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 VIP 商務艙車導荷比法自由行 10 天】 
 
本行程每日概要： 
1. 台北 / 新加坡  

2. 新加坡 / 阿姆斯特丹(餐廳)  

3. 阿姆斯特丹  

4. 阿姆斯特丹---布魯日---布魯塞爾  

5. 布魯塞爾---巴黎  

6. 巴黎(市區觀光)(餐廳)  

7. 巴黎(凡爾賽宮)  

8. 巴黎(羅浮宮+塞納河遊船)  

9. 巴黎 / 新加坡  

10. 新加坡 /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263,0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0 項 
1. 台北 / 歐洲來回新加坡航空商務艙 機票含稅    

2. 全程司機兼地陪(含地陪薪資+服務費+餐費+住宿費) 

3. 表列旅館共 7 晚 (2 人 1 室 / 含早餐) 

4. 凡爾賽宮門票     

5. 巴黎羅浮宮門票     

6. 巴黎塞納河遊船     

7. 巴黎市區至機場 專車送機     

8. 全程 500 萬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9.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10. 全程 WIFI 分享機 (兩人一機 / 每日 2.5GB / 用完降速 / 隔日恢復)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第 1 天  台北 / 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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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法國之旅。 

第 2 天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今早抵達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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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語：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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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之家 :（荷蘭語：Anne Frank Huis）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間紀念猶太人女孩安妮·弗蘭克的

博物館，這裡也是安妮·弗蘭克一家在納粹黨統治時的躲藏

處。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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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頗多選擇喔~~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荷蘭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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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17.5€ 

梵谷博物館 Van Gogh Museum(需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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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18€ 

 

 



 

第 3 天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 Giethoorn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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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天  阿姆斯特丹---布魯日---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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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天 布魯塞爾---巴黎 

今日上午布魯塞爾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布魯塞爾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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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花都-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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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天  巴黎 (市區觀光)今日巴黎市區觀光 : 您可至凱

旋門、香榭大道、協和廣場略做參觀，沿著塞納河旁，聖母

院就在西堤島上，再從新橋走到藝術橋，欣賞一下巴黎發源

地浪漫風情。下午建議您前往巴黎隨後您可前往巴黎北

邊的蒙馬特區、聖心堂，感受到浪漫的巴黎藝術風情。

手上是否有一串的購物清單仍未達成任務呢？下午您可

在巴黎最有名的歌劇院購物區好好血拼一翻，提醒您可

別忘記在法國同一家商店同一天購買超過 175 歐元，便

可辦理退稅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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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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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  巴黎 (建議行程：凡爾賽宮+市區觀光) 

今日前往凡爾賽宮參觀，凡爾賽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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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返回巴黎，您可前往瑪黑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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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天 巴黎(羅浮宮+塞納河遊船) 

一早打起精神準備前往羅浮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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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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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天 巴黎 / 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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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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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