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荷比盧法自由行 23 天】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香港 / 阿姆斯特丹 

02 阿姆斯特丹 

03 阿姆斯特丹 

04 阿姆斯特丹 

05 阿姆斯特丹(機場取車)---贊丹---福倫丹---羊角村(今日開始租車自駕) 

06 羊角村 

07 羊角村---梵谷森林國家公園---森林國家公園附近旅館 

08 森林國家公園附近旅館(烏特勒支之旅) 

09 森林國家公園附近旅館---鹿特丹(小孩堤防 / 今日還車) 

10 鹿特丹(市區觀光) 

11 鹿特丹(海牙之旅) 

12 鹿特丹---布魯塞爾 

13 布魯塞爾(根特之旅) 

14 布魯塞爾(布魯日之旅) 

15 布魯塞爾---盧森堡 

16 盧森堡 

17 盧森堡---TGV---巴黎 

18 巴黎 

19 巴黎 

20 巴黎 

21 巴黎  

22 巴黎 / 香港 / 台北  

23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 120,0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1 項 
1 台北 / 歐洲國泰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一開立不可退票）  

2 表列旅館共 20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3 森林國家公園 + 博物館門票    

4 荷比盧三國任選 4 日券二等艙      

5 盧森堡---巴黎子彈火車 TGV 頭等艙火車票      

6 巴黎博物館 4 日卡    

7 塞納河 60 分鐘遊船票    

8 巴黎旅館---機場專車送機      

9 全程 WIFI 分享器 / 二人一台 / 每日 2.5G—用完降速 / 傍晚恢復     

10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1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23 天) 
 

第 1 天   台北 / 香港 /阿姆斯特丹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噢！今日前往桃

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前往阿姆斯特丹。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

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荷蘭之旅。 

 

第 2 天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今早抵達阿姆斯特丹隨後市區觀光：阿姆斯特丹原本是「阿姆斯托

河上的水壩」，13 世紀以後才逐漸發展為一個城市。16、17 世紀

的「黃金時代」，環繞著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完成了許多運河的開

鑿。之後，隨著人口的快速成長，城市也不斷地向外擴張。如今阿

姆斯特丹已是荷蘭首都，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由 90 個小島所組成，擁有 160 條運河和 1281 座橋梁！



 

密如蛛網的運河、穿梭市區的單車、高貴美麗的鬱金香、光彩奪目的鑽石、越夜越瘋狂的紅燈區，以及梵谷、

林布蘭等大師的典藏，在在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市區觀光：皇宮、水壩廣場、搭乘玻璃頂船暢遊運

河美景，紅燈區更在咫尺之處。 

 

 

水壩廣場(Dam) 

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水壩廣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活力的地方，這裡飄散著

咖啡的氣息、麵包的香味，很多人買一杯咖啡，安坐在路旁，觀賞街頭藝

人精彩的搞怪表演。水壩廣場建於 12 世紀末，廣場上的市政廳則在 1648

年開始興建，至今仍然是水壩廣場上最顯眼的地標。1808 年法國佔領荷蘭

時，路易拿破崙(Louis Bonaparte)更選址市政廳作為他的住所，更改名為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廣場上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建築物，是為了紀念二次大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犧牲者所設立的人民紀念碑(Nationaal 

Monument)。 

阿姆斯特丹王宮( Paleis op de Da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是依據議會法案荷蘭王室的三座宮殿之

一（另兩座是豪斯登堡宮和努兒登堡宮），根據國會法案由威廉-亞歷山

大使用。 

 ※營業時間：10:00-17:00/門票:10€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Het Rijksmuseum Amsterda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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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和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並稱荷

蘭的三大美術館。 

※開放時間:09:00-17:00/門票:19€ 

 

第 3 天  阿姆斯特丹 

今日阿姆斯特丹全日觀光: 

海尼根體驗館(World of Heineken) 

海尼根體驗館的前身是海尼根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設立的第一間啤酒

廠，這家啤酒廠在 1988 年因無法滿足高需求產量而關閉，目前改建

為引人入勝的觀光景點。現在，您可以參加 1.5 小時的自助導覽行程，

瞭解海尼根的傳統、釀造流程、創新、贊助對象，以及端出一杯配得

上海尼根星星標誌的啤酒需要付出多少心血。當然在行程結束後，您還

可享受兩杯海尼根啤酒。 

※營業時間：10:30-21:00/門票:18€ 

萊頓廣場(Leidseplein) 



 

萊頓廣場區 (Leidseplein) 以萊頓廣場 (Leidseplein) 為中心，擁有熱鬧的夜生活；街頭藝人會在這裡為過

往人群提供娛樂表演，周圍的酒吧和餐廳則總是忙得不可開交。以新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市立劇院 

(Stadsschouwburg) 為首，當地劇院會舉辦古典樂、獨角喜劇和音樂劇等表演，「天堂」(Paradiso) 和「銀

河」(Melkweg) 等知名的音樂表演場地則會舉辦 DJ 秀以及獨立樂團和著名樂團的演唱會。 

艾伯特市場 Albert Cuyp Market  

濃厚的傳統風情，可嘗到當地現做的荷蘭餅，跟在超市買的味道不太一

樣，不過都一樣好吃，很推薦大家來的時候可以嘗嘗，不過不建議一個

人吃一個，因為甜度很高，大概嘗一下就可以了。那來這邊不一定要買

東西，畢竟他是一個以居民生活為主軸的地方，所以很多都是日常生活

的用品，不過如果有想要買小紀念品回來的，蠻推薦在這邊下手的，因為不貴，又有頗多選擇。 

性愛博物館 

荷蘭性博物館位於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不遠的丹拉克大道。始建於

1985 年，是世界上第一個以“性”為主題的博物館。荷蘭向來以

性觀念開放、性文化豐富而著稱。他們不僅接受性教育的時間早，

而且了解性知識的途徑也多種多樣，參觀性博物館就是其中一種。 阿姆斯

特丹這座城市以獨特的寬容姿態，將道德與墮落、清醒和沈醉統統陳列在

世人眼前，挑戰著原有的準則。荷蘭性博物館位於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不

遠的丹拉克大道。始建於 1985 年，是世界上第一個以“性”為主題的博

物館。經過數次擴建後，如今該博物館每年要接待超過 50 萬的參觀者。 



 

※營業時間: 09:30-23:30 / 門票: €5 

荷蘭成人秀 

作為荷蘭的標籤之一，紅燈區舉世聞名。在紅燈區裡，有幾家著名的成人秀表演，其中 Casa Rosso 是最著

名，規模最大的，因其圖標是一隻粉色小象，中國遊客又戲稱其為“粉色小象表演”。 Casa Rosso Red Light 

Theatre 是您遊覽阿姆斯特丹時必看的景點。設有一個完整的酒吧，一個陽台和一個帶舒適紅色天鵝絨椅子

的休息室。該節目包括各種色情現場表演，包括脫衣舞表演，軟 SM 表演和著名的“香蕉”表演。 

※貼心小提醒:紅燈區及成人秀皆不開放攝影 

※營業時間:  19:00-02:00am / 周五及周六:19:00-03:00am 

線上預購門票: 不含飲料為€47 / 含兩杯飲料為€62 

 

第 4 天  阿姆斯特丹 

梵谷博物館( Van Gogh Museu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廣場，緊鄰著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和阿姆斯

特丹市立博物館。主要收藏荷蘭著名畫家梵谷及其同時代者的作品。該館

藏梵谷作品數量是世界上最多的， 您可以觀看舉世聞名的畫家梵古遺留下

來的大多數作品。這些著名的作品，如《馬鈴薯人家》，《向日葵》，《杏仁花》和《播種者》均陳列在阿姆斯

特丹市的梵古博物館。第二多則是是荷蘭的克勒勒-米勒博物館。 

※營業時間:09:00-18:00 



 

阿姆斯特丹花卉市場 Flower Market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的花卉市場(Flower Market)是辛厄爾運河(Singel Canal)上

的一個著名的象徵，在市中心的運河環(Canal Ring) 裡。運河環被列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單。這裡的花卉市場實際上是從 1862 年開始，當

時花卉種植者通過阿姆斯特爾河將他們的貨物通過駁船運到市中心。現代的花卉市場實際上是由固定駁船組

成的，但也是一個奇觀。每艘駁船都有一個玻璃屋建在頂部，像一個迷你版本的溫室創建在整個鄉間，確保

荷蘭是一個全年鮮花的國際熱點。無論是鬱金香、水仙花、雪花蓮、康乃馨、紫羅蘭、牡丹或蘭花，一年中

的任何時間，您一定會在花卉市場找到您的最愛。此外，賣家還售賣室內植物，草本植物，種子和球莖。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Het Rijksmuseum Amsterda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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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和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寧恩

美術館並稱荷蘭的三大美術館。 

※營業時間:09:00-17:00 / 門票: 成人€20 

第 5 天   阿姆斯特丹(機場取車)---贊丹---福倫丹---羊角村(今日

開始租車自駕) 

今日開始荷蘭自駕之旅，第一站來到贊丹: 



 

風車村-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其在阿姆斯特丹北方 15 公里，便可看到贊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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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房子，古老的造船廠，製作木鞋的表演，還有風車，每年吸引著成

千上萬的遊客。250 年前，在這片狹小的土地上，矗立著 800 多座風車。它們承擔著各種工業任務。在五座

風車中，有三座向遊人開放。在桑河上泛舟遊覽，能夠從另一個角度欣賞這些美麗的風車。風車村內的博物

館包括木鞋製造廠、白蠟製造廠、麵包房、奶酪和乳製品作坊以及 100 多年的雜貨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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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參觀荷蘭著名的乳酪工廠的乳酪製造過程。 

贊瑟斯博物館 Zaans Museum 

贊瑟斯博物館將帶您體現荷蘭境內一個聞名的景點。這是一個充滿風

車、綠色小木房、無垠遠景的荷蘭。 

在博物館的中心坐落著維卡特體驗中心（Verkade Experience），這

是一個老幼咸宜的好去處。您在此彷佛置身於 20 世紀初的巧克力和

曲奇餅工廠，裡面安裝的最初的機器還在不停運轉。博物館在 1998 年建成，其目的是保存贊瑟斯河畔的歷

史文化。博物館展出民居和工業文化歷史，以及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贊瑟斯博物館在地理上和內容上都與

贊瑟斯漢斯緊密相連，通過典型的荷蘭風景反映出贊瑟斯地區的真實歷史，讓遊客和參觀者能更深入了解贊

瑟斯漢斯文化。 

※營業時間:09:00-17:00 / 門票:成人€12 



 

隨後開車前往福倫丹: 

福倫丹（荷蘭語：Volendam），又譯為沃倫丹，是北荷蘭的一個

旅遊鎮，人口約二萬二千餘人，主要行業為捕魚和旅遊業。捕獲

的魚類通常製成荷蘭式煙燻魚罐頭。前身是個漁村，仍然保留昔

日風味，是阿姆斯特丹居民周末休閒之地，也是到阿姆斯特丹旅客順道游必經之地，市鎮中心的街道，遊人

如雲。過去是艾瑟湖邊的一個傳統的漁村，但由於北海大提壩的阻擋,沃倫丹的漁村功能已經漸漸沒落, 後來

慢慢的轉變為一個觀光業十分發達的商業小鎮。小鎮上有很多照相館, 可提供遊客拍婚紗或是穿著傳統服飾

拍照, 這邊最大的特色是保留了荷蘭傳統漁村的建築風格。福倫丹的建築大多是兩層樓的小木屋, 色彩相當

活潑繽紛。 

福倫丹有家知名的乳酪工廠，裏頭販賣各式各樣的起司，有時間不妨一

探究竟。 

Cheese Factory Volendam 

營業時間: 10:30-17:00 

地址: Haven 25 1131EP, Volendam, The Netherlands 

 

福倫丹之旅後自駕前往羊角村 Giethoorn: 

羊角村，音譯名為希特霍倫，是一座位於荷蘭上艾瑟爾省斯滕韋克蘭的

村莊，在斯滕韋克西南方約 5 公里。羊角村有著「北方威尼斯」和「荷

蘭威尼斯」的美稱。之所以出名，是因為羊角古村沒有道路，以運河和



 

船作為主要交通方式。 

 

   

第 6 天   羊角村 

羊角村位於荷蘭西北方 Overijssel 省，De Wieden 自然保護區內。冰

河時期 De Wieden 正好位在兩個冰磧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

得低，造成土壤貧瘠且泥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植

物不易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

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道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物資，

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 

羊角村又有「綠色威尼斯」之稱，因為水面映射的都是一幢幢綠色小屋的

倒影。這裡房子的屋頂都是由蘆葦編成，這可是比任何建材來的耐用，使

用年數少說 40 年以上，而且冬暖夏涼、防雨耐曬。據說從前蘆葦是窮苦人

家買不起磚瓦而用來的替代品，現在的價格蘆葦可是有錢人家才買的起的建材，價格為磚瓦的幾十倍。而這

裡的地價也早已水漲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大多是醫生、律師等高收入的職業，這與從前苦哈哈的困苦情

況似乎形成一種對比的時空交錯。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謐的村

落，一面聆聽船夫兼嚮導娓娓細說各個房子的歷史與特色，除了欣賞美景外，文化收穫也不少。 

第 7 天   羊角村---梵谷森林國家公園---森林國家公園附近旅館 



 

今日自駕前往梵谷森林國家公園 Nationaal Park De Hoge Veluwe : 

荷蘭梵谷國家森林公園是一座荷蘭國家公園，位於海爾德蘭省，

大部分位於埃德的行政區劃內，靠近埃德，阿納姆和阿珀爾多倫

三座城鎮。 該公園曾是荷蘭最大的私有保護區，是西北歐最大的

低地自然保護區。被稱為荷蘭的綠色瑰寶。占地面積約 5500 公

頃，包括石楠地、沙丘以及疏林。來此遊玩的荷蘭人一定會花一整天的時間騎著園區免費的白色腳踏車悠閒

的探索這塊受到國家保護的園區，園內有幾處動物觀察站，幸運的話還可見到森林裡的動物喔！最常被看到

的是成群的野鹿和野豬，通常離車道有一段距離，不用擔心會被衝撞！庫勒慕勒美術館是除了梵谷博物館之

外，收藏有最多梵谷作品的美術館，梵谷知名的三幅星空作品之一：星空下的咖啡露臺即是庫勒慕勒美術館

的館藏之一呢！梵谷畫廊展出不同時期的畫作，值得細細品味。 

 

第 8 天   森林國家公園附近旅館(烏特勒支之旅 / 晚上參觀安妮之家) 

今日自駕前往烏特勒支: 

雖然荷蘭許多的古城都有自己獨立的運河系統，但是烏特勒支的運河卻

更充滿詩意。烏特勒支運河最大的特色在於她的碼頭，這些碼頭的水平

低於一般的道路、臨水之畔，形成獨特的景觀。由運河堤防的階梯而下，

站在碼頭上，遠望河流蜿蜒穿梭一座座的拱橋、古老的建築、悠揚的教堂鐘聲與綠意盎然的所構成的美景，

讓人有「緣溪行、尋桃花林」的衝動。碼頭緊鄰的運河堤防以前是一間間相隔的倉庫，大部分是提防上的人

家所有，而現在這些倉庫大部分都已經改成酒吧、餐館或咖啡廳，而天氣晴朗時，碼頭也變成露天咖啡廳最



 

好的地點。烏特勒支的地理位置位於荷蘭的正中心，是荷蘭交通系統上相當重要的樞紐，許多人對於她的第

一印象就是她超現代感的中央火車站與 Hoog Catharijne 的購物中心。火車站與購物中心相連結，擁有 180

多家商店，可以說是荷蘭最大一座的購物中心，餐廳、流行服飾等應有盡有，而這棟巨大的建築物外正面對

著 Jaarbeurs 會議中心與 Herman Hertzberger's Vredenburg 音樂中心。烏特勒支地方旅遊局（VVV 

Utrecht）也在火車站附近。 

 

第 9 天   森林國家公園附近旅館---鹿特丹(小孩堤防 / 今日還車) 

今日自駕前往鹿特丹: 

鹿特丹（Rotterdam）是歐洲最大的港口和荷蘭第二大城市。同時，它也是

一個低於海平面的城市，40%的面積都低於海平面。在這個城市裡，大部分

的建築都在二戰中被摧毀。戰後，人們開始修復和重建了一些建築物，同時

還新建了許多著名的現代化建築。因此，它還被譽為“歐洲較現代化的城

市。步入鹿特丹，宛如置身於一座新興的大城市。它的城市建設規劃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佈局實

施的，建築物基本上是戰後新建的，外觀新穎別緻，大多為西歐風格，造型獨特，異彩紛呈。市區有規模宏

大的銀行、保險公司和國際貿易中心機構。在老城區，許多街道路面是用石頭鋪成的，保留數百年前的風貌。

鹿特丹是一座位於馬斯河沿岸的城市，市內河道很多，有各種各樣的船隻停泊在河邊。在建築物近旁，在河

畔，在橋邊，荷蘭獨特的風車隨處可見，構成一幅幅如畫的景色。 



 

隨後前往世界遺產-小孩堤防風車群 Kinderdijk: 

小孩堤防的風車自 14 世紀末就開始興建，不過現存的風車大約是 1738

年至 1740 年興建的，共有 19 座。雖然它們看起來都長得一樣，不過彼

此的相對位置呈「風車步間（molengang）」的形式，也就是排一直線，

地勢愈來愈高，這樣才有把水排到堤防外的功能。1997 年，它們以「小孩堤防-埃爾斯豪特風車群（Mill 

Network at Kinderdijk-Elshout）」的名稱正式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受到最高等級的保護。 

風車博物館 Museum Mill Nederwaard 

小孩堤防世界遺產的每座風車都十分地不同尋常。其中，這兩座風車博

物館更是出類拔萃。Nederwaard 和 Blokweer 這兩座別出心裁的風

車博物館，更能讓您邂逅歷史的魅力，讓您了解磨坊主的傳奇生活。昔

日風車變成活靈活現的小孩堤防風車博物館，為您展現歷經數百年風雨洗禮的滄桑！ 

※營業時間：09:00-17:30/門票：9€ 

第 10 天   鹿特丹(市區觀光) 

今日暢遊鹿特丹: 

林班街 Lijnbaan 

這裡號稱是歐洲第一個行人徒步商業區。不只是林班街本身，附近幾條街都可以逛，包括大家熟悉的 H&M、

ZARA 等都能在這裡看到。 

聖勞倫斯大教堂 Late Gothic 



 

聖勞倫斯大教堂 (1449-1525) 是中世紀市中心遺留下來的唯一建築。約 

1525 年落成，但在 1940 年 5 月的砲擊中嚴重受損。現在，教堂與周圍的

新建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了常規的教會禮拜之外，教堂中現在還舉辦名為

“A monument full of stories”的長期展覽。 

教堂附近步行即可抵達方塊屋.鉛筆屋.水管屋。                                                  拱

廊市場 Markthal  

這座馬蹄形的建築物已經成為鹿特丹新地標，於 2014 年開幕，這間具有

藝術感的建築已經顛覆了大家對於傳統市場的想像，牆上的壁畫是亮點。

面上的意思就是市集、市場，也有人翻譯為拱廊市場，新市場裡有許多美

食跟餐廳，荷蘭煎餅 Stroopwafel 跟生鯡魚 Haring，都是十分有特色的荷蘭特色美食！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四:10:00-20:00 / 周五:10:00-21:00 /  周六:10:00-20:00 / 周日:12:00-18:00 

白宮 Witte Huis 

白宮是荷蘭城市鹿特丹的一座建築，修建於 1898 年，是一座新藝術運動的建築。白宮高 43 米，共有十層。

這座建築是荷蘭的國家紀念建築。白屋也是鹿特丹市中心少數逃過二戰中德國空襲的建築。 

 鹿特丹海事博物館 Maritiem Museum Rotterdam 

鹿特丹海事博物館是荷蘭南荷蘭省鹿特丹的一家海事博物館。該館於

1873 年由奧蘭治-拿騷的亨德里克親王創建。該館收藏有大量和海軍

歷史以及航海有關的藏品。停泊在該館東南側港口的 19 世紀鐵甲沖

角艦荷蘭皇家海軍比費爾號是該館最吸引人的藏品之一。該館和港口

博物館相鄰。 



 

※營業時間:周二至周六 10:00-17:00 / 周日及國定假日:11:00-17:00 / 周一休館 

門票: €14 

第 11 天   鹿特丹(海牙之旅) 

今日前往海牙觀光: 

海牙國會大廈 Binnenhof 

海牙國會大廈建於 13 世紀，是一個磚結構的建築，左右各有一座塔，

自建成後一直作為荷蘭伯爵的居所。 1585 年成為國會所在地，並成

為荷蘭政府的象徵性標誌。內院本來是伯爵古堡的庭院，置身其中，

完全感受不到一絲絲國會建築的肅穆，倒讓人更有幾分像是參觀歷史悠久的古堡時的那般閒適，體會到歷史

與現實的交融。 

騎士之館 Ridderzaal 

建於 13 世紀時期為一座哥德式的建築，是國會議事堂的心臟建築，原本是

荷蘭公爵佛羅里斯五世的宴會廳，現已用做皇室年度國會開幕禮的演講、重

要國宴或典禮場所；騎士樓左側為休戰廳，是為了紀念西班牙休戰十二年而

建，騎士之館後為國會議事堂中心部份，城內色彩豐富線條簡潔；漫步於周邊河畔除了感受濃濃古典雅緻的

景緻外，河畔四周的各種藝術雕像品讓人耳目一新。 

霍夫維弗湖 Hofvijver 

霍夫維弗湖是海牙市中心的一個人造湖。它的南側坐落了荷蘭國會議事



 

堂（內庭）和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西側是外庭，東側和北側分別接短維弗堡街與長維弗堡街。十三世紀時，

一群荷蘭伯爵在沙丘附近挖掘出一個天然水體，是為霍夫維弗湖的前身，後漸漸擴展成為今日的湖體。挖出

的沙被運往湖水北側堆疊，成為後來的長維弗堡街，今日保留了許多十八世紀時建造的宅邸。 

 

De Passage 購物街 

De Passage 購物街擁有 115 年的歷史，是荷蘭較古老的購物中心之一。

這裡匯聚了眾多世界品牌店。在這裡購物，您會有穿越到荷蘭一百年前

的感覺。 

 

 

 

馬德羅丹小人國 Madurodam 

馬德羅丹小人國位於海牙市，靠近知名的席凡寧根沙灘海岸

(Scheveningen)。馬德羅丹小人國就像是整個荷蘭濃縮成的一個城市，在

這裡您可以一次將荷蘭盡收眼底。阿克馬的乳酪市集、海牙和平宮、烏特勒

支的圓頂大教堂、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旁的皇宮、國立博物館、運河沿岸的古老建築，還有三角洲大堤防等，

所有荷蘭著名的觀光景點都以 25:1 的比例，模仿實體建造並陳列在美麗的庭園中。 

※營業時間: 09:00-20:00 / 門票: €17.50 



 

第 12 天   鹿特丹---布魯塞爾 (今日開始啟用荷比盧 4 日卡) 

今日中午搭車前往布魯塞爾，隨後布魯塞爾市區觀光: 

布魯塞爾市區觀光：原子模型紀念塔---此為萬國博覽會的會址，與象徵

性建築之所在。隨後您可參觀布魯賽爾最老的市民---尿尿小童雕像，據

說是布魯塞爾的城市救星，也是比利時這個國家的小天使、黃金廣場是

被浪漫派大師--雨果譽為全歐洲最美的廣場之一、市政廳廣場及周邊金

壁輝煌的建築，烘托的更美觀而雄偉，令人激賞。黃金廣場旁邊的貝爾長廊 Galeries Saint-Hubert 建於 19

世紀，和米蘭的艾曼紐二世拱廊有一曲同工之妙，商場內有許多的巧克力店、古董與精品，來到巧克力王國

比利時，別忘了買一塊巧克力品嘗看看。布魯塞爾市政廳 Stadhuis 

布魯塞爾市政廳是布魯塞爾市市政廳，乃始建於中世紀的哥德式建築，坐

落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廣場中間。 該市政廳最古老的部分是其東翼。該

翼與小鐘樓一起都是在雅各·范·蒂寧指導下始建於 1402－1420 年，此後

的增建並非最初預見。但是，工藝同業公會准入這座傳統上的貴族城市政

府可能激起了擴建建築的興趣。 

尿尿小童 Manneken Pis 

又譯為撒尿小童像、小于連或小于廉，是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市標。這座聞名於

世的小男孩銅像是一座落於市中心步行區的雕像及噴水池。這個五歲小孩身材的雕

像不大，但有將近四百年的歷史。現今的雕像是 1965 年的複製品，原始雕像則



 

被置於布魯塞爾城市博物館里。 

 

聖休伯特拱廊街 Galeries Saint-Hubert 

聖休伯特拱廊街，又譯聖於貝爾長廊，是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一個

著名的修建於 19 世紀的商場，其建築風格類似聖彼得堡的帕薩茲拱廊街

和米蘭的埃馬努埃萊二世拱廊街。 

布魯塞爾市區觀光後，隨後搭車前往花都---巴黎。 

 

 

 

●荷比盧三國國鐵券使用說明:  

1.若您使用的是連續票種，自車票上所標示的 First Day (第一天使用日) 起即可直接持票登車。若您使用 

 

 

第 13 天 27 May  布魯塞爾(根特 Gent 之旅) 

今日前往根特市區觀光 : 根特市中心 Ghent City Center  



 

根特（ 荷蘭語：Gent，pronounced /法語：Gand）（舊譯岡城、崗城、崗省）是比利時佛萊明大區的一

個自治市，也指這個自治市中的根特城。根特源於利斯河和斯海爾德河匯合的凱爾特定居點。中世紀時，因

為羊毛和亞麻產業發展蓬勃，根特成為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當時根特也具有儲存糧食的權利。16 至 18 世

紀末根特遇上了經濟方面的挫折。棉花產業卻讓根特變成歐洲的第一座工業城市之一。 

根特自治市據 2015 年 4 月統計有人口 25 萬 4 千，為比利時第二大自治市，它地處交通要衝，歷史悠久，

現在仍為旅遊勝地。 

根特鐘樓 Het Belfort van 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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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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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巴夫主教座堂 St. Baafskathedraal 

該建築建立在木結構的聖若翰洗者小堂的基礎上，後者於 942 年由圖爾

奈和努瓦永主教 Transmarus 祝聖。1038 年，小堂擴建為羅曼式建築風

格。原始結構和此次擴建的痕跡在地穴仍很明顯。在隨後的 14 至 16 世

紀期間，逐漸擴建為哥德式建築風格，到 1569 年 6 月 7 日完成。 1539 年，由於反抗查理五世，老修道院



 

遭解散，成為聖巴夫教堂。 

聖米迦勒教堂 Sint-Michielskerk 

聖米迦勒教堂是位於比利時城市根特的一座羅馬天主教的教堂，外觀為

哥德式建築，內部裝飾華麗。這座教堂在 12 世紀初期曾兩次被燒毀但得

到重建。現在的教堂建築可能修建開始於 1440 年。教堂內有很多巴洛

克風格的藝術品。 

 

第 14 天   布魯塞爾(布魯日 Brugge 之旅) 

今日上午您可穿越時空隧道來到中世紀風味洋溢的古城--布魯日，

市中心的馬克廣場及矗立一旁的鐘樓是遊覽的最佳起點，聖血教堂

的神蹟傳說則更添布魯日的傳奇色彩，您可安排一趟運河遊船，將

各式美麗的建築與河景一次看盡，您更可以利用短暫的自由活動時

間，充份感受布市的悠閒氣息。下午前往布魯賽爾。 

 

布魯日鐘樓 Belfort 

布魯日鐘樓是比利時布魯日歷史中心的一座中世紀鐘樓，也是該市最突

出的標誌。布魯日鐘樓過去用來收藏珍寶和市政檔案，以及用來觀測火



 

情及其他危險狀況。一條狹窄陡峭的，366 級台階，通往 83 米高的頂部。 鐘樓的兩側和後部是原來的市集

大廳，這是一座長方形的建築物，寬度只有 44 米，進深卻有 84 米，還有一個內院。 

※開放時間:09:30-18:00/門票:12€ 

聖血聖殿 Basilica of the Holy Blood 

聖血聖殿是一座羅馬天主教的宗座聖殿，位於比利時城市布魯

日。最初興建於 12 世紀，作為弗蘭德伯爵宮殿的小堂，這座教堂

收藏有亞利馬太的若瑟收集的聖血遺物，由弗蘭德伯爵阿爾薩斯

的蒂耶德里克從聖地帶回。興建於 1134 年到 1157 年，1923 年

升格為次級宗座聖殿。 這座 12 世紀的聖殿位於城堡廣場，由上下兩座小堂組成。 

※開放時間:09:30-12:30/14:00-17:30/門票:免費入場，博物館:2.5€ 

城堡廣場 Grote Burg 

城堡廣場是比利時城市布呂赫的一個廣場，位於古城中心。此處原是一個

堡壘，位於幾條羅馬道路的交匯處，占地約 1 公頃，是布呂赫城市最古老

的核心之一。阿努爾夫一世（889-965）建造城堡，城堡內北部又修建了

聖母教堂和聖多納廷主教座堂。城堡廣場沿用了城堡的兩個功能：南半

部的民政功能，以及北半部的宗教功能。廣場周圍是一些歷史建築，包

括市政廳，前民事登記處，聖血聖殿等。 



 

聖救主主教座堂 Sint-Salvatorskathedraal 

聖救主主教座堂是天主教布魯日教區的主教座堂，位於比利時的布魯日。 聖救主主教座堂在歷史上進行了

修改和翻修。這座教堂建立於 10 世紀，原本只是普通的本堂區聖堂，到 19 世紀才獲得主教座堂的地位。

早期的主教座堂是位於最中心的聖多納廷主教座堂，位於市政廳對面，在 18 世紀末，法國人占領了布魯日，

廢除了主教並拆毀主教座堂。 

第 15 天  布魯塞爾---盧森堡 

今日午後前往盧森堡，盧森堡的面積大概為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加總，是

歐洲大陸唯一的大公國，也是繼布魯賽爾和史特拉斯堡後被稱為歐盟第

三首都。盧森堡市中心被河流切穿，一邊為新城；一邊為舊城， 老城

區整個倚附在峽谷懸岩上，站在市中心就可以看到低地的堡壘和河谷，

高聳的綠樹生長在峽谷中，整座城市猶如置身在森林，環山面水的地理環境，面積雖小卻充滿風情。 

柏克砲台 Bock 

博克砲台是位於盧森堡首都盧森堡市歷史城區的一座砲台。1867 年之後，

雖然盧森堡要塞被拆除，但博克砲台的部分建築仍然得到保留。現在博克砲

台是盧森堡著名的旅遊景點。 

 

盧森堡聖母院 Kathedral Notre-Dame 

聖母主教座堂是位於盧森堡首都盧森堡市的一座羅馬天主教的教堂，之前是



 

一座耶穌會教堂，奠基於 1613 年。這座教堂是盧森堡唯一的一座主教座堂。教堂是一座典型的後期哥德式

建築，不過也融入了不少文藝復興式元素。在 1935 年至 1938 年期間，教堂進行了擴建。 

 

大公宮 Groussherzogleche Palais 

大公宮是位於盧森堡南部盧森堡市的一座宮殿，也是盧森堡大公的官邸

及主要辦公場所。在 1572 年至 1795 年期間，大公宮曾是盧森堡市的市

政廳。1890 年後，這裡成為盧森堡大公的宮殿。二戰期間這裡被納粹佔

領。在二戰之後再次成為大公宮殿並得到修復。 

 

第 16 天   盧森堡 

今日全天盧森堡市區觀光: 

國家歷史藝術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Art 

在盧森堡著名的國家歷史藝術博物館，收藏了豐富的藝術品及手工藝品，時

間橫跨該國精彩的歷史。該座博物館建於 19 世紀中葉，以收藏考古遺物、

藝術品、各時代的手工藝品及古代硬幣著稱。穿梭在引人入勝的展品之間，

於心中描繪盧森堡各個世紀的樣貌。進入博物館新潮的方塊狀建築內，細細

品味明亮的展覽廳。在這些通風良好的展廳內觀賞琳瑯滿目的盧森堡藝術品，包括現代藝術的傑作、後印象



 

派的水彩畫及雕塑品。步行下樓或搭乘電梯前往較低樓層，發掘深入地下的穴居。這些展廳是以模仿考古研

究的開鑿方式，穿鑿建築物的地底岩石而建成，這裡展示了一系列令人讚嘆的考古遺物。 

※營業時間: 週二.週三. 週五. 週六. 週日:10:00-18:00 / 週四:10:00-20:00 / 週一閉館 

   門票:€5 

沃邦莊園 Villa Vauban 

沃邦莊園是一座位於盧森堡盧森堡市的美術館，現在得到了翻新和擴建。沃邦莊園展示 18 和 19 世紀的繪

畫美術品，展品來自私人收藏。 

※營業時間: 週一.週三. 週四. 週六. 週日:10:00-18:00 /  

   週五:10:00- 21:00 / 週二閉館  

    門票:€5 

 

憲法廣場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憲法廣場，在峽谷邊的憲法廣場是觀賞盧森堡大峽谷的好地方。站在憲法廣

場最高點上，放眼眺望，身邊不遠就能望見兩座最大橋樑，阿道夫橋和夏洛

特橋，它們懸於絕谷上，攀過峭壁，連接著新舊城區，氣勢如霓如虹。憲法

廣場的英雄紀念碑是 1923 年完工。當時是為了紀念一戰中所陣亡的 3,000 名盧森堡士兵，而在二戰被毀壞

之後重建，因此就具有了雙重的意義。紀念碑有 12 米高，上面的勝利女神像是

出自本地藝術家克勞斯之手。在憲法廣場的兩個角落，則分別為貝特留斯砲台



 

及貝克砲台的地下入口處，而其對面則為聖母教堂。 

盧森堡古堡 

盧森堡古堡久經戰火洗禮，是兵家力爭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它始建於 1644 年，40 年後由法國

工程師擴建，最後由奧地利人完成全部工程。古堡下面鑿有 20 多公里長的地道，都是從堅硬的岩石中開鑿

出的。其中防禦通道建立在不同層面上，向下延伸 40 米，工程十分浩大。這個被稱為"北部的直布羅陀"的

防禦體系，在 199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營業時間:10:00-17:00 / 門票€3 

第 17 天  盧森堡---TGV---巴黎 

今日上午繼續盧森堡市區觀光，下午搭 TGV 前往花都巴黎。剛到巴黎，建議今日不要安排過多行程，以輕

鬆方式，先認識一下這繁華都市。 

香榭麗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或稱 les 

Champs-Élysées；或譯香榭麗舍大道），位於城市西北部的第八區，

被譽為巴黎最美麗的街道。「香榭麗舍」原意是希臘神話中聖人及英雄

靈魂居住的冥界中之至福樂土。香榭麗舍大道起始於協和廣場，廣場上矗立有方尖碑，大街由東向西延伸

1915 米，前半段較平坦，接著有一段上坡直到戴高樂廣場，廣場中心屹立著凱旋門。巴黎 12 條大街都以凱

旋門為中心，向四周放射，氣勢磅礴，為歐洲大城市的設計典範。凱旋門高 49.54 米，寬 44.82 米，厚 22.21

米，中心拱門高 36.6 米，寬 14.6 米。在凱旋門兩面門墩的牆面上，有 4 組以戰爭為題材的大型浮雕：「出

征」、「勝利」、「和平」和「抵抗」；其中有些人物雕塑還高達五六米。凱旋門的四周都有門，門內刻有跟隨

拿破崙遠征的 386 名將軍和 96 場勝戰的名字，門上刻有 1792 年至 1815 年間的法國戰事史。凱旋門的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E7%AC%AC%E5%85%AB%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7%A5%9E%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5%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3%E7%A6%8F%E6%A8%82%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4%E5%92%8C%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5%B0%96%E7%A2%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9%AB%98%E6%A8%82%E5%BB%A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6%97%8B%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BF%E7%A0%B4%E5%B4%99


 

門上可以乘電梯或登石梯上去，上去後第一站有一個小型的歷史博物館，裡面陳列著有關凱旋門的各種歷史

文物以及拿破崙生平事蹟的圖片和法國的各種勳章、獎章。另外，還有兩間配有法語解說的電影放映室，專

門放映一些反映巴黎歷史變遷的資料片。再往上走，就到了凱旋門的頂部平台，從這裡可以鳥瞰巴黎名勝。 

 

協和廣場（法文：Place de la Concorde），法國巴黎市中心塞納河右岸

的一個大廣場，廣場由 Ange-Jacques Gabriel 於 1755 年設計，始建於

1757 年,是一個由護城河環繞的八角形，介於西面的香榭麗舍大街和東面

的杜伊勒里宮之間。廣場上充滿了雕塑和噴泉，1763 年以當時的國王命

名為路易十五廣場（Place Louis XV）。1748 年，廣場上豎立起國王的騎馬雕像。 

杜樂麗花園是法國巴黎一座對外開放的庭園，位於羅浮宮與協和廣場之

間。杜樂麗花園是由王后凱薩琳·德·美第奇於 1564 年時為了興建杜樂麗宮

所設計的。杜樂麗花園於 1667 年首次對外開放，並在法國大革命後成為

公園。從 19 世紀開始，杜樂麗花園成為巴黎人民休閒、散步及放鬆心情的

場所。晚上可搭船暢遊塞納河，欣賞一下巴黎不同的夜間浪漫風情。 

第 18 天   巴黎 

今日準備前往羅浮宮。羅浮宮是當今世上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八百年

來，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地，與時俱進的豐富收藏以及不斷擴建重修

的豪華建築，讓世人難以忽略這座文明和藝術的王城！參觀羅浮宮後，



 

沿著塞納河旁，聖母院就在西堤島上，再從新橋走到藝術橋。 

 

第 19 天  巴黎 

今日建議您前往凡爾賽宮參觀，凡爾賽宮乃是法王路易十四所建造的

全歐洲最壯觀的園林宮殿，也是到巴黎的遊客不可錯過的景點，除參

觀皇宮內部，您更不容錯過其美麗的後花園。午後您返回巴黎，您可

在巴黎鐵塔站下車，步行經過軍事學校、拿破倫靈寢，走過亞歷山大

三世橋到大小皇宮到協合廣場、香榭大道、凱旋門….串起巴黎重要的浪漫景點。 

午後建議您可開啟購物行程: 

造訪聞名全球的時尚之都，絕對不能錯過購物的機會! 前往法國最具規模的

春天百貨公司或拉法葉百貨公司，滿足購物的慾望。 

拉法葉百貨 Galerieslafayette  

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拉法葉 Galeries Lafayette Paris 百貨位於法國巴黎市中心，是地上 7 層地下 1 層的

建築物，每一層樓都設有餐館，7 樓還有夏天才開放的露天餐館，並特別設有華人接待處，購物上十分方便，

大部份的名牌精品都有在此設櫃，可以一次買足並退稅。  

 

 

 



 

春天百貨 Printemps Department  

創建於西元 1865 年的春天百貨是法國巴黎著名的百貨公司，共有三棟建築、共

27 層樓所組成的百貨商場，分別擁有香水、化妝品、家居用品、服裝、配飾、皮

件和男裝等等專櫃，服裝櫃位更以不同風格區分在各個樓層，且更有不定時的促

銷活動和各個時尚風格主題特賣，超過 100 萬以上的商品和 3000 多個著名品牌，是旅客們來到法國巴黎旅

遊不可不去的購物商城之一。 

 

第 20 天   巴黎 

今日您可前往奧塞美術館參觀。奧塞美術館前身為一座火車站，而火

車站的設立是為了方便西南歐旅客的進出﹑停留巴黎而設計的。1977

年龐畢度現代藝術文化中心落成啟用，原來東京宮收藏從印象派到立

體派作品被排除在外，而這些作品亦無法歸納於羅浮宮，在這種情況

再成立一座羅浮宮與龐畢度藝術文化中心間橋樑的新美術館便是當務之急的工作，而奧塞美術館便應運而生

了。隔著塞納河與羅浮宮遙對的奧塞美術館，主要收藏 19 至 20 世紀初的畫作與雕塑，包括莫內、雷諾瓦、

竇加、馬內、秀拉、梵谷等印象派大師的作品。 

下午您可前往蒙馬特區觀光: 

巴黎蒙馬特區 Montmartre 

今日您可前往巴黎北邊的蒙馬特區，此區每個街道都是散步的好去



 

處，從山腳下一路漫步上山沿路都是景點，以下幾個是蒙馬特最為知名不可錯過的景點。聖心堂 

(Sacré-Cœur)、小丘廣場（Place du Tertre）、愛牆，紅磨坊 (Moulin rouge)、雙風車咖啡館(Café des Deux 

Moulins)此為電影《艾蜜莉的異想世界》拍攝咖啡廳、梵谷故居、蒙馬特葡萄園、蒙馬特博物館、達利美術

館..等等。 

聖心堂 Sacré-Cœur Basilica 

聳立在蒙馬特的山丘上的一棟白色教堂，據說供奉著耶穌的聖心，教堂圓

頂是一幅巨大的鑲嵌畫作，也是電影「艾蜜莉的異想世界」中男主角和艾

蜜莉約定拿回相簿的地方。亞歷山大三世橋 (Pont Alexandre III)：巴黎

最美麗的橋樑，連接左岸和右岸，橋上金黃色的雕塑十分華麗，是電影「午

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男主角淋雨散步的場景. 

 

愛牆 Le mur des je t’aime 

巴黎愛牆坐落於巴黎市北蒙馬特高地半山腰上的一個小公園裡。蒙馬特高

地是巴黎文人聚居的地方，這裡有著名的聖心聖殿、紅磨坊。愛牆面積約

為 40 平方米，由 511 塊深藍色的長方形石磚組成，牆上寫滿了「我愛你」，

據說包括 311 種字體和 280 種語言。牆壁左側可以找到三個豎排的中文

「愛」字。在牆的上方有一幅畫，畫中是一位身穿深藍色吊帶裙的女孩，斜倚在一張小桌旁，畫旁邊有一行

小字：「保持理智，勿要強求」蒙馬特愛牆的發起者弗雷德里克·巴隆（Frédéric Baron）是法國一位音樂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9%A9%AC%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BF%83%E5%9C%A3%E6%AE%BF_(%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7%A3%A8%E5%9D%8A


 

以寫愛情歌曲見長。1992 年起巴隆開始收集和記錄下了 1000 多條用 300 多種語言寫就的「我愛你」的手

寫體，並於 2001 年 2 月 14 日情人節建立蒙馬特愛牆。 

 

第 21 天   巴黎 

畢加索博物館（Picasso Museum）在世界上有三座，一座在巴黎，

一座在巴塞羅那舊市區蒙卡答路(Montcada)15 號，另外一座在馬

拉加。法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位於巴黎三區，也就是知名的瑪黑區，

雖藏身於巷弄之中，卻是間三千七百平方公尺的博物館。曾休館五年

整修，於 2014 年以嶄新面貌與大家見面。在這裡收集了許多畢加索的畫作及雕刻作品，館中藏有畢加索的

3500 多幅作品，從油畫到素描、版畫、陶塑，種類非常繁多。除此之

外，還有畢加索的親筆原稿，以及編有他的插圖的書籍。另外，還有一

部分是大師生平所收藏的帕爾哥（Braque）、盧梭（Rousseau）、米羅

（Miro）及雷諾瓦（Renoir）等人的畫作。 

瑪黑區（法語：Le Marais，意為沼澤）是法國巴黎的一個區域，橫跨巴黎右岸的第三區和第四區，傳統的

布爾喬亞區域。1969 年，瑪黑成為第一個保護區（secteur sauvegardé），該區擁有許多博物館，美術館

和歷史遺蹟，大量文學家、藝術家居住在這裡，瑪黑區的藝術、文化氛圍因此濃厚。直至 2013 年，法國老

佛爺百貨集團公司旗下的巴詩威百貨公司(LE BHV MARAIS)正式啟動一項企業文化更新計劃，使瑪黑區又

一次成為了巴黎時尚最前沿的街區，同時也成為了巴黎周末人氣最旺的地方。近年來，隨著國際遊客到巴黎

旅遊的人數增加，瑪黑區也開始成為文化、藝術旅遊、巴黎式購物以及年輕化生活方式的震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3%85%E4%BA%BA%E8%8A%82


第 22 天   巴黎 / 香港 / 台北 

浪漫的巴黎，總讓人充滿得無限的遐想，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今日上午專車

接您前往機場搭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

前往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第 23 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休息吧。歌德曾

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很榮幸能為您此趟

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