔天早上7:40抵達 飛機上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飛機餐

D2 5/27 一

阿姆斯特丹一日遊：風車之旅+鹿特丹
入住酒店稍事休息後，晚上安排相見歡晚宴。 阿姆斯特丹

四星級酒店

早餐: 飛機餐 午餐:荷蘭風味餐 晚餐: 中式桌菜

D3 5/28 二

阿姆斯特丹一日遊：阿姆斯特丹冰酒吧、荷蘭王宮、
水壩廣場、鑽石切割工廠。 阿姆斯特丹

四星級酒店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荷蘭風味餐 晚餐: 日式料理

D4 5/29 三

搭乘荷航KL1819班機, 上午8:45直飛柏林。柏林一日
遊：洪堡大學、貝加蒙博物館、波斯坦廣場、柏林大
教堂、柏林愛樂廳、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柏林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 德國風味餐 晚餐: 中式桌菜

D5 5/30 四

柏林一日遊：國會大廈、布蘭登堡門、威廉一世紀念
教堂遺跡、柏林圍牆遺址、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柏林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 義式西餐 晚餐: 中式桌菜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 程 住宿

D6 5/31 五

萊比錫一日遊：巴哈博物館、歌德大道、萊比錫中央
車站、歌德雕像、歷史博物館。 柏林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德國風味餐 晚餐:中式桌菜

D7 6/1 六

上午拉車到漢堡(或坐高鐵ICE)，安排漢堡半日遊：搭
乘觀光船暢遊漢堡港。晚餐後入住漢堡酒店

漢堡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美式速食餐 晚餐: 越南菜

D8 6/2 日

整天在年會現場：參加年會開幕式、參觀友誼之家及
台灣館開幕慶祝。晚上參加總監之夜一起嗨翻天 漢堡

四星級酒店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外叫餐盒 晚餐:中式桌菜

D9 6/3
一

上午參加年會社員大會(2小時)，下午逛逛市政廳、漢
堡歷史博物館、倉庫城博物館 漢堡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 德國風味餐 晚餐: 泰國菜

D10 6/4 二

漢堡一日遊：國際海事博物館、暗黑世界體驗博物館、
貨輪博物館。 漢堡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 義式西餐 晚餐: 中式桌菜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 程 住宿

D11 6/5 三

漢堡一日遊：漢堡魚市場、迷你樂園、聖米歇爾教堂、
原型車博物館。晚餐時間參加年會閉幕式 漢堡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荷蘭風味餐 晚餐:日式料理

D12 6/6 四
德國不來梅+荷蘭羊角村一日遊。 阿姆斯特丹

四星級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荷蘭風味餐 晚餐: 中式桌菜

D13 6/7 五
搭乘華航CI074班機，上午11:00起飛，直飛桃園機場

飛機上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飛機餐 晚餐: 飛機餐

D14 6/8 六
早上6:00抵達台灣

六星級溫暖的
家

早餐: 飛機餐 午餐: X 晚餐: X



經濟艙團費：台幣129,000元

費用包含：來回機票、機場稅、簽證、飯店住宿、三餐、旅途
所有行程交通及門票、保險、總監之夜餐費、WIFI分享器
費用不含：年會報名費、飯店小費、個人花費、當地司導小費
(每人8x11=88歐元)、租車超時費

報名繳交訂金:訂金每人兩萬元整，並附上護照影本。
現金轉帳匯款銀行:永豐銀行(807)
戶名:瀚斯國際有限公司
帳號:171-018-0001760-3 
請註明匯款人姓名匯款後，麻煩請告知以便查核.謝謝

豪經艙加價：台幣28,000元
商務艙加價：台幣115,000元



阿姆斯特丹住宿：最佳西方機場飯店 (四星級)



柏林住宿：波希圖姆飯店 (四星級)



漢堡住宿：漢堡機場125精品酒店 (四星級)



阿姆斯特丹景點:ZAANSE SCHANS風車之旅

從阿姆斯特丹出發，駕
車前往Zaanse Schans。
在那裡，聽到你的指南
告訴你這個獨特的小村
莊和地區的景點和歷
史。訪問工作的工業風
車，了解其運作方式。
享受當地導遊告訴您的
有關該地區的故事



阿姆斯特丹景點:阿姆斯特丹冰酒吧

在阿姆斯特丹最受歡
迎的-10度的酒吧
中，品嚐著用冰做成
的酒杯中的酒，會是
什麼感覺？你一定不
能錯過在冰窖裡喝酒
的特殊體驗，您將享
有三杯免費的酒飲，
並在荷蘭風情的曼妙
音樂下，享受特殊的
酒吧情調。



阿姆斯特丹鑽石切工
(Amsterdam Cut)早已變成完美
切割與高品質鑽石的代名詞。
許多著名的鑽石都在阿姆斯特
丹切割、琢磨，如：有史以來
最大的鑽石─「庫利南鑽石
(Cullinan) 」，以及1852年鑲上
英國王冠的「柯伊努爾(Koh-I-
Noor)鑽石」。此外，一顆僅有
0.00012克拉，但卻有57個切面
的世界最小鑽石，也是在阿姆
斯特丹切割的。正因如此，阿
姆斯特丹切割被鑽石鑒賞家認
定是"無瑕疵切割"的代名詞。

鑽石切割工廠



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荷蘭王宮

水壩廣場（達姆廣場）被稱為
阿姆斯特丹的心臟，是阿姆斯
特丹歷史的發祥地，也是荷蘭
最有名的廣場。1270年這裡修
建起了阿姆斯特丹的第一條運
河，河上的第一個水壩就建在
這裡，廣場因此得名。廣場中
間的白色紀念碑是為紀念二次
世界大戰中的犧牲者。廣場對
面矗立著富麗堂皇的荷蘭王
宮，曾經，這裡是這座城市乃
至整個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中

心。



柏林景點:柏林大教堂

柏林大教堂是一座雄偉的壯觀

的建築，文藝復興式的華麗建

築，走在菩提樹大道下時便可

見到其佈滿銅綠色的大圓頂。

柏林大教堂的年齡並不大，但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到

了嚴重的破壞，後來耗費了將

近二十年的時間，才將以修復

成原來的樣子。到此參觀的遊

客可以登上教堂開放的階梯登

頂，登頂後可以一覽新舊柏林

的景致，是相當特別的經驗。



柏林景點:柏林愛樂廳

柏林愛樂廳是一座位於德國柏林
的音樂廳。音樂廳因為音響效果
和建築結構而著名。

是世界著名柏林愛樂的發源地和
主要表演場地。

柏林愛樂聽外觀－金色的外觀表
徵柏林愛越在樂壇的地位

照片右側就是"柏林愛樂聽"，而
左側的建築則是"柏林室內樂廳"
。透過夜晚的襯托，加上燈束的
投射，使得愛樂廳看起來就像是
用黃金砌成的宮殿。柏林愛樂聽
頓時成為柏林夜晚最耀眼的建築
，這樣的金色外牆也象徵的柏林
愛樂在樂壇不可動搖的地位。



柏林景點: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薩克森豪森建於 1936 年，為了消滅社

會中的「反社會」份子的設施，而當時

柏林正舉行壯觀的奧運會。在第三帝國

時期，納粹黨囚禁超過 200,000 人，

當中 50,000 人慘遭殺害。薩克森豪森

不同於為了實施納粹的政策種族大屠殺

而建的奧斯威辛。薩克森豪森中的受害

人多是不同的政治反對派，後來才加入

了納粹新佔領的歐洲地區的所謂下等種

族囚犯。旅程中您將參訪的地點：奧拉

寧堡 / 死亡行軍紀念碑 / Z 站 / 瞭

望塔 / 指揮官的房子 / 猶太營 / 懲

罰倉 /  病理學實驗室 / 醫院 / 特別

營1/7 號 / SS 訓練營 / 絞刑台



柏林景點:洪堡大學

洪堡大學是柏林最高
的學術殿堂，此大學
所提倡的是學術自由
以及建立德式大學的
制度。此一作法影響
了19、20世紀德語世
界的大學教育至深至
遠，但也因為如此才
孕育出了獨立思考的
德國大學生，並且誕
生的無數的哲學家與
科學家。



柏林景點:貝佳蒙博物館

貝佳蒙博物館（德語：

Pergamonmuseum，或譯「佩加蒙

博物館」）位於德國柏林博物館

島，興建於1910年到1930年。佩

加蒙博物館包括古典收藏、中東

博物館，以及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收藏有複製的原來尺寸的紀念

性建築物，如來自小亞細亞帕加

馬祭壇、米利都市場大門，以及

巴比倫的伊什塔爾城門。

佩加蒙博物館每年有100多萬人

次參觀，為德國訪客最多的博物

館。



柏林景點:波茲坦舊市場廣場

越過蘭格橋的 (Lange Brücke ) 到波玆坦 (Potsdam) 城區之

後，旁邊就是舊市場廣場 (Am alten Markt)。舊市場廣場 (Am 

alten Markt) 旁有兩幢重要的建築物，分別是聖尼古拉大教堂

(St. Nikolaikirche) 以及舊市政廳 (Altes Rathaus)。我們發

現在德國的許多城市，都有這麼一個名叫尼古拉的教堂，通常都

別具特色，裡面通常也有鋼琴和很大的管風琴。



柏林景點:巴哈博物館

這座博這物館紀念了史上最偉大的古典音樂作
曲家之一，您可以在這裡更認識他的生平與作
品，尋訪這位音樂天才獲得啟發的歷程。

巴哈博物館 (Bach Museum) 位於萊比錫
(Leipzig)，在這裡您會重新愛上巴哈 (Bach) 
的音樂。館內不但可以見到這位作曲家的樂譜
手稿與展覽，還安排了許多現場演奏的巴哈作
品之音樂會，可別錯過精彩的室內合奏演出。
博物館每年會舉辦音樂節，頌揚巴哈傑出的重
要作品。

這座博物館設於博斯宅第 (Bose House) 內，
這裡過去是博斯家族 (Bose family) 的住宅
，博斯一家是巴哈的好朋友。不妨進到這棟當
時建造的建築裡參觀，仔細欣賞它的特色，您
可以看到一個有著成排鏡子的宴會廳，這裡現
在成為舉辦音樂會的場所。



柏林景點:歌德大道

喜歡購物採買精品的人，走在歌德

大街上應該會格外的興奮。這條精

品街，國際品牌應有盡有，在德國

，只要在貼有 「Tax Free」 的店

家消費滿 € 25 ，即可辦理退稅

，對旅人來說可是一大福音呢！

Cafe Hauptwache 這棟巴洛克式的

建築物座落於此格外的醒目，據說

它的前身是警察局，後來才搖身變

成咖啡廳。在夏季，店家會在戶外

的露天庭園裡擺上桌椅，供顧客在

此度過美好的夏日午後！



柏林景點:歷史博物館

萊比錫現代史博物館

（德語：

Zeitgeschichtliches 

Forum Leipzig）位於

德國城市萊比錫，其

博物館主要展示自德

國納粹投降後，德國

分裂、共產黨專制統

治至兩德統一的歷史

歷程。



柏林景點:萊比鍚中央車站

萊比錫火車總站又稱萊比錫中央車站（德語

：Leipzig Hauptbahnhof）是德國薩克森邦

主要大城萊比錫的主車站，由德國鐵路公司

經營管理，是歐洲最大的火車站之一。

萊比錫中央車站於1915年建成，起初時原為

皇家薩克森鐵路與普魯士國營鐵路公司兩家

鐵路業者所共用的聯合車站。因此，其車站

建築的設計很獨特，有兩個分別歸屬兩個公

司、造型相同的穹頂入口大廳。車站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中遭到轟炸，大堂的屋頂坍塌，

其中一個入口大廳被摧毀。之後東德鐵路部

門在1950年代將其恢復原貌。



柏林景點:國會大廈（REICHSTAGSGEBAUDE）

德國國會大廈是一座位於
德國首都柏林中心區蒂爾
加籐區的一座建築。它首
先是德意志帝國的帝國議
會，後來在魏瑪共和國時
期是共和國議會的議會會
址。從 1994 年開始，每
五年德國聯邦大會在這裡
選舉德國聯邦總統；從
1999 年開始，它成為德國
聯邦議院的會址，而完整
的的官方名稱為「帝國議
會大廈大會場」



柏林景點:布蘭登堡門

布蘭登堡門（德語：
Brandenburger Tor）是位
於德國首都柏林的新古典主
義風格建築，由普魯士國王
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於
1788年至1791年間建造，以
紀念普魯士在七年戰爭取得
的勝利。

布蘭登堡門是柏林的象徵，
也是德國的國家象徵標誌，
它見證了柏林、德國、歐洲
乃至世界的許多重要歷史事
件。



柏林景點:威廉一世紀念教堂遺跡

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德語：Kaiser-
Wilhelm-Gedächtniskirche）是位
於德國首都柏林的一座教堂，由德
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二世下令建造，
以紀念德意志帝國的首任皇帝威廉
一世大帝（威廉二世為了淡化俾斯
麥的德意志統一功業，特意尊崇威
廉一世為大帝）。教堂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受損嚴重，戰後保留了教
堂鐘樓的殘骸，並在周圍建造了新
教堂和鐘樓、禮拜堂和前廳，舊建
築和新建築的合二為一給人壓迫感
，作為警世戰爭的紀念。



柏林景點:柏林圍牆遺址

1961 年東德為了防止人民逃亡到西德，築起這一

道長度超過155公里的圍牆，這座圍牆高3.6公尺

，深2.1公尺，牆的厚度有1.2公尺。柏林圍牆表

面上防止了東德人民逃往西德，但是卻擋不住東

德人逃亡的渴望，東德人一心嚮往著自由又富裕

的西方，不惜用生命作為賭注，想盡各種逃亡的

辦法。

一部電影叫”再見列寧”，裡面就是在講柏林圍

牆倒下前後的故事：有為東德的老奶奶昏迷了好

一段時間，就在她醒來前不久，柏林圍牆被推倒

了，西德的自由與開放的風氣漸漸傳到保守的東

德，孫子怕奶奶一下無法承受這麼大的改變，就

想盡辦法讓奶奶誤以為東德還是處在共產社會. 

要去柏林之前可以看看這部電影，他以詼諧的方

式呈現當時柏林圍牆造成的分裂，非常有趣唷!!



柏林景點: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德語：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亦稱為浩劫紀念碑。
它位於柏林，由彼得·艾森曼及布羅·哈普達設計，紀
念浩劫中受害的猶太人。它佔地19,000平方米（4.7英
畝），安放了2711塊混凝土板，在一個斜坡上以網格
圖形排列。混凝土板長2.38米，寬0.95米，高度從0.2
米到4.8米不等。根據艾森曼計畫，混凝土板設計出一
種導致心神不安纏擾不清的氣氛，而且整個雕塑打算
代表一個原有秩序因人為因素而遠離人類。

紀念碑於2003年4月1日動工興建，在2004年12月15日
完成。在2005年5月10日開幕。同年5月12日，開始對
外開放。

它位於布蘭登堡門之南，鄰近腓特烈城。紀念碑的地
點曾是希特勒德國政府大臣官邸。建築費接近2500萬
歐元。



漢堡景點:漢堡港 (HAMBURG HARBOR)

占地75平方公里的漢堡港

，貨運轉運量佔歐洲第二

位，天氣好的時候，港口

的海景十分迷人。而海港

城(Habor city)所有的建

築都是經典設計，連室內

裝潢及家具也都非常高級

，這裡的租房價格是每棟

兩千歐起跳，是漢堡最富

有的區域。



漢堡景點:漢堡市政廳

漢堡市政廳（Hamburger Rathaus）是德

國漢堡的市政廳，位於市中心的舊城區，

前面是市政廳廣場，用於慶典活動，後側

是漢堡股票交易所。主要購物街蒙克貝格

街連接著市政廳和漢堡火車總站。內阿爾

斯特湖、Jungfernstieg地鐵站和阿爾斯

特湖船碼頭緊靠市政廳的北側。聖彼得教

堂是附近的一個標誌性建築。

1842年，漢堡老市政廳被大火摧毀。44年

後的1886年，開始建造新市政廳。有7位

建築師在馬丁·哈勒領導下負責設計和建

造。1897年10月26日舉行了開幕儀式。總

計耗資1100萬德國金馬克。



漢堡景點:魚市場 (FISCHMARKT)

喜歡逛市集的朋友千萬

別錯過週日早上的魚市

場，水果攤、蔬菜攤、

香腸肉舖、魚攤、花卉

盆栽店，開著一台大卡

車，直接在車裡扯著沙

啞的嗓子，風趣的叫賣

著，吸引顧客的方式各

憑本事。



漢堡景點:迷你樂園

有史以來最精細、最擬真的小人國

，就在德國漢堡的Miniatur 

Wunderland，是當地頗富盛名的招

牌景點，佔地約1150平方公尺，有

將近1000輛模型火車、5500輛模型

汽車、超過3500座模型建築，以及

跟數萬個迷你人模型，而其中鐵路

軌道居然長達12公里，是世界最長

的模型鐵道。除了目前開放的展示

區以外，館方也計畫日後將逐步開

放法國景觀區、義大利景觀區以及

非洲景觀區.....等。



漢堡景點:聖米歇爾教堂

漢堡聖米歇爾教堂（德語：Hauptkirche Sankt 
Michaelis）是德國城市漢堡最著名的一座教堂
，該市的主要地標，也是該市的5座主要新教教
堂之一。以天使長米迦勒命名。在教堂正門上
方，是表現米迦勒戰勝魔鬼的大型青銅雕塑。

聖米歇爾教堂132米高覆蓋銅的巴洛克尖頂是漢
堡天際線的顯著標誌，也是船隻駛進易北河首
先看到的標誌。

今天的教堂建築已經是在這個地點的第三座教
堂。第一座教堂興建於1647－1669年，作為新
城（1625年在新城牆之內成立）的教堂。1687
年，聖米歇爾教堂成為第五座主要教堂，新城
也成為一個堂區。1750年3月10日，教堂被閃電
擊毀。



漢堡景點:原型車博物館

在這裡就算是非常罕見的汽車藝術品
也允許遊客和車迷拍照留念，這裡是
汽車愛好者的歷史教科書--漢堡
PROTOTYP(原型車)汽車博物館。

在這個規模不大的博物館中，只有純
粹的德國製造和真正的原型車。博物
館大約只有50輛左右的藏品，從數量
來說確實不值一提，但是它在德國的
汽車博物館中的價值幾乎可以和消失
的寶藏一樣令人關注。在這裡你可以
找到有關汽車的極其細微的線索，也
可以對著一款原型車發呆半天，就算
只是閱讀文字資料，這裡也能把你帶
回到汽車工業發展的某一個時代。



漢堡年會 (6月2日,星期日)

友誼之家 | 09:00-18:00 | 

上午場開幕式| 10:30-12:30 | 

下午場開幕式| 15:30-17:30 | 

會場：Hamburg Messe, Messeplatz 1, 20357 

Hamburg

晚上參加總監之夜慶功宴



漢堡景點:倉庫城 (SPEICHERSTADT)

• 漢堡的倉庫城是西元1850～1950年間重要倉庫歐洲貨運運輸
、儲物的重要據點，早期倉庫城的木造建築搭在一條條的河
道上，船隻入港後不用上岸，可直接在每棟建築間的河道上
卸貨。整體來說，倉庫城建築本身即具有看頭，重點是在這
區可免費任意暢遊觀賞，一趟逛下來可以消磨好幾個小時呢
！



漢堡景點:倉庫城博物館

位於漢堡的倉庫城博物館 向世

人真實再現了倉庫城傳統倉儲

公司和貿易公司的典型貨品和

工作設備。您可以在這個擁有

100 多年歷史的倉庫中看到橡

膠捆、咖啡麻袋和品嘗器皿。

通過陳舊的照片和圖紙，您還

可以更清晰地瞭解這座世界上

絕無僅有的紀念建築的歷史。

咖啡和茶葉貿易，以及在倉庫

間穿梭運貨的小船同樣也是這

裡的展覽主題。



漢堡景點:漢堡國際海事博物館

漢堡國際海事博物館 (縮寫. IMMH) 
是一座位於德國漢堡港城的世界最大
的海洋文物私人收藏博物館。博物館
選址在一家改造後的倉庫里。

該博物館建立於2008年，陳列著德國
記者和收藏家Peter Tamm收藏的總數
超過4萬件的各種輪船模型、建築計
劃、服飾以及海事藝術品以及一百萬
張珍貴照片。目前該博物館由Peter 
Tamm基金運營， 2005年，漢堡市政
府更授予基金會可以使用該建築物長
達九十年。



漢堡景點:盲人博物館

看不見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在「黑暗

中對話」體驗是盲人博物館的最大特色.博

物館的導覽人員是盲人朋友，全程在黑暗

中進行，遊客們每人會拿一支手杖，而導

覽內容包括：在公園聆聽鳥叫聲，感受腳

下的土壤與草地觸覺; 在市中心的雜貨店

買水果，透過觸覺與嗅覺購買食物; 在十

字路口過馬路，紅綠燈旁按下過馬路按鈕

後，需要仔細聽燈號變換聲音過馬路; 模

擬到朋友家拜訪時摸索著門鈴、郵筒位置; 

躺在地上聽音樂會，感受不同樂器的震動

地板的震撼; 在港口登上船，體驗黑暗中

搖晃渡海; 在酒吧裡點飲料和付款，盲人

工作人員提供熱咖啡、還可以找錢。



漢堡景點:貨輪博物館

登上這艘全世界最大的可航行船

艦博物館。聖地牙哥船長號過去

曾是一艘貨輪，目前則是構成漢

堡港景觀的一大重點。

聖地牙哥船長號在修復後，作為

一座博物館停泊於漢堡港，。這

艘船是南大西洋的最後一艘「白

天鵝」，「白天鵝」是漢堡南美

航運公司於 1960 年代所建立、

由六艘貨輪所組成的快遞貨運船

隊。今日，您可以在此見證航海

史上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時代。



童話小鎮 不來梅

位在市政廳旁的動物雕像，一直以來是不來梅很有名的地標，
因為不來梅的居民感念牠們朝自己的方向努力，所以在這立了
四隻動物合力趕跑強盜的動作雕像，作為一個紀念，而且來到
此的人，都會站在雕像前，雙手握著驢子的雙腳，心中默念心
裡的願望。

步出不來梅車站後，沿
著Bahnhof Street往前
走，就可以看到舊市區
的 Soge Street，在這
裡可以看到養豬人的銅
像，以及許多可愛的小
豬散布在周圍，許多人
都在此駐足拍照。



阿姆斯特丹景點:羊角村一日遊（乘坐巴士和小船）

在從阿姆斯特丹出
發的羊角村
（Giethoorn）一日
遊中，探索這個只
能乘船抵達的荷蘭
村莊。體驗“荷蘭威
尼斯”，該城沒有道
路，所有的交通工
具都在眾多運河的
水面上。看看獨特
的茅草屋頂小屋。



德國豬手
(Schweinshaxe)

紐倫堡香腸
(Nürnberger )

咖哩香腸
(Currywurst)

火焰薄餅
(Flammkuchen)

德國餛飩
(Maultasche)

巴伐利亞白腸
(Weißwurst) 

德國美食介紹



德國薑餅
（Lebkuchen）

血腸
(Blutwurst)

酸味燉牛肉
(Sauerbraten)

蘋果卷
(Apfelstrudel)

黑森林蛋糕
(Schwarzwälder 

Kirschtorte)

麵包
Brezel



•2012 泰國曼谷世界年會 (0505-0511)
•2015 巴西聖保羅世界年會 (0602-0614)
•2016 韓國首爾世界年會 (0526-0530)
•2017 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 (0609-0620)
•2017 柬埔寨金邊3490地區WCS團 (1114-1119)
•2018 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年會 (0619-0630)
•2018 印尼日惹地帶研習會(1129-1204)
•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0526-0608計畫執行中)

歷年幸福團出團紀錄
~幸福領隊CP.Roger親自帶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