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緻荷比盧＊典藏法蘭德斯藝術漫遊 12天      

【行程特色】： 
１．五晚精選特色飯店： 典藏特別精選各地特色飯店： 

  ★阿姆斯特丹：CONSERVATORIUM HOTEL(五星) 、RENAISSANCE HOTEL、OKURA HOTEL、MARRIOTT HOTEL AMSTERDAM

（五星）x 2 晚。 

  如阿姆斯特丹遇飯店客滿則改住海牙 GRAND HOTEL AMRATH KURHAUS THE HAGUE (五星)。 

  ★海牙 GRAND HOTEL AMRATH KURHAUS THE HAGUE (五星)。*1晚 

  ★布魯塞爾：RADISSON BLU ROYAL 或大廣場徒步區飯店 x 1晚。 

  ★鹿特丹：MAINPORT HOTEL 或 MANHATTEN HOTEL 五星飯店 x 1晚。 

２．米其林領銜，十五次風味美食，帶您體驗荷比盧三國經典美食：(西式餐每人含酒水或飲料一杯) 

誰說荷比盧只有鬱金香，法蘭德斯精選美食讓您吮指難忘 

1. 馬斯垂克米其林一星餐廳(60 歐)    6.漁村鮮魚料理(25 歐) 

2. 比利時奶油雞肉風味 (25歐)       7.荷蘭鄉村肋排餐+煎餅(30 歐) 

3. 布魯塞爾海鮮餐廳(50歐)          8.法蘭德斯燉牛肉餐(25 歐) 

4. 盧森堡法式套餐(30 歐)             9.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27 歐) 

5. 國家公園區飯店內晚餐(40 歐)      10.阿姆斯特丹米其林一星(80 歐) 

11. 漁夫料理(25歐)                   12.私房餐廳創意料理(60 歐) 

13. 北荷蘭傳統料理(25歐)             14.傳統百年餐廳特色料理(30歐) 

15.鹿特丹歐洲之桅景觀餐廳 

３．四大遊船之旅： 

 a.★羊角村有【綠色威尼斯】之稱，因為水面映照的都是一幢幢綠色小屋的倒影，這裡的屋頂都是 

  由蘆葦編成，冬暖夏涼防雨耐曬。體驗羊角村之美，當然是安排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 

   寧靜村落，特別安排羊角村運河遊船。 

 b.★搭乘玻璃遊船飽覽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的阿姆斯特丹。 

 c.★布魯日運河遊船，將各式美麗的建築與河景一次看盡，充份感受布魯日的悠閒氣息。 

d.★小孩堤防遊船，特別安排遊船，遙想當年當年此地風車運作的風光。 

４．4 大藝術 VS.博物館之旅： 

 a.★庫勒穆勒美術館 Kroller-Muller Museum 歐洲首屈一指的重量級現代美術館。館內收藏的作 

品，大多是十九世紀畫家的畫作。梵谷的作品有 278件之多，而且如「星空下的咖啡座」、「向日葵」、「自畫

像」、「跳橋」等著名畫作都在此地。 

 b.★聖彼得堡洞窟是此行的重頭戲，跟隨著導遊手上的燈籠餘光探索洞窟內的秘境。 

c.★海尼根啤酒博物館內設有各式各樣的啤酒珍藏品及海尼根相關的擺設及趣味造型，並有解說啤酒的釀造過程，還

可在海尼根啤酒博物館裡暢飲啤酒及飲料，在此留下難忘的回憶！ 

d★國立博物館藏有史前至最新的各種展品。國家博物館研究圖書館（Rijksmuseum Research Library）是該博物館的

一部分，也是荷蘭最大的公共的藝術史研究圖書館。 

５．大城小鎮主題之旅： 

傳統漁村：沃倫丹～如珍珠項鍊般環繞湖畔的漁村，漁村保有其傳統的風貌，而吸引無數的觀光客。 

前往荷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鹿特丹。 

安排前往馬斯垂克，此地與比、德毗鄰是荷蘭古老城市，也可以說是很【歐洲】的城市。 

盧森堡市：盧森堡大公國的首都，保有文藝復興式大公宮殿。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布魯塞爾大廣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裡成為了布魯塞爾最著名的景點。廣場四周盡是

宏偉、古典及輝煌的歌德式建築，第一眼就叫人感受到一股震撼直透心裡。 

 



 

本行程表適用期間：2019年 04月 09日-2019年 04 月 26日(每周日.二.五

出發) 

★ 本行程出發日期為集合日期，航班於隔日凌晨起飛，當天上午抵達歐洲 

★ 表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第一天 台北桃園機場集合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並由專人協助登機手續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荷蘭重鎮－

阿姆斯特丹，夜宿機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二天 台北／阿姆斯特丹－北海漁村～沃倫丹－129km羊角村【羊角村遊船巡禮】－

65km－茲沃勒 
班機抵達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後，前往◎風車村-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其在阿姆

斯特丹北方 15 分鐘車程外，便可看到 Zaandam區的風車朝氣蓬勃地轉動著。在荷蘭想看

風車？最理想的去處之一就是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

的博物館，但對於 17~18世紀的荷蘭人而言，卻是生活與工作的場所，在這裡可以看到荷

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碾磨製造顏料的木材。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充滿荷蘭風味之

綠色街坊及白色蕾絲窗簾的住宅區，在此參觀荷蘭著名的◎乳酪工廠的乳酪製造過程。之

後前往荷蘭典型漁村－◎沃倫丹，當地居民原賴漁業為生，後因填海造田轉以觀光服務業

為主要生計，居民為了吸引觀光客平時大多身著華麗的傳統民族服飾及保有樸實氣息的漁

村，這兒充滿了舊日的荷蘭情調，靠近港灣處有一幢幢色彩鮮明的低矮木建樓房，一般是

兩或三層樓高，房屋外有小花圃窗台；而小鎮上的房子都蠻可愛的，會讓你好像走進了童

話世界裡，整條街的兩側林立著餐館、薯條小吃與紀念品店。隨後行車前往羊角村。◎羊

布魯日～尋訪古蹟之美：布魯日是個中古氣氛濃厚，古蹟保存完整的小城，一路上都是古老的石板路，每個角落都美

得令人忍不住猛按快門，流連忘返。 

6.安排一段古董火車: 彷彿走入時光隧道體驗有如黑白電影情節般的懷舊火車之旅。 

7.贈送每一位貴賓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8 加贈兩位貴賓使用一台 WIFI 分享器，隨時分享最新動態或是影片。 

【貼心安排】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歲以下)須有床位，而且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

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歲以上) 同房。 

三人房都是雙人房另加一張折疊床或沙發床，也有許多飯店是無法加床，那就必須第三人分出與他人同房。三人房空間本

就不大，加上大行李需要放置，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好禮加贈 

★ 送歐洲規格轉換插頭一個。 

★ 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聆聽解說更輕鬆。 

★ 每對新人憑喜帖正本送您蜜月好禮～擴香瓶《市價價值 NTD：1200 元》。 

（禮品為每對甜蜜新人乙份，需憑一年內結婚之喜帖正本並於出發前 10 日以前提供給業務人員） 

本公司已遵照旅遊業管理規則第 53條規定，投保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旅行業綜合保險，內容包含： 

 契約責任保險，每人新台幣 500萬元。（70歲以上、14 歲以下小孩投保限額每人新台幣 200萬元） 

 意外醫療險，每人最高理賠新台幣 20 萬元。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十條第五款中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不要忘了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

險。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北／阿姆斯特丹 中華航空   CI-073 0025-0740 （飛行 12小時 45 分) 

回程 阿姆斯特丹／台北 中華航空   CI-074 1100-0600+1  （飛行 11小時 45分） 



角村又有【綠色威尼斯】之稱，因為水面映照的都是一幢幢綠色小屋的倒影，這裡的屋頂

都是由蘆葦編成，冬暖夏涼防雨耐曬，由於不易取得，過去因窮苦就地取材的窘態，今日

卻成為高收入職業的住家，真是不能同日而語。體驗羊角村之美，當然是安排★運河巡

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靜村落。 

【貼心安排門票】：羊角村運河遊船。 

【下 車 參 觀 】：風車村、羊角村、沃倫丹。 

【旅 遊 小 常 識-羊角村 】：羊角村有著「北方威尼斯」和「荷蘭威尼斯」的美稱。之所

以出名，是因為這裡沒有汽車、沒有公路，只有縱橫密布的河網，和 176 座連接各戶人家

的小木橋，以運河和船作為主要交通方式。當地人在這裡的出行工具，是最古老的撐篙小

船。因為許多房屋只可水路到達，不僅這裡的郵差乘船送信，連當地婚禮也是坐禮船去教

堂。幾百年前，當第 1批居民前來定居，發現地下的煤是這裡最多也是唯一的資源，經過

常年的挖掘，許多大小不一的水道及湖泊逐漸形成。後來，村民為了讓船隻自由運送物

資，又將溝渠連通並拓寬，從而形成了現在河道交織如網的美景。現在的羊角村，除了遊

客的嬉鬧聲，你能聽見的最吵的聲音，是鴨子的嘎嘎叫和鳥兒的吱吱唱，活脫脫一個與世

隔絕的童話世界。在這裡您可以靜靜地度假、享受自然風光的饋贈，圓自己心中 1個歐洲

童話夢想。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漁村鮮魚料理+酒水一杯 晚餐：飯店晚餐+酒水一杯 

住宿：Van Der Valk Zwolle、Bilderberg De Keizerskroon、Van Der Valk hotel 

Wolvega Heerenveen 或同級 

第三天 茲沃勒－20km－歐特羅 Otterlo－庫勒穆勒美術館 Kroller－Muller Museum

－170km－馬斯垂克 
早餐後前往★森林國家公園，是荷蘭最大的生育保護區，建議您可來趟自行車之旅，荷蘭

是個陸路平坦的國家，自行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選擇在國家公園裡，享受沐浴於大自

然中，體驗自由自在的荷蘭人生活。★庫勒穆勒美術館 Kroller-Muller Museum位在森林

國家公園裡，不像其他在大都市裡的美術館那麼方便到達，但其實它絕對是歐洲首屈一指

的重量級現代美術館。館內收藏的作品，大多是十九世紀畫家的畫作。梵谷的作品有 278

件之多，而且如「星空下的咖啡座」、「向日葵」、「自畫像」、「跳橋」等著名畫作都在此

地。館內還有秀拉(Seurat)好幾幅大型的點畫，以及畢卡索的作品。館裡設有一個小紀念

品店，以及小但舒適的咖啡座，可以欣賞窗外雕塑公園的景色。美術館外圍就是雕塑公

園，面積很大。如果喜歡多走走路的人，可以好好逛逛雕塑公園。進入美術館一定要寄

物，不須用到的東西最好留在巴士上（如天候及個人能力許可，您可以自由取用公園內免

費的白色腳踏車，趁著陽光還在，騎著白色腳踏車盡情在森林小徑裡悠閒地閒繞）。續行

前往荷蘭最古老的城市馬斯垂克。馬斯垂克可以說是最「不像荷蘭」的一個城市，不過您

可以說她是個很「歐洲」的城市；舖滿中世紀石磚的浪漫購物街道，令人忍不住垂涎三尺

的各國美食，歐洲的精華可以說皆匯集於此。且為林伯省之省會，濱臨馬斯河邊，風景如

畫，參觀◎聖瑟瓦士橋(St. Servaas)以及◎市集廣場，接著造訪被英國衛報讀者票選為

世界上最美麗的書店之一的◎天堂書店，書店建築由 700 年的教堂改建而成，門口設計成

一本打開的書引領您進去書店裡感受濃濃中世紀莊嚴的的書卷氣息。 

◆備註:如遇到每周一庫勒穆勒美術館休館則改以梵谷美術館代替，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門票】：森林國家公園、庫勒穆勒美術館 Kroller-Muller Museum。 

【下 車 參 觀 】：聖瑟瓦士橋、市集廣場、天堂書局。 



【旅 遊 小 常 識-庫勒慕勒美術館 】：庫勒慕勒美術館因珍藏大量的梵谷作品而聞名世

界。1908至 1929 年間，庫勒慕勒美術館的創辦人—「海倫‧庫勒慕勒夫人(Helene 

Kröeller-Müeller, 1869-1939)」收集了將近三百件梵谷之作品，其中包含八十七件油

畫作品與將近兩百件素描。除了梵谷的作品外，庫勒慕勒美術館同時也珍藏許多世界知

名藝術家的作品，例如塞拉(George Seurat)、畢卡索(Pablo Picasso)、孟德律昂(Piet 

Mondriaan)等等。另一個著名的特色就是擁有全歐洲最大的雕塑公園！不同於一般的陳

列方式，各式各樣的雕塑作品都是散列於各個公園角落，每個作品並不只是呈現雕塑作

品本身的概念，而是雕塑作品與週遭自然環境所共同創造意境、與欲傳達的意念。雕塑

公園的作品也都是出自大師之手，從 19世紀到現代的藝術家，例如羅丹(Auguste 

Rodin)、摩爾(Henry Moore)、Barbara Hepworth、Richard Serra、Mario Merz、Jean 

Dubuffet、Claes Oldenburg 等等。也是實現庫勒慕勒夫人的夢想，在自然公園內建立

一座博物館，象徵著自然、藝術與建築的結合。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荷蘭肋排餐+煎餅(甜點)+酒水 一杯 

住宿：Golden Tulip Apple Park、Amrath Grand Hotel Heerlem、Novotel Maasrricht

或同級 

第四天 馬斯垂克【聖彼得堡洞窟】－140km－雨果小鎮(維安田)－30km盧森堡 
馬斯垂克位於荷蘭，與比利時、德國毗鄰，是荷蘭最古老的城市。自古即因位於馬斯河的

交通要衝而繁榮。近年更因為在此地簽署了歐洲聯盟條約，通稱為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而名噪一時。接著前往★聖彼得堡洞窟，後者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存

林布蘭特巨作「夜警」的馬爾洞穴，不可錯過。如仍有時間，城南古城牆區，多處碉堡望

樓、大樹成蔭、花園景色亦為勝景。之後來到了法國大文豪-雨果的靈感來源也是他最愛

的小鎮—維安田。維安田這座山間小城，景色優美得仿如世外桃源。當時法國大文豪 雨

果（Victor Hugo）三度被流放的一座山城，而他最重要的一部巨著，《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就是在此完成。當地為了紀年念在小鎮入口處豎立了雨果的頭像。而再往遠

方的山頭眺望 就可以看到鼎鼎有名的◎維安田城堡。接著專車前往山中小王國及歐洲綠

色心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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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安排門票】：聖彼得堡洞窟。 

【下 車 參 觀 】：雨果小鎮、維安田城堡。 

【旅 遊 小 常 識-天堂書局】：Selexyz Dominicanen Bookstore 有個很美的名字:天堂

書店。許多人說它是最靠近天堂的書店，因為它就蓋在教堂裡面。 

這座雄偉又美麗的大教堂曾是多明尼肯(Dominicanen)修道院。但後來因為戰亂荒廢，

甚至淪為倉庫使用。2004年時馬斯垂克市政府決定跟荷蘭一家大書商 BGN(Selexyz)合

作，外貌像是一般的教堂，但入口略有巧思，像一本打開的書，彷彿在引誘你進去一探

究竟。如今書店就是以這美麗的樣貌出現，每年吸引許多遊客前來造訪朝聖。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一星餐廳+酒水一杯(如遇客滿將以其他米其林一星餐廳

替代。）   晚餐：法式三道式+酒水一杯 

住宿：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 Melia 或同級 

第五天 盧森堡－213Km－布魯塞爾 BRUSSELS 
今日早餐後展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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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前往布魯塞爾，擁有全歐洲最佳的建築和博物

館。整座城市有中世紀的風格,，更是比利時的交通和通訊的樞紐。為歐洲行政中心，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歐洲原子能委員會"、"歐洲盟軍統帥"、"歐洲共同市場總部"

等均設於此，又名西歐小巴黎；且為歐洲蕾絲的主要供應地。◎大廣場(Grand Place)被

大文豪雨果讚譽為「全歐最美麗的廣場」，布魯塞爾之旅通常都從這裡開始。大廣場中央

可見熙熙攘攘的花市、蔬果市場，附近盡是購物街及餐廳。廣場兩側最引人注目的建築物

是，90公尺高的哥德式建築－◎市政廳高塔，以及收藏數百件來自各地捐贈的尿尿小童

服裝館－◎「國王之家」(Maisondu Roi)。而布魯塞爾的市標◎「尿尿小童」銅像 

(Manneken Pis) ，就躲藏在廣場後方的巷子裡。 

【下 車 參 觀 】：憲法廣場、阿道夫橋、大公宮殿舊址、布魯塞爾大廣場、尿尿小

童、市政廳高塔、國王之家。 

【旅 遊 小 常 識-布魯塞爾大廣場】：是西歐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的中心廣場；199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布魯塞爾大廣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大廣場始建於 12 世紀；廣

場面積不大，長約 110米、寬約 60米，被中世紀的行會建築所包圍。市政廳的塔樓建

於 1402年，高約 91米，是廣場上最高的建築。整個市政廳則建於 1402年至 1455年之

間。很多人將這裡看作歐洲最美麗的廣場之一。廣場十分富有生活氣息，各種酒吧、巧

克力店、餐館點綴四周；人們坐在廣場上幽閒自在。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也曾居住在

市政廳對面餐廳二樓現在有紅色玻璃的房間，他讚美這裡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廣場」。

天鵝餐廳是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就在這裡寫

成。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法蘭德斯燉牛肉餐+酒水一杯  晚餐：海鮮街海鮮餐+酒水一杯 

住宿：RADISSON BLU ROYAL 或 METROPOLE HOTEL 或 WARWICK HOTEL GRAND PLACE 或同級

◆備註:如遇到布魯塞爾徒步區飯店客滿則改住布魯日老城區內飯店或每人退費 1500元 

第六天 布魯塞爾－55Km－根特－45Km－布魯日【中世紀睡美人及小威尼斯之美譽】 
今日來到古城根特 Gent (Ghent)。首先參觀雄偉的◎聖巴夫主教座堂，接著前往始建於

1313年，1380年完成的◎根特鐘樓。鐘樓高 91公尺，是俯瞰老城區中心的三座中世紀塔

樓之一。它不僅用於報時和警報，也曾用作瞭望塔。根特鐘樓，連同其附屬建築，作為

「比利時和法國的鐘樓」的一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參觀◎根特市政廳後，來到達熱鬧的◎市場廣場，正對面就是◎聖尼可拉斯教堂，建於 13

世紀，是根特最古老的地標性建築之一。漫步在美麗的◎香草河岸及穀物河岸。接著來到

古意盎然的中世紀小鎮-布魯日，舊市區內盡是古意盎然的石板道，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建

築。◎馬克特廣場（Markt Square）是布魯日的中心廣場，廣場一旁的市政府是比利時最

古老的哥德式建築，擁有４７個排鐘的◎鐘樓【世界遺產】象徵布魯日浪漫的情調，◎聖

血禮拜堂供奉取自耶路撒冷的基督聖血與聖物。布魯日素有「小威尼斯」之稱，城中運河

水道交錯，有五十座橋樑橫跨河上。因為這個城里佈滿大大小小的運河,就連布魯日的名字

都有具有橋的意義 布魯日曾經因水而發展，也因河道淤塞而沒落，卻因此保有她的古樸之

美。1896年，阿諾班奈特 (Arnold Bennett) 說：若要說布魯日與其他城市有何差別，那

就是後者不容易找到詩情畫意；而在布魯日(Bruges)，詩情畫意會不斷向你襲來，好奇的

想找找平凡的景色，並不容易！ 

備註:如遇布魯日遇會展活動，飯店預訂客滿則改住宿於根特或安特衛普飯店，行程操作順

序也會依照最順暢來做前後調整，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下 車 參 觀 】：聖巴夫主座教堂、根特鐘樓、根特市政廳、鐘樓、根特市場廣場、香

草河岸與穀物河岸、聖血禮拜堂、布魯日鐘樓。 



【貼心安排門票】：布魯日運河遊船。(如遊船遇天氣問題停駛或客滿每人退費 7歐元) 

【旅 遊 小 常 識-根特鐘樓】：根特鐘樓高 91米，是比利時根特俯瞰老城區中心的三座

中世紀塔樓之一，另外兩座屬於聖巴夫主教座堂和聖尼閣老教堂。 

根特鐘樓的建設始於 1313年，1380年完成。它不僅用於報時和警報，也曾用作瞭望塔

[1]。 

根特鐘樓，連同其附屬建築，作為比利時和法國的鐘樓的一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酒水一杯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NH BRUGGE、ACADEMIC HOTEL BRUGGE 或同級 

第七天 布魯日－93Km－安特衛普－179km－小孩堤防－22km－鹿特丹【小孩堤防１９

座風車美景、方塊屋建築】 
今日早餐後拜訪在安特衛普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亦為法蘭德斯地區規模最大之哥德式建

築◎聖母大教堂。接著漫步於◎市集廣場上，一覽相傳安特衛普地名由來之◎布拉波噴水

雕像，而廣場上華麗至極之◎市政廳，更為爾後北歐建築風格先驅。隨後前往建於 1905

年，有『鐵道大聖堂』美譽之◎中央火車站。接著前往安特衛普市區內最古老的建築－◎

史汀堡壘。前往擁有 19座風車的◎小孩堤防(Kinderdjik)，小孩堤防廣闊的視野，讓你

一眼就能同時看見 19座的風車！！數數看，你是不是都看到了呢？大約 1740年開始，這

些就佇立在這裡。早期她們勤奮地轉動將風力轉為水車的動力，抽取過多的水並導入 Lek

河，使得 Alblasserwaard 這個低於海平面地區，免於水患之苦。雖然這些工作已經被現

代化的科技所取代，但是小孩堤防【1997年收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所遺留

壯觀的風車美景，仍然為來此的觀光客完整地保存著。來到小孩堤防可別急著離開，我們

獨家安排搭乘小孩堤防★運河遊船航行在古老的運河上。回想以前這些風車是日以繼夜地

不斷把水排出的情形。隨後前往荷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鹿特丹，現代化的橋樑、摩登的

建築，以及往來於水面上的船隻，是鹿特丹給人的第一印象，位於港口附近的台夫荷芬

區，幾世紀以來的舊建築依傍於如詩如畫般的碼頭，引發旅客對航海黃金時代的懷古情

思。其中最特別的◎方塊屋建築與◎時尚菜市場，更是鹿特丹的新地標! 

【下 車 參 觀 】：小孩堤防、方塊屋、馬克特廣場、鐘樓、聖血禮拜堂、時尚菜市場。 

【貼心安排門票】：小孩堤防遊船。(如遊船遇天氣問題停駛或客滿每人退費 5歐元) 

【旅 遊 小 常 識-時尚菜市場】：MARKTHAL市場-位於鹿特丹市區中心，是由荷蘭知名

建築事務所 MVRDV 設計，他們擅長以各類奇想結構的建築而名聲大噪。Markthal 外觀呈

現玻璃圓弧拱廊形狀，有點像是馬蹄鐵 U型區塊設計，也有些人覺得像是太空基地的科

幻風。最吸睛的就是四層樓高的圓拱天幕，可看到各類五彩紛呈的新鮮蔬果和其他商品

影像，而兩旁玻璃帷幕，是搭配當地藝術家 Arno Coenen 和 Iris Roskam 的「Horn of 

Plenty」超大壁畫，共 11,000平方公尺，全然開放的 40 米高巨大空間，彷彿走進童話

世界的歡樂場景。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比利時奶油雞肉+酒水一杯 晚餐：歐洲之桅景觀餐廳晚餐+酒

水一杯 

住宿：MAINPORT、MANHATTEN HOTEL、GRAND HOTEL AMRATH KURHAUS THE HAGUE 五星飯

店或同級(如鹿特丹飯店客滿則改安排住往海牙五星飯店) 

第八天 鹿特丹－海牙－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阿姆斯特丹【海尼根啤酒體驗館】 
今日早餐後隨即驅車前往荷蘭中央政府所在地－海牙，安排海牙市區觀光活動：國際法

庭的所在地◎和平宮、荷蘭政治中心的◎國會議事堂及騎士樓。接著來到聞名全球的★鬱



金香花園，百萬朵鬱金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的球莖花構成一幅繁茂的色彩，襯

以參天的古木樹林、灌木花叢、優雅的池塘噴泉及雕像，景致壯麗而多采多姿，是攝影者

的天堂。我們也特別安排帶您乘★電動船環遊庫肯霍夫球莖區穿梭四周美麗怡人的園區景

觀以便於讓你拍到最美的照片。之後自由悠遊美麗的花園，欣賞各式各樣的花卉在此爭奇

鬥艷。隨後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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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

的藝術蒐藏，吸引著全世界的旅遊愛好者來訪，接著造訪★海尼根啤酒博物館，建於

1988年，原本是一家擁有百年歷史的海尼根啤酒工廠，如今改造為博物館，讓民眾能更

進一步的瞭解這項荷蘭的重要產業；館內設有各式各樣的啤酒珍藏品及海尼根相關的擺設

及趣味造型，並有解說啤酒的釀造過程，讓民眾徹底了解啤酒的一切，最後遊客還可在海

尼根啤酒博物館裡暢飲啤酒及飲料，讓遊客都能在此留下難忘的回憶喔！ 

備註:四月底如花園球莖區採收花卉採收結束後遊船改以騎乘腳踏車代替。 

備註:鬱金香花園 2019年是 3月 21日到 5月 19日。 

 

【貼心安排門票】：海尼根啤酒博物館、鬱金香花園+電動船。 

【下 車 參 觀 】：和平宮、國會議事堂&騎士樓。 

【旅 遊 小 常 識-庫肯霍夫花園】：位於荷蘭利瑟附近，占地 33公頃，是世界上最大的

花園。在荷蘭文中意為 Kitchen garden，廚房花園，因 15 世紀時園內主要種植貴族廚房

所需的草藥和蔬菜而得名，又稱歐洲花園（Garden of Europe），根據庫肯霍夫公園的官

方網站，大約 7,000,000 株花球莖被種植於該公園內。該公園對面就是庫肯霍夫城堡。 

庫肯霍夫公園每年 3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對外開放。 

【旅 遊 小 常 識-海尼根啤酒體驗館】：1873 年，一名荷蘭年輕創業家 Gerard 

Heineken買下阿姆斯特丹的一片土地建造釀酒廠，調配出完美配方，很快便成為荷蘭首

款「優質」淡啤酒，啤酒廠的名聲迅速傳開，海尼根也成為全球啤酒的品質象徵。經過數

代傳承，海尼根對釀酒的熱情依然不減，直到今日，仍致力於繼續釀造出優質的海尼根啤

酒。原本的啤酒廠於 1988年被改裝為啤酒觀光工廠，名為海尼根體驗館(Heineken 

Experience), 博物館內可了解到海尼根啤酒的品牌故事與原汁原味的釀造過程，還可以

現場試喝到第一手的啤酒與訂製專屬個人特色的海尼根啤酒或是其他紀念品。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悠遊花園 敬請自理  晚餐：百年餐廳特色料理+酒水一杯 

住宿：RENAISSANCE HOTEL(五星)、OKURA HOTEL(五星)、MARRIOTT HOTEL AMSTERDAM(五

星)、NH GRAND HOTEL KRASNAPOLSKY(五星)、GRAND HOTEL AMRATH KURHAUS THE 

HAGUE(五星)、HYATT SCHIPHOL(四星)、RADISSON BLU SCHIPHOL(四星)、CROWNE PLAZA 

SCHIPHOL(四星)或同級（如遇旅館客滿，將改到海牙或鹿特丹五星級旅館或機場四星旅

館，如訂到機場四星旅館每人每晚退差價台幣壹仟元) 

第九天 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阿姆斯特丹市區漫遊 
今日早餐後隨即驅車前往★國立博物館，該博物館是荷蘭的國家博物館及規模最大的博物

館，藏有史前至最新的各種展品。國家博物館研究圖書館（Rijksmuseum Research 

Library）是該博物館的一部分，也是荷蘭最大的公共的藝術史研究圖書館。接著進行市區

觀光：◎皇宮、◎水壩廣場，◎紅燈區更在咫尺之處。 

備註:米其林一星餐廳如遇休息或客滿將以其他米其林餐廳或五星飯店餐食替代。 

【貼心安排門票】：國立博物館。 

【下 車 參 觀 】：博物館廣場、水壩廣場、皇宮、紅燈區。 

http://www.rijksmuseum.nl/index.jsp?lang=nl
http://www.rijksmuseum.nl/index.jsp?lang=nl


【旅 遊 小 常 識-國立博物館】：1795年巴達維亞共和國成立時，時任財政大臣亞歷山

大·戈吉爾認爲應當依照法國羅浮宮來建造一所國家博物館，但直到 1798年 11月 19日政

府才啓動建造博物館的計劃。[1][7] 1800 年 5月 31 日，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前身

國家畫廊（Nationale Kunst-Galerij）在海牙成立，當時藏品為來自荷蘭省督捐贈的

200幅畫作。 

1806 年荷蘭王國成立，在路易·波拿巴的命令下，國家畫廊在 1808年搬到了阿姆斯特

丹。包括《夜巡》在內的一批阿姆斯特丹政府所有的畫作進入博物館中。1809 年博物館

在阿姆斯特丹王宮再次開張。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 港式飲茶風味       晚餐：米其林一星餐廳+酒水一杯 

住宿：RENAISSANCE HOTEL(五星)、OKURA HOTEL(五星)、MARRIOTT HOTEL AMSTERDAM(五

星)、NH GRAND HOTEL KRASNAPOLSKY(五星)、GRAND HOTEL AMRATH KURHAUS THE 

HAGUE(五星)、HYATT SCHIPHOL(四星)、RADISSON BLU SCHIPHOL(四星)、CROWNE PLAZA 

SCHIPHOL(四星)或同級（如遇旅館客滿，將改到海牙或鹿特丹五星級旅館或機場四星旅

館，如訂到機場四星旅館每人每晚退差價台幣壹仟元) 

第十天 阿姆斯特丹－荷恩++古董火車++梅德布萊克－哈倫 
今日前往荷恩來一趟往梅德布萊克的★古董蒸汽火車之旅。古荷恩的美，實在難以用筆墨

形容。以往曾有「荷蘭詩人王子」美稱的符德爾(Vondel)為它寫過詩。要感受北海黃金圈

輝煌的過去，這裡真是再適合不過了。荷蘭黃金時代，自荷恩出發的船隻、商隊，行經七

海遠達各海岸，從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合恩角(Cape Horn)等，與各式各樣不知

名的部落進行交易。至今，荷恩仍四處可見 16、17世紀時輝煌、繁榮的遺跡，跟以往並

無二致。之後前往哈倫—這個北荷蘭省(Noord-Holland)的省會，幾世紀以來與「花」一

直有著密切的關係。荷蘭史上著名的「鬱金香熱(Tulipomania)」時代，有人不惜千金換

取一顆鬱金香的球莖，以賺取高額利潤。而大仲馬著名的「黑色鬱金香」，也是以哈倫懸

賞 10萬元荷盾給培育出黑色鬱金香者，作為小說為故事的開頭。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哈

倫會有這麼多描繪鬱金香盛開的美妙畫作。來到◎舊市政廳與哥德式晚期建築的◎聖巴夫

教堂(St. Bavo Kerk)所圍繞的◎市集廣場，是荷蘭境內最美麗的廣場之一，周圍有許多

的商店與咖啡館。何不選個露天的咖啡座。享受片刻悠閒的時光。返回阿姆斯特丹安排搭

乘★玻璃船順著縱橫交錯的運河欣賞幾個重要的地標及荷蘭獨有的山形牆建築風格。 

備註:古董火車依照預訂的起始點為準，如訂到梅德布萊克出發前往荷恩行程不受影響。 

備註:私房景觀聽依預訂為主，可能會以實際預訂時間為準，餐食順序會做先後調整。 

【貼心安排門票】：古董蒸汽火車、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下 車 參 觀 】：聖巴夫教堂、舊市政廳、市集廣場。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北荷蘭傳統料理+酒水一杯   晚餐：私房餐廳創意料理+酒水一杯 

住宿：RENAISSANCE HOTEL(五星)、OKURA HOTEL(五星)、MARRIOTT HOTEL AMSTERDAM(五

星)、NH GRAND HOTEL KRASNAPOLSKY(五星)、GRAND HOTEL AMRATH KURHAUS THE 

HAGUE(五星)、HYATT SCHIPHOL(四星)、RADISSON BLU SCHIPHOL(四星)、CROWNE PLAZA 

SCHIPHOL(四星)或同級（如遇旅館客滿，將改到海牙或鹿特丹五星級旅館或機場四星旅

館，如訂到機場四星旅館每人每晚退差價台幣壹仟元) 

第十一天 阿姆斯特丹-機場／台北 
再見！爭奇鬥艷繽紛荷比盧 12天之旅，此趟旅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

也許您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

北。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http://www.holland.idv.tw/city_am_d6.asp


第十二天  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精緻荷比盧十二天之旅，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

為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有不便，

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