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比漫遊 小城故事～絕美羊角村、 
鹿特丹之星、鬆餅下午茶 8 日(CI) 

本行程表適用限定：2017 年 10 月 3 日出發(集合時間) 

備註:此行程出發日期為集合日期，航班起飛時間為隔日凌晨，請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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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第一天  台北桃園機場集合               

瀰漫濃郁花語的荷蘭，宛如世外桃源的比利時，更有那千變萬化的法蘭西，總是以悠雅的姿態靜

候您的到訪。今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在空服員親切的問候聲中，飛往荷蘭第

一大城─阿姆斯特丹，準備迎接精采旅程的開始。 

早餐：不含    午餐：不含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10/4  第二天 桃園／阿姆斯特丹～綠村:北海漁村～北海大堤～羊角村 GIETHOORN 

班機於上午抵達全歐洲設備最齊全的國際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抵達後，隨即展開

精彩又豐富的荷蘭比利時七日之旅。 【綠村北海漁村佛倫丹 VOLENDAM】：在築完 Afsluitdjik 北海

大堤壩後，原本的南海早已更名為艾塞湖，但如珍珠項鍊般環繞湖畔的漁村並未因此而沒落，此地仍

舊保有其傳統的風貌，偶有穿著傳統荷蘭服飾的居民就會從您身邊走過，每年吸引無數的觀光客。前

往長 30 公里北海三角洲大海堤，體會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的偉大，不僅彰顯了荷蘭人那種頑強與

大自然博鬥的精神，更在近代環保史上樹立了重要的里程碑。【羊角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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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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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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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照相】羊角村、綠村：北海漁村。 

【特別安排】羊角村運河遊船。 

【行車參觀】北海三角洲大海堤。         

餐食：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北海鯡魚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晚餐 

住宿： APOLLO HOTEL DE BEYAERD  或  Apollo Hotel Lelystad City Centre  或同級旅館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北／阿姆斯特丹 中華航空  CI-073 0005-0715    （飛行 13 小時 25 分) 

回程 阿姆斯特丹／台北 中華航空  CI-074 1620-1155+1  （飛行 12 小時 30 分） 

https://www.apollohotels.nl/apollo-hotel-veluwe-de-beyaerd/
https://www.apollohotels.co.uk/apollo-hotel-lelystad-city-centre/


10/5  第三天  羊角村～100KM～梵谷森林國家公園(單車體驗)～122KM～Designer  

outlet～15km～白村索恩 Thorn～46km～馬斯垂克 

【梵谷森林 De Hoge Veluwe 國家公園】:在這裡您可以漫步享受森林浴，亦可騎單車馳騁於公園

中；內有許多獨特的景觀，以及珍貴的野生動物。您可以自由取用公園內免費的白色腳踏車，42 多公

里的腳踏車道，引導您遊覽公園內的各個景點，或是您可悠閒在國家公園內漫步，深呼吸新鮮空氣。

【Designer outlet】：歐洲連鎖知名的名牌折扣城～Designer outlet! 擁有多達 170 種的設計品牌商

店，包含 Burberry、Gucci、Salvatore Ferragamo、Prada 等世界知名品牌，應有盡有，可滿足您一

圓探索歐洲名品的時尚美夢。【索恩～白村】：位於比利時國境邊，呈現出與荷蘭不同的街景，被稱為

『白色小鎮』。中世紀時這裡曾是王國都城，當時在歐洲擁有尊貴身份的修女多集中於此，現今該城所

保留的純白屋舍和教堂，即是她們堅信白色象徵婦女尊嚴與財富的具體呈現。【馬斯垂克】：荷蘭最古

老的城市因為歐洲聯盟條約在此簽訂而名噪一時。此城三面與比利時和德國國境相接，為平坦的荷蘭

國土中難得一見的丘陵所涵蓋，馬斯河穿過市區，西元前即是古羅馬人建築的渡船地區，成為歐洲著

名交通的要衝之地，因融合各國文化於一身使得成為熱門的渡假勝地。舊城區內保留 13 世紀為了防

禦而建的城牆，有著名的地獄之門是荷蘭僅存最早的石造拱門建築，穿過拱門就是著名的瘟疫屋。馬

斯垂克的市集廣場周圍商店是您不可錯過血拼逛街的地方，各式精品店和紀念品店都藏身在古老房

子。漫步馬斯河畔和舊市區古樸的石板街道、逛逛聖母教堂及舊城門，是遊覽這個中古情懷老城的最

好方式。 

【特別安排】De Hoge Veluwe 國家公園單車體驗(含門票)。 

【自由活動】梵谷森林 De Hoge Veluwe 國家公園、Designer outlet。 

【下車照相】白村、烏特勒支、馬斯垂克。 

餐食：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自理(方便逛街)  （晚餐）荷式奶油烤雞風味料理 

住宿： APPLE PARK HOTEL MAASTRICHT  或  NH HOTEL  或同級旅館 
 

 

10/6  第四天 馬斯垂克～125km～布魯塞爾 BRUXELLES～100km～布魯日 

BRUGGE～107km～安特衛普 

【布魯塞爾】：比利時的首都、歐洲的首都，受到各大國際組織的青睞，紛紛將總部設立於此。然

而不單單如此，在現代化建築的表像下，每個角落都湧動著藝術的元素，不愧為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文

化中心之一。專車首先前往布魯塞爾最精華的部份，也是作家雨果稱它為歐洲最美麗的廣場之一的黃

金大廣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世界文化遺產)，廣場中央可見熙熙攘攘的花市，蔬果市場，廣場

兩側最引人注目的是 90 公尺高的市政府高塔和展示著來自世界各地捐贈的尿尿小童衣裳的國王之

家。隨後領隊將會帶領您共同去尋找尿尿小童的蹤跡，一償您多年夢想未完成的心願。【布魯日】：比

利時的古都，素有《小威尼斯》之稱。於 2000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產。布魯日是

個迷人的中世紀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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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今日歐洲遊

覽勝地也是近來浪漫的觀光客趨之若騖的地方，BURGGE 荷語是《橋》的意思，這個城里佈滿大大小

小的運河，今日的布魯日有 50 座以上的橋是標準的水上都市，布魯日曾經因水而發展，也因河道淤

https://www.novum-hotels.de/hotel-apple-park-maastricht/en
https://www.nh-hotels.com/hotel/nh-maastricht?type=?type=


塞而沒落，卻因此保有它的古樸之美，隨著沿岸建築搭配綠意籐蔓，彷若一幅幅山水名畫至於眼前。

馬克特廣場 Markt Square：布魯日古城的中心和最大的廣場，廣場四周圍繞著 15 世紀極具魅力的荷

蘭風格的建築，是歐洲屈指可數的優美建築之一。 

鐘樓：象徵布魯日的浪漫情調，建於 13 到 15 世紀，被公認為是比利時最棒的鐘樓。7 個多世紀以來，

每 15 分鐘，這裡的鐘就會敲響一次。 

市政廳：是充滿哥德式建築風格，建於公元 1376 年，是比利時最古老的市政廳。正面六扇尖頂穹窿

窗垂直排列，造型新穎，別具特色。聖血禮拜堂：是布魯日最著名的教堂，堂內供奉著耶路撒冷聖地

取回的基督聖血和遺物。每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是耶穌升天節，歐洲各界宗教人士在布魯日聚會，頂

禮膜拜救世主的聖血，成為比利時的重大宗教盛事。 

【行車經過】中國館、日本亭、國王的宮殿。 

【下車照相】黃金大廣場、市政府高塔、國王之家、尿尿小童。 

【下車照相】聖血禮拜堂、MARKT 廣場、市政廳、鐘樓。 

【特別介紹】★★★布魯塞爾鬆餅下午茶★★★ 

比利時鬆餅下午茶：從 13 世紀就傳下來世界知名的甜點～比利時鬆餅，來比利時怎能不品嚐一下???

特別安排老城內鬆餅下午茶，品嚐冰淇淋鬆餅，配上一杯比利時咖啡，香酥鬆軟的口感將讓您對布魯

塞爾除了尿尿小童之外，又多一份特別的回憶。 

餐食：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自理(方便逛街)  （晚餐）比利時淡菜魚排風味餐 

住宿： RAMADA PLAZA ANTWERP  或  Crowne plaza  或  Leopold hotel  或同級旅館 
 

 

10/7  第五天  安特衛普～127km～紅村Haarzuilens～23km～烏特勒支Utrecht～ 

61km～鹿特丹(Markthal 時尚綜合市場) 

【紅村】：位於烏特勒支近郊的哈爾戴連小鎮，由於住家都是以紅白兩色的葉窗和門再加上茅草屋

頂的建築，可愛的造型就像置身於童話世界般，所以又被稱為『紅村』。【烏特勒支】：本是西元一世紀

羅馬人於萊因河上建築的一個軍事堡壘，後來才發展為一個城市。自古以來即為重要的交通樞紐，西

元 7 世紀以宗教重鎮而繁榮，最佳的歷史見證就是古城中心 13 世紀哥德式大教堂。在廣場旁的 14 世

紀鐘塔高 120 公尺，是烏特勒支最醒目的地標，悠揚的教堂鐘聲，與綠葉成蔭所構成美景，讓人有「緣

溪行、尋桃花源」之遐想，我們可再利用閒瑕之餘漫步城區的運河旁及逛逛各式各樣的商家。鹿特丹：

現代化的橋樑、摩登的建築，以及往來於水面上的巨型船隻，是鹿特丹給人的第一印象。鹿特丹不但

是個現代化的港口，也是迷人且具歷史性的城市。【Markthal 綜合市場】：2014 年全新開幕,結合著上

百個美食攤位、15 間商店、8 間餐廳及 1000 平方公尺大尺度彩繪的「新型態綜合市場」。西班牙、

義大利、越南、中華......各國風味餐廳與商店都在此室內市集中，讓您探尋歐洲異國美食及文化風情。 

【下車照相】紅村、烏特勒支。 【自由活動】Markthal 綜合市場。 

餐食：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自理(方便逛街) 

住宿： 四星鹿特丹之星(SS ROTTERDAM)  或  若遇飯店客滿以其他五星飯店替代  或  Hilton 

Rotterdam  或同級旅館 
 

http://www.ramadaplaza-antwerp.com/
https://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us/en/antwerp/anrbe/hoteldetail
http://www.leopoldhotelantwerp.com/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netherlands/hilton-rotterdam-RTMHITW/index.html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netherlands/hilton-rotterdam-RTMHITW/index.html


10/8  第六天 鹿特丹(方塊屋)～79km～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玻璃船遊運河】 

【方塊屋】：是荷蘭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建築，相信只要是看過它的人，沒有人會懷疑這點。於

1978∼1984 年由 Piet Blom 所設計的方塊屋，整座社區共有 51 個方塊單位，建立在一片平台上，而

這片平台橫跨了 Blaak 大道，形成一處特殊的「隧道」。方塊屋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塊塊傾斜 45 度

並間間相連的正立方體，每塊立方體都是一個居住或辨公單位，而架高這些方塊的樑柱及牆壁之間，

則被規劃出 14 個社區性的小巧商店及餐廳，機能性非常齊全。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舊皇宮、▲水壩廣場、▲紅燈區阿姆斯特丹法定的風化區，位於舊教堂

(Oudekerk)附近，許多觀光客抱著開開眼界的心態，來欣賞難得一見的櫥窗女郎。【乘玻璃船遊覽市

區運河】，您可飽覽運河風光，一路上您可看見阿姆斯特丹道地的建築式樣，整齊、美麗的水上人家，

以及天才畫家梵谷最欣賞且時常掛在嘴邊的瑪雷吊橋。結束運河巡禮之後，前往鑽石工廠看看荷蘭人

引以為豪的鑽石切割工藝，世界著名的鑽石之所以變得光彩奪目，很多即是由荷蘭鑽石工廠的切割整

形研磨的加工手續才得以迷倒世人。 

【下車照相】方塊屋。  

【下車照相】水壩廣場、舊皇宮。 

【特別安排】玻璃船遊覽運河～被綠蔭籠罩的水上街道，輝映著５個世紀以來的壯麗獨特的建築式樣，

和美麗的歐式水上人家。一路上您可看見阿姆斯特丹道地的建築式樣，整齊、美麗的水上人家，以及

天才畫家梵谷最欣賞且時常掛在嘴邊的瑪雷吊橋。阿姆斯特丹獨一無二的運河總是對來訪者施以無窮

的魅力。 

餐食： （早餐）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為方便逛街安排自理 

住宿： Corendon Vitality hotel  或  Hyatt palace Schiphol  或  Nh Amsterdam 

Schiphol  或  Van der Valk Schiphol  或同級旅館 
 

 

10/9  第七天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機場／桃園 

【風車村 Zaanse Schans】：想看風車？最理想的去處之一就是桑斯安斯。對觀光客來說這是一個

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如例如乳酪工廠、蕾絲手工藝品店、木鞋工廠等等，相當有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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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鞋工廠－參觀由白楊木挖空製成的荷蘭木靴，大小尺寸齊全您不但可買回去給孩子

穿或送人外更可以當成花器使用，保證令您愛不釋手。 

午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台灣，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

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下車照相】風車村。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機上晚餐 

住宿： 夜宿機上 
 

 



10/10 第八天  桃園 

今日飛抵台北桃園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美好、

難忘的歐洲之旅。 

餐食： （早餐）機上  （午餐）x  （晚餐）x 

住宿： 溫暖的家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

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

作更改，請您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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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