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視界假期荷比法＊風車古城＊花都風情8日(CX)

【行程特色】： 

★阿姆斯特丹住 1晚。★根特住宿 1 晚。★鹿特丹住宿 1晚。 

  ★巴黎連續住宿 2 晚:讓您有時間細細品味浪漫花都巴黎的迷人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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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兩次次遊船之旅： 

  a.★搭乘玻璃遊船飽覽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的阿姆斯特丹。 

 b.★浪漫巴黎的象徵－塞納河遊船。將巴黎一分為二，多達３７座橋跨越左岸與右岸，帶給古今文人騷客 

     許多的浪漫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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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前往小孩堤防，此地為家喻戶曉的故事，親臨此地了解荷人與海爭地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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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塞納河遊船、羅浮宮。 

5．四大風味餐 ，讓您體驗荷比法三國異國飲食文化： 

 (1)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 (2)法式田螺風味餐 (3)漁村炸魚風味餐(4)法蘭德斯燉牛肉風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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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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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北／香港 國泰航空   CX-531 2020-2220（飛行 2小時０分) 

 香港／阿姆斯特丹 國泰航空   CX-271 0025-0620  （飛行１１小時 55 分） 

回程 阿姆斯特丹／香港 國泰航空   CX-270 1310-0610+1（飛行１１小時１０分） 

 香港／台北 國泰航空   CX-474 0810-1000 （飛行 1小時 5０分） 

本行程表適用限定：2017 年 11 月 03.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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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阿姆斯特丹（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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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 

第 二 天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北海漁村（沃倫丹小漁村）－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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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上午緩緩飛抵荷蘭首府城市－阿姆斯特丹，隨即前往阿姆斯特丹北郊

最著名的◎風車村，在此一開放空間的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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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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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返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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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紅燈區更在咫尺之處。 

【下 車 參 觀 】：風車村、沃倫丹、皇宮、水壩廣場、紅燈區、鑽石工廠。 
【貼心門票安排】：運河遊船。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漁村炸魚風味餐(12 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NH HOTEL THE HAUGE、HOLIDAY INN 或 NH HOTEL SCHIPHOL 或同級。 

第 三 天  阿姆斯特丹－65KM－海牙－15KM－台夫特－190KM－布魯日(比利時)－25KM

～布魯塞爾(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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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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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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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布魯塞爾飯店客滿則改住到安特衛普同級飯店，敬請知悉。 

【下 車 參 觀 】：和平宮、國會議事堂、騎士樓、聖血禮拜堂、市集廣場、新教堂、舊市

政廳、馬克特廣場、鐘樓。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淡菜義大利麵餐(19 歐) 

住宿： HOLIDAY INN GHENT EXPO 或 VAN DER VALK BRUSSEL AIRPORT 或 CROWN PLAZA BRUSELL 

AIRPORT 或 RAMADA HOTEL BRUSELL AIRPORT 或 NH HOTEL BRUSELL AIRPORT 或同級 

第 四 天 布魯塞爾－280KM－巴黎(市區觀光) 
今日前往花都巴黎。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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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貼心安排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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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可以自費前往欣賞巴黎最浪漫豪華的—瘋馬或麗都或紅磨坊夜總會，五花八門的舞台設

計，極具聲光效果的背景，及身材均勻妙齡歌舞女郎，配合香檳美酒，構築成全世界最浪漫

的夜晚，保證值回票價。 

【下車參觀 】:香榭里舍大道、艾菲爾鐵塔、凱旋門。 
【門票安排 】:塞納河遊船。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MERCURE PARIS VELIZY 或 BEST WESTERN PLUS VELIZY 或 MECURE VELIZY 或 HOLIDAY INN 

MARNE LAVALLEE 或 BEST WESTERN CDG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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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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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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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法式田螺風味餐(20 歐) 
住宿：MERCURE PARIS VELIZY 或 BEST WESTERN PLUS VELIZY 或 MECURE VELIZY 或 HOLIDAY INN 

MARNE LAVALLEE 或 BEST WESTERN CDG AIRPORT 或同級 

第 六 天 巴黎－280KM－布魯賽爾－140KM－鹿特丹 
今日驅車前往布魯塞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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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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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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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市場，更是鹿特丹的新地標!  

【下 車 參 觀 】：方塊屋、時尚菜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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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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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德斯燉牛肉料理(18 歐) 晚餐：探索市集  敬請自理 
住宿：BEDBANK NH ROTTERDAM 或同級 

第 七 天 鹿特丹－20KM－小孩堤防－40KM－阿姆斯特丹機場／香港 
早餐後前往參觀擁有 19 座風車的◎小孩堤防(Kinderdj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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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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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美的行程終有結

束的時後，再見！爭奇鬥艷繽紛荷比法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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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堤防。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機上 

第 八 天  香港／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荷比法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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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