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視界假期＊羅亞爾雙堡＊藝術羅浮宮＊中世紀古

城＊運河風車坊＊法比荷十一日 
 

【行程特色】：  

★羅亞爾河住宿 1晚 ★布魯塞爾住宿 1晚 ★阿姆斯特丹連續住宿 2晚 ★布魯日區住宿 1晚。 

  ★巴黎連續住宿 3晚:讓您有時間細細品味浪漫花都巴黎的迷人丰采。(巴黎共住四晚)。 

★去程使用法國航空+回程使用荷蘭皇家航空公司，來回直飛台北不中停曼谷，去程班機於當天抵達巴黎。回程晚班機

整整多出一天時間，有更充足時間細細品味漫遊。 

1．花都頂尖藝術博物館之旅： 

  ★花都巴黎博物館＊『世上最大的美術館－羅浮宮，內藏無數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       

2．遊船之旅： 

  a.★搭乘玻璃遊船飽覽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的阿姆斯特丹。  

3．  大城小鎮主題之旅： 

1.風車村：完整呈現出 17～18 世紀荷蘭人的生活情景，尤其荷蘭著名的乳酪及木鞋製作過程，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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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楓丹白露宮: 楓丹白露宮（法語：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是法國最大的王宮之一，在法國北部法蘭西島地區

塞納-馬恩省的楓丹白露鎮，從 12 世紀起用作法國國王狩獵的行宮。 

4.前往荷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鹿特丹。並安排造訪最新的時尚菜市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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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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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貼心門票安排：羅浮宮、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香波堡、雪儂梭堡。 

5．8 次風味餐，讓您體驗異國飲食文化： 

 (1)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  (2) 百年餐廳傳統料理 (3)漁村炸魚風味餐 (4)法式田螺風味餐  (5)法蘭德斯燉牛肉 (6)

法式三道式*2 次(7)羅亞爾河洞穴餐廳 

◆ 【貼心提醒】 

(1)若有特殊餐食、兒童餐者，請您在報名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少請於出發前七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

以利為您處理。  

(2)因本行程不提供行李員之服務，所以您可省下進出房間的行李小費，和等候送行李的時間。  

(3)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4)高北高接駁：純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力協助訂位，但不保證一定有機位，接駁費用另計。  

(5)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0 人以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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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表適用限定：2019 年 05 月 21.31 日到 06 月 04.11.18.25 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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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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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法國航空，在空服員親切的問候聲中，

飛往浪漫花都─巴黎，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養精蓄銳準備迎接明日精采旅程的開始。 

早餐：不含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MERCURE VELIZY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HOTEL CDG 或 Holiday Inn CDG

或同級 

第 二 天  巴黎－香波堡－雪儂梭堡－杜爾(羅亞爾河區)               
今日用完早餐後，前往羅亞爾河旅行，是法國境內最長的一條河流，河水流過的谷地，分布

大約 140 座的大小城堡，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是人文遺產名單上少見的區域

指定保護型態。迎向輕輕拂來的河風逆流而駛，從容觀賞著羅亞爾河河景，河水淺處一片片

白淨沙洲，在一片葡萄園遠處來到森林中，充滿淒美愛情故事的城堡－★雪儂梭堡，見證了

法國宮廷史上，充滿愛怨情仇的故事。隨著羅亞爾河上潺潺河水，喃喃低訴“六個女人”浪

漫愛情及波旁王朝歷史興起。續往羅亞爾河谷中最大的城堡－★香波堡前進，展現了法蘭西

一世的品味及夢想，據說城堡中央，貫串一樓至屋頂的巨型螺旋式雙梯，出自達文西的設計。

白色的高牆上拱起圓堆塔頂，像戴著一頂頂武士的高盔，陽光映在上面令人想像鐵甲上凜凜

的寒光，法蘭西一世與達文西結晶竟是如此接近。 

【貼心門票安排】：雪儂梭堡、香波堡。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洞穴餐廳西式餐 晚餐：法式三道式 

住宿:MERCURE HOTEL TOUR 或 NOVOTEL TOUR 或同級 

第 三 天  杜爾－沙特爾－楓丹白露宮－巴黎 
早餐後前往位於法國穀倉博斯平原上的沙特爾(Chartres)，◎沙特爾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Dame)中，透過陽光映射進來的光線又稱為沙特之藍(Chartres Bleu)，全法唯有這裡

的彩繪玻璃才能輝映出這樣的色彩，鄰近教堂旁美術館的舊城區可以看見昔日洗衣場的痕

跡，厄爾河水緩緩的流經，在橋上望向大教堂景色更是美麗。接著前往有巴黎後花園稱譽之

◎楓丹白露宮，宮殿原意為美麗的泉水。楓丹白露風景綺麗，森林茂盛，宮殿優雅、風景如

畫，古蹟眾多，是著名的旅遊勝地。自法蘭西斯一世建城之初，即為全法國人目光焦點。寫

實派的聖地◎巴比松；扶疏的苗圃、淡淡的草香，米勒大師的『晚鐘』在此真實呈現；而昔

日畫家群聚的村莊，今日依然維持不變的悠閒。今晚我們將抵達巴黎。 

【下 車 參 觀 】:沙特爾大教堂、巴比松、楓丹白露宮。 

【旅 遊 小 常 識-楓丹白露宮】:楓丹白露宮是法國最大的王宮之一，在法國北部法蘭西島

地區塞納-馬恩省的楓丹白露鎮，從 12 世紀起用作法國國王狩獵的行宮。「楓丹白露」的法

文原義為美麗的泉水。楓丹白露風景綺麗，森林茂盛，古蹟眾多，是著名的旅遊勝地。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法式三道式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MERCURE VELIZY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HOTEL CDG 或 Holiday Inn CDG

或同級 

第 四 天 巴黎(全日自由活動) 
          今日可自費前往參觀世界著名路易十四所建－凡爾賽宮。凡爾賽宮為全歐洲最華麗王宮，

法王路易十四為向歐洲各國炫耀其帝國的繁榮富庶特別興建。接著來到◎聖心堂屹立在蒙

馬特的山丘上，白色的建築莊嚴肅穆、聖潔雄偉，又位於至高點視野開闊、景色迷人。教

堂前的廣場是巴黎最有藝術特色的地方，很多年輕畫家在這裡寫生，你可以找位心儀的畫

家給你畫上一幅畫。到巴黎，不能不造訪西堤島；到西堤島，不能不看◎聖母院。有人說，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北／巴黎 法國航空   AF-557 1025-1820  （飛行 12 小時 55 分) 

回程 阿姆斯特丹／台北 荷蘭皇家航空 KL-807 2050-1455+1  （飛行 11 小時 30 分） 



一看到巴黎聖母院的莊嚴外觀，就像聽到一首雄偉的石頭交響曲。中層有一個大玫瑰窗，

鑲嵌玻璃描述的是聖母瑪麗亞的故事，上層則為兩座著名高塔。高達九十米的中央尖塔與

東西環形殿伸出有如蜘蛛的飛扶壁，也是造型上極為特別之處。巴黎聖母院內的氣氛也令

人震撼，光線透過彩色玻璃窗，與信徒捐燃的蠟燭上下呼應，肅穆而溫馨。接著來到左岸

人文區由法王亨利四世為其王妃所建的◎盧森堡公園與優美的庭院，或是始建於七世紀的

◎聖日爾曼德佩教堂，漫步到聖母院的斜對面即是著名的◎莎士比亞書局，書店內散發了

從 20 年代以來濃厚的巴黎老書店氛圍，書店本身就是到訪巴黎的必去景點之一，然後自從

金城武在此拍攝廣告之後，更加聲名大躁，窄小的空間充滿著競相來此朝聖的遊客。之後

我們推薦自費遊覽浪漫的花都遊河◎塞納河遊船，巴黎的魅力，在於塞納河河岸風光，風

姿婀娜，散發無窮魅力，塞納河兩岸分佈著巴黎地標性的建築物，目前已經為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備註:莎士比亞書店內敬請勿拍照或是攝影 。         

【自 費 行 程】：★凡爾塞宮‐每人自費費用歐元 60歐，含車資、中文導遊解說及預約費+贈

送中式六菜一湯。（凡逢星期一凡爾賽宮休館，或遇特別假日休館或預定客滿時，將更改參觀日期

或前往其他博物館參觀，敬請見諒！）。(請出發前 5天決定並且付款)出發後決定不加贈中式六菜一

湯! 

【自 費 行 程】：塞納河遊船(每人 20 歐)。(請出發前決定並且付款) 

【下 車 參 觀 】：聖母院、聖心堂、盧森堡公園、莎士比亞書局、聖日耳曼德佩教堂。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MERCURE VELIZY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HOTEL CDG 或 Holiday Inn CDG

或同級 

第 五 天 巴黎(浪漫花都市區觀光) 
早餐後前往世上最大的美術館－★羅浮宮，內藏無數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收藏超過３０萬

件以上，收藏從古代東、埃及、希臘、羅馬的美術品，到義大利、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德

國、西班牙等地的繪畫，堪稱世界第一的博物館，在此您可參觀到羅浮三寶－維納斯雕像、

勝利女神像、蒙娜麗莎微笑等著名畫作。展開市區觀光：前往拿破崙的榮光‧◎凱旋門、冰

硬的鋼鐵成為柔美的線條，使它本身贏得了「巴黎貴婦」的渾名‧◎艾菲爾鐵塔、世界最著

名的街道，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街道之一◎香榭里舍大道。更可在此啜飲一杯香濃的咖啡。接

續前往春天或老佛爺百貨公司購物，琳瑯滿目的時裝精品，滿足不同的購物需求。 

【下車參觀】:香榭里舍大道、艾菲爾鐵塔、凱旋門、拉法葉百貨公司或春天百貨公司。 
【門票安排】:羅浮宮。羅浮宮每星期二休館，如遇客滿或特別假日休館時，將更改參觀日

期或前往其他博物館參觀，敬請見諒！  

【旅 遊 小 常 識-羅浮宮 】: 羅浮宮博物館，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擁有藝術收藏達 3.5

萬件，包括雕塑、繪畫、美術工藝及古代東方、古代埃及和古希臘羅馬等 7個門類，主要收

藏 1860 年以前的藝術作品與考古文物。羅浮宮擴建工程，是 1989 年法國大革命 200 周年紀

念巴黎十大工程之一，也是唯一一個不是經過投標競賽而由法國總統密特朗親自委託的工

程。此工程由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玻璃金字塔成為羅浮宮的入口處。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法式田螺餐  
住宿：MERCURE VELIZY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HOTEL CDG 或 Holiday Inn CDG

或同級 

 第 六 天 巴黎－布魯日－布魯日區 
今日接著前往迷人的中世紀小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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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市的中心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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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聖血禮拜堂、MARKT 廣場、市政廳、鐘樓。 



【旅 遊 小 常 識-布魯日】:位於比利時西北部，是西法蘭德斯省省會和最大城市，人口

117,224（2006 年）。在歐洲也被譽為「北方的威尼斯」。2000 年布魯日歷史中心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遺產，布魯日也爭取到了 2002 年歐洲文化之都的頭銜。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 晚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VOLTEL HOTEL BRUGGE 或 MERCURE ROSALARE 或同級 

第 七 天 布魯日區－根特－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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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擁有全歐洲最佳的建築和博物館-

布魯塞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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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魯塞爾。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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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巴夫主座教堂、根特鐘樓、根特市政廳、聖尼可拉斯教堂、根特市集廣場、

香草河岸、穀物河岸、國王之家、黃金大廣場、尿尿小童、市政廳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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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法蘭德斯燉牛肉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MERCURE BRUSSELS CENTER LOUISE或MERCURE BRUSSEL AIRPORT或VAN DER VALK AIRPORT

或同級 

第 八 天 布魯塞爾－鹿特丹－台夫特－海牙－阿姆斯特丹 
今日驅車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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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橙家王朝的榮耀-台夫

特。來到台夫特市中心的◎市集廣場（Markt），東北邊有◎新教堂（Nieuwe 

Kerk）醒目聳立，西南側則是◎舊市政廳（Oude Stadhuis）。接著隨即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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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返回阿姆斯特丹。 

【下車參觀】：和平宮、國會議事堂、騎士樓、方塊屋、時尚菜市場。 
【旅 遊 小 常 識-時尚市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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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漫遊市場 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HYATT PLACE SCHIPHOL 或 VAN DEV VALK A4 HOTEL SCHIPHOL 或 NH HOTEL SCHIPHOL

或同級 

第 九 天 阿姆斯特丹全日市區觀光 
阿姆斯特丹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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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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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爍的鑽石、

珍貴的藝術蒐藏，吸引著全世界的遊客來訪，市區觀光：◎皇宮、◎水壩廣場、◎鑽石切

割研磨加工介紹及鑽石展示(約 1.5HR)。 

【下車參觀】：辛格水上市場、中央車站、皇宮、水壩廣場、鑽石工廠。 
【門票安排】：運河遊船。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百年餐廳荷蘭特色料理 
住宿: HYATT PLACE SCHIPHOL 或 VAN DEV VALK A4 HOTEL SCHIPHOL 或 NH HOTEL SCHIPHOL

或同級 

第 十 天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北海漁村沃倫丹－哈倫－機場／台北 
早餐後隨即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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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驅車前往遊覽環繞荷蘭北部

的北海小漁村；鮮綠的木造房屋、明亮的窗檯搭配白色窗簾，裝飾著可愛的◎沃倫丹小漁

村，而處處建造著紅磚小屋與穿著傳統服裝的農夫，都是值得您留下美麗身影的焦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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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巴坲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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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美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後，再見！爭奇鬥艷

繽紛法比荷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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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風車村、乳酪工廠、北海漁村沃倫丹、哈倫舊市政廳、聖巴坲教堂、市集廣

場。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北海漁村炸魚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機上 
 

第 十一 天  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法比荷十一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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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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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