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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花漾荷蘭 9 天—花車遊行最前線 
童話羊角村│梵谷森林公園│國立美術館│鬱金香花園 

 

 

 

參考航班            國泰航空(CX) 出發日: 2019 年 4 月 19 限定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一 天 國泰航空 CX-531 台北/香港 19：50 21：55 2 小時 05 分 

第 一 天 國泰航空 CX-271 香港/阿姆斯特

丹 

00：15 06：40 12 時 25 分 

第 二 天 國泰航空 CX-338 布魯塞爾/香港  13：25 06：35+1 12 小時 10 分

第十二天 國泰航空 CX-530 香港/台北 08：50 10：45 1 小時 55 分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行程特色 

一、吃在荷蘭 
1. 早餐於飯店內享用。 

2. 午晚餐：中、西式各地風味餐口味相互調配，中式七菜一湯；各地風味餐：三道式+餐桌水。 

3. 荷風肋排餐、漁夫料理、漁村炸魚風味、北荷蘭省傳統料理、羊角村西式料理…花田小鎮料理等等 

4. 3 大遊船之旅：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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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安排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靜村落，特

別安排羊角村運河遊船。 

b.★搭乘玻璃遊船飽覽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稱的阿姆斯特丹。 

c.★鬱金香花園遊船，將各式美麗的花卉美景一次看盡，充份感受花卉爭奇鬥艷構成一幅詩情畫意的絕美

景色。 

5.藝術博物館之旅: 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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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安排搭乘古董蒸汽火車: 彷彿走入時光隧道體驗有如黑白電影情節般的懷舊火車之旅。 

7. 大城小鎮主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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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前往馬斯垂克，此地與比、德毗鄰是荷蘭古老城市，也可以說是很【歐洲】的城市。 

2020 特別安排:花田小鎮直擊花車遊行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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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桃園 / 香港 -4/19                                                           

今日帶著愉快雀躍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客機經香港轉機，飛往荷蘭第一大城-阿姆

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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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倫 -4/20                               

 

今早班機抵達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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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荷蘭典型漁村－◎沃

倫丹，當地居民原賴漁業為生，後因填海造田轉以觀光服務業為主要生計，居民為了吸引觀光

客平時大多身著華麗的傳統民族服飾及保有樸實氣息的漁村，這兒充滿了舊日的荷蘭情調，靠

近港灣處有一幢幢色彩鮮明的低矮木建樓房，一般是兩或三層樓高，房屋外有小花圃窗台；而

小鎮上的房子都蠻可愛的，會讓你好像走進了童話世界裡，整條街的兩側林立著餐館、薯條小

吃與紀念品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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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風車村(木鞋工廠與乳酪工廠)、沃倫丹小漁村、哈倫舊市政廳、聖巴坲教堂、市集

廣場。 

早餐 機上早餐 午餐 北海漁村炸魚風味 晚餐 西式三道式 

住宿 VAN DER VALK HOTEL HAARLEM / HOLIDAY INN / Novotel 或同級 

 

DAY3.                                                                             
       

哈倫 >荷恩++骨董蒸汽火車++梅德布雷克>羊角村>阿培爾頓區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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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前往荷恩來一趟往梅德布萊克的★古董蒸汽火車之旅。古荷恩的美，實在難以用筆墨形

容。以往曾有「荷蘭詩人王子」美稱的符德爾(Vondel)為它寫過詩。要感受北海黃金圈輝煌的

過去，這裡真是再適合不過了。荷蘭黃金時代，自荷恩出發的船隻、商隊，行經七海遠達各海

岸，從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合恩角(Cape Horn)等，與各式各樣不知名的部落進行交

易。至今，荷恩仍四處可見 16、17 世紀時輝煌、繁榮的遺跡，跟以往並無二致。隨後行車前往

羊角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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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能同日而語。體驗羊角村之美，當然是安排★運河巡禮，乘

坐平底木船穿梭寧靜村落。 

【下車參觀】羊角村、荷恩小鎮、梅德布雷克小鎮。 

【門票安排】古董蒸汽火車(如遇滿或關閉，則改參觀庫勒慕勒美術館)、羊角村遊船。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北荷蘭省傳統料理 晚餐 羊角村鄉村西式 

住宿 Van Der Valk Zwolle/Bilderberg De Keizerskroon/Van Der Valk hotel Wolvega 

Heerenveen 或同級 

 

DAY4.                                                                             
       

阿培爾頓區> 梵谷森林公園 >SHOPPING OUTLET>馬斯垂克 -4/22                       

 

早餐後前往★森林國家公園，是荷蘭最大的生育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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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外圍就是雕塑公園，面積很大。如果喜歡多走走路的人，可以

好好逛逛雕塑公園。進入美術館一定要寄物，不須用到的東西最好留在巴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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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行前往荷蘭最古老的城

市馬斯垂克。馬斯垂克可以說是最「不像荷蘭」的一個城市，不過您可以說她是個很「歐洲」

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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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林伯省之省會，濱臨馬斯河邊，風景如畫，參觀◎聖瑟瓦士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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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的書店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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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SHOPPING OUTLET、聖瑟瓦士橋、天堂書局、地獄門、市集廣場、舊市政廳。 

【門票安排】森林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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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 荷風肋排餐 

住宿 SELECT HOTEL APPLE PARK / VAN DER VALK HOTEL MAASTRICHT/NH HOTEL 或

同級 

 

DAY5.                                                                             
       

馬斯垂克 > 烏特勒支 > 阿姆斯特丹-4/23                                       

 

今日前往德哈爾古堡(Kasteel De Haar)位在烏特勒支附近的一個叫 Haaruilens 的小鎮。

Haaruilens 又有「紅村」之稱，因為村內每一家的窗門都漆成紅白色的斜橫條，這樣特殊的標

誌是來自於德哈爾古堡 Van Zuylen 家族的傳統。德哈爾古堡城堡是很典型的中世紀城堡，尖聳

的高塔，★宮廷式花園外有護城河圍繞以及懸吊橋，彷彿童話世界中的夢幻城堡。來到位於荷蘭

中部，有近二千年的建城歷史，同時也是荷蘭第四大城的烏特勒之。來到高達一百一十二公尺

的◎主教塔（Domtoren），這座宏偉高聳的哥德式鐘塔，原建於十四世紀，費時六十年完工，

主教塔是烏特勒之舊城區裡最明顯的地標。鐘塔原本與大教堂的主堂相連，但在西元一六七四

年，一場強烈的颶風將主堂摧毀，從此鐘塔與大教堂分離，成為一座孤立的高塔。隨後返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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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著全世界的旅遊愛好者來訪，市區觀光：◎皇宮、◎水壩廣場，更在咫尺之處。前往◎

鑽石切斷研磨加工介紹(約 1.5 小時)等，接著安排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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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皇宮、水壩廣場、中央車站、證卷交易所、鑽石工廠、主教塔。 

【門票安排】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宮廷式花園。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NH SCHIPHOL / COREDON HOTEL/PARK PLAZA SCHIPHOL 或同級 
 

DAY6.                                                                             
       

阿姆斯特丹 > 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海牙/花田小鎮 -4/24                                

 

今早安排前往★國立博物館，該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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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聞名全球的★鬱金香花園，百萬朵鬱金

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的球莖花構成一幅繁茂的色彩，襯以參天的古木樹林、灌木花

叢、優雅的池塘噴泉及雕像，景致壯麗而多采多姿，是攝影者的天堂。我們也特別安排帶您乘★

電動船環遊庫肯霍夫球莖區穿梭四周美麗怡人的園區景觀以便於讓你拍到最美的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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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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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參觀】和平宮、國會議事堂及騎士樓。 

【門票安排】鬱金香花園+電動船、國立博物館。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悠遊花園 敬請自理 晚餐 漁夫料理三道式 

住宿 Holiday Inn Leiden/ Fletcher Hotel Auberge de Kieviet/ NH ZOOTMEER 或同級 

 

DAY7.                                                                             
       

海牙/花田小鎮 >花車遊行最前線>鹿特丹>布魯塞爾                                     

每年的荷蘭總是會舉行許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節慶。最為著名的就是在荷蘭花季(約每年四月下旬)

的花車遊行慶典，花車遊行隊伍自 NOORDWIJK 出發，浩浩蕩蕩地行經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最後在哈倫的市集廣場結束。每年花車遊行有不同主題，遊行隊伍包括二十輛大型花車，三十

輛以多種花卉裝飾的各式名牌汽車、古董車、曳引機及六支管樂隊。大型花車是由荷蘭各公民

營單位提供，也有各國廠商參與，分別以鬱金香(tulip)、風信子(hyacinth)、水仙(narcissus)等

裝飾成各式各樣的造型，每輛花車上都有幾位笑容可掬的荷蘭美女，親切地和路旁觀賞人群打

招呼，吸引無數的照相機和攝錄機。浩浩蕩蕩的花車隊伍帶來五顏六色繽紛的花卉 ...。之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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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菜市場，

更是鹿特丹的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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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球塔是比利時於 1958 年萬國博覽會的地標性建築，其比例是鐵分子

的 1650 億倍，9 個圓球是是代表 9 粒鐵原子，更象徵早期比利時的 9 個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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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塊屋、時尚市集、原子球塔、布魯塞爾大廣場、尿尿小童、市政廳高塔、國王

之家。 

【特別安排】花車遊行(每年裝飾與車輛數量不同、出發地點如果有更動則會隨時調整)。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花田小鎮西式三道式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Hotel Pullman Brussels Centre Midi 或同級 

 

DA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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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 >布魯塞爾機場/香港                        

再見！爭奇鬥艷繽紛荷蘭 9 天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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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旅館內 午餐 機場自理 晚餐 機上套餐 

住宿 機上 

DAY9.                                                                             
       

香港 /台北                     
       

今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感謝您的參與，敬祝健康、快樂! 後會有期。 

早餐 機上 午餐 不含 晚餐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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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需知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最多為 36 人(含)以下(不含機票自理之貴賓台灣地區將 
    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2. 中華料理七菜一湯含茶水；西式料理三道式含桌上水(每四人一瓶)。 

3. 本行程不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可以節省行李搬運等候的時間。 

4. 本行程未含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共 90 歐元／每人。 

5. 本公司為除每位旅客投保履約責任險５００萬／醫療２０萬。 

6. 本公司贈送每位旅客行李綁帶及歐洲轉換插頭各乙只，於您抵達機場後由領隊發送給各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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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甚至魚 

    等，中華餐廳大多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而西式餐廳則以義大利麵為主，無法如 

    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 

    備不時之需。 

9. 一張大床及兩張床的規格及房型數量各飯店大不同，偶有飯店標準兩張床是放在同一大床 

    床架，更於旅遊旺季期間或飯店客滿時，無法提供您所選擇之床型，以上，皆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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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本公司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員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 免收單人房差額。 

11. 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請注意：有些飯店無法保證會有 3 人房型，酒店通常是以 

    房內多擺一張行軍床或折疊床來安排，或無法加床時，敬請見諒並且請告知業務其哪位會 

    拉出來與其他團員同房。 

12.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將向飯店提出您 

    的需求，但無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13. 歐式飯店建築房間規格差異大，或飯店善意升等部分房間，造成團體房間大小不一，此非 

    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14. 高港接駁及加價升等商務艙純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力協助訂位，但不保證一定 

    有機位，其費用另計。 

15. 機票一旦開立後，則無退票價值。 

16.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給予的座位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 

    親友一定會做再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17. 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國家，不得攜帶肉類及乳類物品或加工品入境；室內不可抽菸。 

18. 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 

    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 

    成！ 

19.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 

    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使用輪椅及重殘或個人精神狀態不穩之貴 

    賓，敝公司保有不接受報名一般性團體之權利，請貴賓於付訂前主動向銷售同仁說明自身 

    狀況，如未告知以致公司拒訂，致無法成行，旅客需自行負責，敬請知悉。 

20.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 

    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 

    敬請貴賓們諒解。 

21. 以上表列行程，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我們將以此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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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您 

    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