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鬱金香花園 梵谷森林公園 天堂書局 荷比深度漫遊八日 
 
 

 

參考航班 國泰航空(CX) 出發日: 2020 年 03 月 16 日&18 日限定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國泰航空 CX-530 台北 / 香港 20：20 22：20 

第 二  天 國泰航空 CX -271 香港  /  阿姆斯特丹 00：25 06：20 

第 七 天 國泰航空 CX -270 阿姆斯特丹 / 香港 13：10 06：10+1 

第 八  天 國泰航空 CX-531 香港 / 台北 08：10 10：00 

台北/香港航段為暫定之航班，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行程特色 
★精選荷比雙國特色大城小鎮與多個名列世界遺產景點，深度漫遊雙國風情。 

★特別安排前往 SHOPPING OUTLET，讓想買便宜的名牌精品的您紛紛陷入搶購的氛圍中。 

１．荷比雙國，5 大特色風味，帶您體驗異國經典美食： 

1.漁村炸魚風味 2.羊角村傳統料理 3. 荷蘭烤雞風味+煎餅 4.法蘭德斯燉牛肉料理 

5.淡菜+義大利麵風味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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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角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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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羊角村之美，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靜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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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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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變成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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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往荷蘭 重要的港口城市－鹿特丹。並安排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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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貼心門票安排：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羊角村遊船、庫肯霍夫花園、梵谷森林國家公園。 



 

   

 

 
 

DAY1.   

桃園 / 香港 瀰漫濃郁花語的荷蘭，宛如世外桃源的比利時，總是以悠雅的姿態靜候您的到訪。

今日齊集台 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國泰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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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 

住宿 機上 
 
 

DAY2.   

香港 /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北海漁村～沃倫丹→羊角村→茲沃勒區 班機早上抵達後首先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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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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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荷蘭 具傳統文化代表的◎北海 漁村(沃倫丹)，在此您可以

看到荷蘭人傳統的漁村及富有浪漫情調的漁人碼頭。此處位於艾塞湖 邊的一座如童話般的小漁村，

充滿漂亮且有特色的建築，及數家餐廳及紀念品，有種恍若置身 童話世界的錯覺。午後前往

「綠色威尼斯」之稱的優雅小村◎羊角村。早期羊角村居民為了挖掘 出泥煤塊賺錢，而不斷開鑿

土地，形成一道道狹窄的溝渠，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物 資，將溝渠拓寬，如今水面映

射的都是一幢幢綠色小屋的倒影，形成一幅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 

★搭船暢遊運河及湖泊  ，風景如畫，彷如世外桃源。 

【下車參觀】風車村、北海漁村(沃倫丹)、羊角村。 

【門票安排】羊角村遊船。 
 

早餐 機上 午餐 漁村炸魚料理 晚餐 羊角村傳統料理 

住宿 Golden Tulip Epe/Bilderberg De Keizerskroon/Best Western Het Loo 或同級 
 
 

DAY3.   

茲沃勒>梵谷森林國家公園>OUTLET>馬斯垂克 
 
 

早餐後前往★森林國家公園，是荷蘭 大的生育保護區，建議您可來趟自行車之旅，荷蘭是個陸 

路平坦的國家，自行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選擇在國家公園裡，享受沐浴於大自然中，體驗 



 

 

 

自由自在的荷蘭人生活。（如天候及個人能力許可，您可以自由取用公園內免費的白色腳踏車， 

趁著陽光還在，騎著白色腳踏車盡情在森林小徑裡悠閒地閒繞）。隨後前往◎SHOPPING 

OUTLET。這個 OUTLET 的商店品牌以高階品牌為主，提供數十種名牌全年無休的折扣服務， 

整個購物中心規劃成歐洲小城的模樣，每個品牌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空間，讓消費者擁有舒適 

而寬敞的購物空間。續行前往荷蘭 古老的城市馬斯垂克。 

【下車參觀】SHOPPING OUTLET 

【門票安排】森林國家公園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悠遊公園  敬請自理 晚餐 尼德蘭雞肉料理+煎餅風味

住宿 Select Apple Park/ NH Hotel Maasrricht/Van Der Valk Maastricht 或同級 
 
 

DAY4.   

馬斯垂克(市區觀光)  >布魯塞爾 馬斯垂克位於荷蘭，與比利時、德國毗鄰，是荷蘭 古老的城

市。自古即因位於馬斯河的交通 要衝而繁榮。近年更因為在此地簽署了歐洲聯盟條約，通稱為

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而名噪一時。舖滿中世紀石磚的浪漫購物街道，令人忍不住垂

涎三尺的各國美食， 歐洲的精華可以說皆匯集於此。參觀◎聖色瓦士橋(St. Servaas)以及◎市集廣

場，接著造訪被英國 衛報讀者票選為世界上 美麗的書店之一的◎天堂書店，書店建築由 700 年

的教堂改建而成， 門口設計成一本打開的書引領您進去書店裡感受濃濃中世紀莊嚴的的書卷氣

息。接著前往布魯 塞爾，擁有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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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廣場(Grand Place)被大文豪雨果讚譽為「全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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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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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色瓦士橋、市集廣場、天堂書局、布魯塞爾大廣場、市政廳高塔、國王之家、 

尿尿小童。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法蘭德斯燉牛肉風味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MERCURE BRUSSELS CENTER LOUISE/ VAN DER VALK AIRPORT/ RAMADA 

BRUSSEL AIRPORT 或同級 
 
 

DAY5.   

布魯塞爾>布魯日>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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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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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哥德 

式建築，擁有４７個排鐘的◎鐘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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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阿諾班奈特 (Arnold Bennett) 

說：若要說布魯日與其他城市有何差別，那就是後者不容易找到詩情畫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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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專車前往荷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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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特別的◎方塊屋建築及歐洲 美的◎MARKTHAL        時尚市集，更是 

鹿特丹的新地標! 

【下車參觀】方塊屋、時尚菜市場、馬克特廣場、鐘樓、聖血禮拜堂。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淡菜+義大利麵風味 晚餐 探索市集  敬請自理 

住宿 NH ATLANTA / NH CITY CENTRE/ NH CAPELLE/NOVOTEL ROTTERDAM 或同級 
 
 

DAY6.   

鹿特丹>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早餐後驅車前往★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Keukenhof－佔地二十八公頃，  在  15 世紀時，這裡原本是一位女伯爵

的狩獵領地，當時女伯爵在後院種植了蔬果草藥等烹調食 用的植物，所以庫肯霍夫在荷蘭文原

義是：keuken 廚房與 hof 花園，兩個字合起來的意思。一 直到 1949 年，一群來自麗絲 Lisse 

的花農為創造一個開放空間式的花卉展覽場地，花卉的種類 也因這些人的投入，培育出更多的

品種。其中鬱金香就有約 1,000 多種。每年開放時間花園內 一片片花海，數百萬花朵齊綻放爭、

爭奇鬥艷的壯觀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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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5HR)等。 備註:如鬱金香花園延後開放則改以海牙莫瑞休斯美

術館代替。 

【下車參觀】皇宮、水壩廣場、鑽石工廠。 

【入內參觀】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漫游花園  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HYATT PLACE SCHIPHOL / PARK PLAZA HOTEL SCHIPHOL / NH HOTEL 

SCHIPHOL 或同級。（花季飯店如遇旅館客滿，將改到海牙或鹿特丹同等級旅館) 
 
 

DAY7.   



 

 

 

阿姆斯特丹>機場/香港 

即將結束這幾天的荷比雙國行程，精采豐富的歐洲文化，讓人總是意猶未盡，依依不捨的帶著 

我們瀰漫濃濃花語的行囊及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揮別浪漫的歐洲，飛返可愛 

的家。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機上套餐 

住宿 機上 
 
 

DAY8.   

香港 > 桃園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荷比 8 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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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