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現荷比法 9日(含稅) 
(鬱金香花園、雙宮三遊船、小孩堤防、黃金布魯日、巴黎住三晚) 

出發日與售價: 04/05.12.19.26  05/01.03  65900元 

03/20  61900元    03/22  62900元 

03/27  64900元    03/29  66900元 
 

行程特色 
 

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2018 年 3 月 22 日至 5 月 13 日世界最大且每年只開放兩個月 

每年春天，庫肯霍夫公園就變成了一場視覺的饗宴。上百萬的鬱金香和其他球莖花卉爭奇鬥豔。這是一種適合所有年齡層的美妙

體驗，也是一個值得用相機紀錄的精彩美景。公園裏，錯落有致的花色迎面而來，鬱金香與其他球莖花卉佈滿 80 公畝大的土地，

展現傳統和現代的景觀園藝。在展覽館中展出的花卉更是獨一無二。令人讚嘆的巧思、潮流與特色皆可作為花園造景的靈感。 

註：如遇天候因素(下雨、氣溫)或農夫修整花田等不可抗力因素，鬱金香花未綻開或凋謝，無法欣賞此壯觀美景，則以現場實境為

準，謝謝您的知悉！ 

 
【領先市場最貼心】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

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交通安排】 

 
1.全程搭乘台灣之翼～長榮航空，公台語嘜ㄝ通。 

2.去程巴黎進(直飛不中停)，回程晚班機荷蘭阿姆斯特丹行程多一天(8 小時)雙點進出不走回頭路，其他產品無法取代。 



 
 

【行程特色】 

入住巴黎三晚：兼顧團體旅遊便利與個人旅遊自主，享有自由時間逛街、購物、喝咖啡。 

塞納河遊船、細數兩岸建築：浪漫巴黎的象徵－塞納河。它將巴黎一分為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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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安排風情萬種的塞納河遊船，讓您感受花都巴黎令人迷醉的風光！ 

 

阿姆斯特丹玻璃船遊覽運河：輝映著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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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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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角村遊船：又有《綠色威尼斯》之稱，也有人稱《荷蘭威尼斯》。 

註：遇水位上漲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搭乘遊船，則改以晚餐享用荷蘭在地啤酒乙瓶代替。 

 



 

巴黎羅浮宮(含入內門票及導覽)：內藏無數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驚豔絕世藝術饗宴，體驗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豐富珍藏。羅浮

宮座落塞納河右岸，1190 年時僅為防禦性城堡，十四世紀查理五世改為宮殿，十六世紀弗朗索瓦一世重建後四百年間就不斷整修

擴建，兼有哥德式和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由華裔建築大師貝律銘設計，它是美術館新的入口，也把自然

天光引入古老空間裡，更成為巴黎的新地標。 

凡爾賽宮(含入內門票及導覽)：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所建富華堂皇、極盡奢華的皇宮。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黃金大廣場。 

 
 

比利時最美的度假勝地～布魯日古城。 

 

荷蘭小孩堤防的風車群。 

 
 

【住宿安排】 

特別安排住宿乙晚：鹿特丹之星(SS ROTTERDAM)兩人一室外艙房 

二次大戰德軍入侵荷蘭，為迫使荷蘭投降，德軍轟炸第一大港鹿特丹。幾乎被夷成平地的鹿特丹戰後重建，興起很多大膽而特殊

的建築物，長久以來從中央火車站到市區之間的建設不斷，將鹿特丹蛻變為全新樣貌的現代都市；而鹿特丹在這樣的時空背景，

有了很多新穎的建築創舉。 

註：若當團 SS ROTTERDAM 訂房額滿，則升等 5 星 MANHATTAN HOTEL 或同級代替。 

 

鹿特丹之星是一艘擁有 254 間客房的四星飯店，停泊鹿特丹港，採經典 50 年代風格設計，公共區域提供 FREE WIFI，房間有咖啡

壺、免費有線連接網路、迷你吧和平面電視。您可以在船上參觀其巡航歷史，在寬敞的露台欣賞鹿特丹的港口風光。  

阿姆斯特丹：四星舒適新穎 PARK PLAZA AMSTERDAM SCHIPOL HOTEL  

註：如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布魯塞爾：四星國際連鎖 NH HOTEL BRUSSELS 

註：如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巴黎：四星國際連鎖 PARK INN HOTEL CDG 

註：如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風味安排】 

★法國田螺風味餐：餐前酒(紅酒或白酒)／法式麵包佐橄欖油／開胃菜：烤田螺／主菜：鴨胸肉、魚排、羊排、燉牛肉(四種您可

任選一種)／餐後法式點心：慕斯蛋糕或南瓜派。 

★法國百年地窖餐廳烤雞風味餐。 

★布魯日淡菜魚排風味餐。 

★北海鯡魚風味料理：蔬菜清湯/水煮食蔬/鮮炸魚排/甜點冰淇淋。 

★羊角村地方菜烤雞風味料理。  

溫馨提醒與建議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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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安排也需相互配

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

不悅與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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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

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

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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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歐洲的景點或城鎮，均具有數百年的歷史背景，為顧及其文化、建築之保存及維護，行程

中往往遊覽車不能任意進城或任意停車，許多的遊覽需要以步行來完成，提醒各位貴賓，穿著舒適合腳的鞋子，避免造成步行不

適的現象。 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

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

為準。 

。飯店房間均提供兩小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或三人一室加床(須另外加

價)，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歐洲三人同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12 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加床大多為摺疊

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房間空間本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歐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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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

供，敬請見諒。 

。歐洲旅館的星級評鑑標準，係以基本服務品質外，加上按歷史人文為鑑定主軸，強調建築物本身的歷史價值，鑒於法律規定或

古蹟文化保存因素，不得重建。故一般位於歐洲老城區或特定地區的特色旅館，外觀色調質樸，房間內設備簡單。經整修後，均

呈現古色古香的經典品味，因建築主體架構無法進行改造，以致房間有格局大小不一的狀況。倘部分標準房獲飯店善意升等，非

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歐洲緯度位於北緯 35 度以北，最熱均溫高於 30 度 C 每年不超過 2 個月，歐洲

各國為保護其歷史建築之原有風貌，而限制旅館經營規模，加上歐洲環保觀念甚重，至今歐洲仍有一些飯店並未裝設冷氣空調(寒

冷地區則在冬季供應暖氣空調)，此乃常態敬請知悉！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

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

行，不便之處，尚祈鑑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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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

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

議。 中華航空提醒～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中華航空，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報名時請先向業務詢問.並提供

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功。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

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領隊進行分房（但無法保證）。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

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航班時間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8/03/20 

〔星期二〕  
BR087  台北(桃園)  戴高樂(巴黎)  23:40  07:30+1  

2018/03/27 

〔星期二〕  
BR076  阿姆斯特丹  台北(桃園)  21:40  20:00+1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直飛不中停)巴黎 PARIS(法國) 

相逢自是有緣！今日於桃園機場會合，經領隊細心安排下搭乘長榮豪華客機，直飛巴黎，於空服員的

照料下，平穩的飛行中適度休息，夜宿機上。於次日抵達。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4.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餐 食：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 宿： 豪華客機 

第 2 天 巴黎(藝術聖殿羅浮宮、全日花都～凱旋門、協和廣場、香榭麗舍大道) 

班機抵達入關後，專車接往巴黎市區前往觀百看不厭的羅浮宮。這個世界最大的博物館收藏了人類文

明上最嘔心泣血的藝術結晶。值得您一再重遊並細細品味，其中之蒙娜麗莎的微笑、勝利女神之翼及

維納斯女神等更是不容錯過。安排專業合法執業導遊為您解說博物館的收藏品。讓您了解博物館的收

藏品，從中古世紀以來，一磚一瓦及每一件收藏都標記了法國，乃至於整各歐洲的文明歷程。無論事

神聖的宗教畫、激昂的歷史畫、生動的肖像畫，還是美麗的風景畫，反映出不同時代藝術家的不同觀

照，在這個藝術文明的殿堂裡，得到一些啟發與體驗。 

註：凡逢星期一凡爾賽宮休館，星期二羅浮宮休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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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途經富麗典雅的歌劇院、寬闊堂皇的協和廣場、接著您會看到十二條放射狀的道路，就以香榭里舍大道最為著名。香榭

麗舍大道全長兩公里。從凱旋門到協和廣場之間的香榭麗舍大道，幾乎是觀光客眼中最能代表巴黎浪漫的代名詞，她是巴黎的主

要脈絡，大道上終日車水馬龍，寬廣的林蔭大道旁有許多精品旗艦店及咖啡館，是造訪巴黎必到之處。  



參觀全世界最大的凱旋門，她座落在巴黎市中心戴高樂廣場中央香榭大道上，是拿破崙為紀念擊敗奧俄聯軍於 1806 年下令興

建，費時 30 年才建成。凱旋門高 50 公尺，四面各有一門，門上有許多精美雕刻。  

艾菲爾鐵塔 Eiffel Tower－巴黎的地標，塔高三百二十公尺，位於巴黎市中心的戰神公園，這是一個綠意盎然的公園，從前是練

兵場，也是慶祝節慶活動的地方，後來成為數屆世界博覽會場所。1889 年首屆世界博覽會在這裡舉行，艾菲爾鐵塔即是為了慶

祝世界博覽會開幕而建立的，於 1887 年開始施工，兩年後竣工，距今這座巴黎鐵塔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了。 

【下車參觀】星辰廣場、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艾菲爾鐵塔。 

【行車經過】協和廣場。 

【特色餐食】法式田螺風味餐。 

【特別安排】羅浮宮(入內參觀)。 

餐 食： (早餐) 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 法式田螺風味餐 

住 宿： B.W.HOTEL PARIS CDG 或 HOLIDAY INN HOTEL VERSAILLES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巴黎左岸人文之旅+與時尚來場美麗的邂逅～SHOPPING 購物樂悠遊 

全日巴黎市區觀光。 

【左岸之旅】巴黎的左岸要看的除了風景之外，〝人〞是一定要看的，曾經有人說巴黎因人而美麗，

過了橋的一端，就來到位於大學城邊的左岸。據說當年的印象派與存在主義的大師們，經常在咖啡屋

的一隅，或交談、或討論、或思考…呢，咖啡文化也因此在左岸享有盛名！塞納河左岸充滿人文氣息

的拉丁區，您可以自由地漫步在充滿咖啡香的小巷中，或找間咖啡館輕啜一杯香醇的咖啡!!您可在此

細細品味巴黎獨特的咖啡館文化。 

聖日耳曼大道是塞納河左岸最知名的購物商街，許多國際知名品牌 LV、Christian Dior、Emporio Armani、Cartier……等，在這裡都

可以找的到，相當誘發客人的購買慾，在此的花神咖啡館及雙叟咖啡館也是遊客必訪的地方，花神因為畢卡索的親賴而聲名大

漲，雙叟咖啡館則是作家聚會的地方，法國杜哈斯、克勞岱西蒙等新文學主義、沙特與卡謬的存在主義皆因而誕生。如果您逛累

了，則可到這兩個有名的咖啡館歇息喝杯咖啡，保證你會立刻愛上它！接著前往法國最大之春天百貨公司或老佛爺百貨公司參

觀，享受瞎拼之樂。舉凡國際知名品牌如 LV、CD、EMPORIO ARMANI、CARTIER、GUCCI、BV、機車包、 LONGCHAMP…誘

發您的購買慾；各式香水、化妝品及保養品也是您不可錯過的伴手禮。 

【下車參觀】 盧森堡宮殿、聖日爾曼德佩教堂、聖日爾曼大道左岸。 

【入內參觀】 春天百貨公司、老佛爺百貨公司。 

餐 食：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 宿： B.W.HOTEL PARIS CDG 或 HOLIDAY INN HOTEL VERSAILLES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特別安排】巴洛克宮殿極致～凡爾賽宮、蒙馬特山丘～聖心堂+愛之牆、聖母院 

來到巴黎～怎能錯過巴洛克宮殿！ 

講到法國大家的第一印象肯定是「巴黎」，做為法國的首要之都，更是好幾世紀以來產生法國政經文

化的地方，巴黎不只在實質上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文化及其他層面，更是對法國影響深遠。路易

十四輝煌成就，世界著名的凡爾賽宮。古色古香的陳設擺飾，名家手筆的繪畫及後宮的御花園。凡爾

賽宮原為法王的獵庄，1661 年路易十四進行擴建，到路易十五時期才完成，王包括宮殿、花園與放射

形大道三部分。宮殿南北總長約 400 米，建築風格屬古典主義。立面為縱，橫三段處理，上面點綴有

許多裝飾與雕像，內部裝修極盡奢侈豪華的能事。居中的國王接待廳，即著名的鏡廊，長 73 米，寬 10 米，上面的角形拱頂高

13 米，是富有創造性的大廳。廳內側牆上鑲有 17 面大鏡子，與對面的法國式落地窗和從窗戶引入的花園景色相映成輝。 

午餐後前往位於市區北方的～首先前往巴黎市 18 區，沿著小丘石階來到蒙馬特山丘，這裡是巴黎是最高的地方，山丘高達 137

公尺，我們參觀羅馬拜占庭式的蒙馬特山丘上的白色聖心堂參觀，她可是紀念當年普法戰爭且守護巴黎市的重要教堂。聖心堂後

方巷道靜逸，是您在喧鬧的巴黎市可感受獨有的藝術氣氛。並前往藝術家雲集的畫家村，感受巴黎浪漫的藝術氣息，您可自費任

選一畫家為您畫張畫像、或在露天咖啡座悠閒自在地喝杯咖啡，體會歐洲浪漫風情。  

蒙馬特山丘上的小公園，竟然有著吸引一對對癡情愛侶慕名而來的愛之牆，愛牆的意念始於弗雷德里克，法國一位以寫情歌見長

的音樂家。1992 年弗雷德里克開始收集及記錄 1000 多條以 300 多種語言寫成的「我愛你」，並於 2001 年的情人節建立蒙馬特愛

牆。弗雷德里克早期的歌曲都是在居住在蒙馬特時寫的，因此他選擇以此作為愛牆的歸宿。  

午後回到巴黎市中心漫步前往塞納河中的小島－西堤島，參觀巴黎地區哥德藝術最輝煌的代表聖母院，是巴黎最有代表性的歷史

古蹟、觀光與宗教的勝地，雨果著名的小說《鐘樓怪人》就是以此地為故事背景，挑高的玫瑰花窗，是您不容錯過的重點。而在

門口外的聖母院廣場中，有個原點（Point Zro）紀念物，是法國丈量全國各地里程時所使用的起測點，同時也是當年拿破崙加冕

圖的場景所在。  

【下車參觀】愛之牆、聖心堂、聖母院。 

【入內參觀】蒙馬特、畫家村。 



【風味餐食】百年地窖風味餐廳。 

【特別安排】凡爾賽宮(入內參觀)。 

餐 食： (早餐) 飯店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 百年地窖風味餐廳 

住 宿： B.W.HOTEL PARIS CDG 或 HOLIDAY INN PARIS VERSAILLES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巴黎(浪漫塞納河遊船)～295KM～滑鐵盧 WATERLOO～18KM～布魯塞爾 BRUSELL(比利時) 

上午我們貼心安排浪漫的花都遊河，搭乘正宗的塞納河遊船 BATEAUX—MOUCH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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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船上細細品味兩岸浪漫迷人的風光！更可以拍到人跟巴黎

景物 1:1 的浪漫相片。 

午餐後，專車前往比利時著名的滑鐵盧小鎮。觀光客眼中的焦點即拿破崙慘遭失敗命運的滑鐵盧古戰

場，此地是當年英、法兩軍對峙時，英國威靈頓將軍率領的軍隊之据點。而獅子像山丘是 1824 年後紀

念滑鐵盧戰役時陣亡的比利時荷蘭軍隊將士所建造的人工塚。隨後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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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比利時最年長的公民～尿尿小童的蹤跡，一償您多年夢想未完成的

心願。  

【下車參觀】尿尿小童、黃金廣場、市政廳。 

【下車照相】滑鐵盧古戰場。 

【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住 宿： GRESHAM BELSON HOTEL 或 NH BRUSSELS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布魯塞爾～100KM 布魯日～185KM 小孩堤坊～17KM 鹿特丹方塊屋～鹿特丹之星船屋飯店 

上午前往比利時的古都，素有「小威尼斯」之稱的布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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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ＧＧＥ荷語是「橋」的意思，今日布魯日有 50 座以上的橋是標準的水上

都市，其建築以哥德式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式樣為主體。 

之後前往參觀布魯日的中心廣場ＭＡＲＫＴ廣場，映入眼簾的是充滿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市政府以及象

徵布魯日浪漫情調的鐘樓在廣場東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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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前往保存有 19 座十八世紀風車的小孩堤坊讓你一眼就能同時看見 18 座的風車，夏天 7、8 月期間的每個星期六，18 座風車

還會一起轉動喔！1997 年小孩堤防的風車更正式被聯合國納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明列之中！爾後前往荷蘭第二大城鹿特丹。 

《企劃小語》 

鹿特丹，此市二次大戰德軍入侵，為迫使荷蘭投降，德軍轟炸鹿特丹。幾乎被夷成平地的鹿特丹重建後興起很多大膽而特殊的建

築，長久以來從中央火車站到市區之間的建設不斷，將鹿特丹蛻變為全新樣貌的現代都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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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Piet Blom 於 1978?1984 年所設計的方塊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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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特別安排體驗荷蘭人與海親近的船屋飯店(SS ROTTERDAM CRUISE HOTEL)二人一室外艙房。 

註：若當團 SS ROTTERDAM 訂房額滿，則升等 5 星 MANHATTAN HOTEL 或 HILTON 或同級 

【下車參觀】布魯日古城、MARKT 廣場、聖血禮拜堂、小孩堤坊、方塊屋。 

【風味餐食】布魯日淡菜魚排風味餐。 

【特別安排】鹿特丹之星船屋飯店 SS ROTTERDAM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布魯日淡菜魚排風味餐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 宿： 
四星 SS ROTTERDAM 鹿特丹之星船屋飯店 或 註：若 SS ROTTERDAM 額滿，則升等 5 星

MANHATTAN HOTEL 或 HILTON 或同級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鹿特丹～59KM 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50KM 北海小漁村(佛倫丹)～風車村～20KM～阿姆斯特丹 



早餐後專車前往全球矚目的花卉饗宴~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庫肯霍夫 Keukenhof：15 世紀時是一位歐洲女伯爵的狩獵領地，當時女伯爵在後院廚房種植蔬果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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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將這個地方命名為 Keukenhof。一直到 1949 年當地花農創辦了花卉展覽場地，於是將庫肯霍夫規劃

成可以讓花朵自然生長、吐蕊的花園，每年 9 月底至初霜來臨之前，庫肯霍夫花園會種下 7 百萬顆不

同花種的球莖，其中鬱金香就有約 1,000 多種，在花農的細心照料照顧下，以期待隔年春天，數百萬花朵齊綻放爭、爭奇鬥艷的

壯觀美景。除了鬱金香之外，還有水仙、藏紅花、風信子等球根植物，鮮艷地鋪滿大地，令人賞心悅目。佔地二十公頃的廣大公

園裡，有一座溫室花坊展出來自荷蘭各地得獎的鬱金香爭奇鬥艷，為遊客獻上一場花卉饗宴。 

註：如遇天候因素(下雨、氣溫)或農夫修整花田等不可抗力因素，鬱金香花未綻開或凋謝，無法欣賞此壯觀美景，則以現場實境

為準，謝謝您的知悉！ 

 

續專車前往擁有狹窄運河與巷道的北海傳統小漁村佛倫丹（Volendam），此地儘管在築完 Afsluitdjik 北海大堤壩後，但如珍珠項

鍊般環繞湖畔的漁村並未因此而沒落，許多的漁村仍舊保有其傳統的風貌，而吸引無數的觀光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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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看見穿著傳統荷蘭服飾的居民就會從您身邊走過，讓你會以為你身處在數百年前。 

 

續前往荷蘭風車村（Zaanse Schans）的風車於 1574 年後陸續建立。而目前的風車村新建於 1960 年代，當地人將商店、歷史建

築、農舍、風車及房子都遷移到此地，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村。其中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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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士工廠》參觀起士

製作及成品。今晚夜宿阿姆斯特丹。  

【下車參觀】北海漁村(佛倫丹)。 

【入內參觀】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風車村。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北海魚排料理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 宿： PARK PLAZA SCHIPOL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阿姆斯特丹～世外桃源～【羊角村遊船】+阿姆斯特丹【玻璃船遊運河】晚班機／曼谷 

今日利用晚班機的優勢，我們帶您到荷蘭宛若仙境，有荷蘭綠色威尼斯之稱的羊角村，由小木屋、小

溪，小船編織成一片美麗的水鄉澤國，而位於水道邊的房屋，主人精心整修的庭院，更宛如童話中的

世界，特別安排乘坐※平底船穿梭寧謐的村落，身歷其境才能體會它的美。 

【特別安排】羊角村運河遊船。 

【風味餐食】羊角村地方菜烤雞風味 

隨即返回市區觀光：皇宮、水壩廣場及聞名遐爾的鑽石切割工廠，鑽石切割－鑽石交易早在 16 世紀時

已引進荷蘭，至今阿姆斯特丹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鑽石中心之一。今天，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觀光客和買主，爭相目

睹鑽石的光彩。 

爾後搭乘玻璃船遊覽運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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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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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晝夜，一年四季，阿姆斯特丹的運河都隨時歡迎您來領略她的風采！ 

傍晚前往全歐最負盛名的紅燈區一覽著名的櫥窗女郎。 

【特別安排】阿姆斯特丹玻璃船遊運河。 

【下車參觀】水壩廣場、皇宮、紅燈區。 

【入內參觀】鑽石工廠。 

晚餐之後前往史基浦國際機場，辦理登機及退稅手續，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

夜宿機上。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羊角村地方菜烤雞風味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 宿： 豪華客機 

第 9 天 桃園 

班機於今日抵達中正機場，結束此次旅程。敬祝各位健康！！愉快！！ 

餐 食： (早餐) 機上 (午餐) X (晚餐) X 

住 宿： 溫暖的家 

 



簽證說明 
 

申根免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

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

您的服務人員。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自費活動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法國～巴黎 
巴黎夜總會表

演  

觀賞法國舉世聞名的紅磨坊或麗都歌舞夜總會表演(註：提

前 1 個小時進場)。 

活動時間： 約 100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可請領隊代訂) 

費用包含： 
包含門票、夜間交通接送、飲料、領台小費

等。 

特別說明： 夜總會表演須提前進場，座位由領台人員安

排，須及早預定以免向隅。 

營業時間： 每日晚間 
 

幣別：歐元 

大人：140 

小孩：140 

法國～巴黎 法式海鮮大餐  

品嚐法式經典海鮮晚宴：生冷海鮮拼盤（每位有北海鮮美

甜蝦、地中海生蠔、螃蟹半隻、海螺）、鵝肝醬、焗烤法

國蝸牛，主食（牛魚鴨羊任選一）、甜點、水酒飲料一份 

活動時間： 約 1.5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法式海鮮大餐 

特別說明： 因季節不同,或有少許菜單調整 

營業時間： 晚餐時段(全年無休) 
 

幣別：歐元 

大人：60 

小孩：60 

 

行程規定 
 

以上表列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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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

多為 42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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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

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

擾。 因大床房型數量有限，若遇旅遊旺季期間，有時遇飯店無法提供，敬請見諒。 若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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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恕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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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元月歐盟公告”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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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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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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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包含一段國內線班機的團型，該國內

線之託運行李請以每人一件 23KG 為限，謝謝您的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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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小費說明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 歐元*9 天=90 歐元。  

旅遊錦囊 
 

電壓：歐洲的電壓為 220V，雙圓孔插座，如有需要請自備變壓器。 時差：夏季期間歐洲比台灣慢六小時。冬季期間歐洲比台灣慢

七小時。 幣值：歐洲已全面使用歐幣(英國、瑞士及部份北歐國家除外)，建議出國前先兌換歐元最為方便，在商店中購物普遍上

信用卡也都可以被接受。 安全： 

上、下遊覽車或遊覽觀光區時，慎防搶劫或扒手，錢財或護照等貴重物品務必慎重保管。離開飯店或遊覽車時，請仔細檢查隨身

物品以免遺失。 

歐洲地區保險法規明定，旅遊團體所使用的遊覽車對車內的旅客（依團體名單）人身安全保有意外險，但對旅客所存放於車上的

行李或私人物件，不負遺失或損壞之賠償，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置於車上若有遺失或遭竊是無法尋求賠償的。住宿飯店中，若

旅客離開房間，對置放於房內之行李或物品亦不負帶保管的責任，若有貴重物品，請存放在飯店之保險箱。 購物：歐洲是世界一

流的名牌服飾、皮件的集中地，羅馬的商店街、佛羅倫斯的皮革飾品、威尼斯精美閃耀的水晶玻璃藝品、德國黑森林的咕咕鐘、

瑞士名錶等，都是世界馳名的購物重點。（歐洲地區如遇國定假日與週日，商店均休息不開店） 住宿：以四星級旅館為主(除法國

地區飯店因課稅問題及歐洲少部份小城市以三星級飯店為主)，旅館內無牙刷、牙膏，吹風機亦不是每家旅館都有，並另請自備拖



鞋。 

特別注意：歐洲部份城市的旅館，由於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供應沐浴的方式；於是，如果同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易產

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或不均的狀況。 

● 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 分鐘至 60 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 

● 盡量避開大家熱門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 

● 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禁忌：前往義大利旅遊，教堂是不可錯過的重

點，但請注意服裝，著短褲、迷你短裙及露背裝是禁止入內的。在參觀博物館或美術館或教堂時，拍照或攝影有時是可以的，通

常不可使用閃光燈。 電話：在歐洲境內，使用電話卡打國際電話非常方便，一般在公共電話即可利用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00+886+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 00+886+932........(不需撥 0) 飲水：歐洲大多數國家人民均生飲自來水習慣，因此旅館房間少有

熱水提供，若有需要，請自備電湯匙、變壓器及容器等或自購礦泉水飲用。 新制：2003 年元月歐盟公告，自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

國家，不得攜帶仿冒品、肉類及乳類或加工品入境。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請於班機起飛

前二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領隊將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後將護照

發還給團員。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

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

全鎖，以策安全；使用浴室時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發生危險；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

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部分飯店房內有提供電熱水壺供入住旅客煮水用，此熱水壺僅供煮水使用，不可放入任何物品

(EX：咖啡粉、茶葉、火鍋料、泡麵不等)，並請注意切勿將熱水壺置於電磁爐上加熱，如有使用方式上之問題請務必詢問帶團領

隊或飯店人員，否則造成危安問題或毀損飯店設備時，可能須負相關責任。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

池。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前往海邊戲水請務必穿著救生衣，並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

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等易增加身體

負擔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搭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搭乘纜車時請依

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

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

整疊鈔票。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

慣性藥物。 錢幣：台灣出境 

(A)台幣:現金不超過 100,000 元。 

(B)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

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國人旅遊購物免稅額規定： 每人可攜回新台幣 2 萬元免稅額購物商品。海關查出逾額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每人可再攜回五部 3C

產品為上限，海關查出未申報超出量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檢疫須知 哪些東西不能帶？為了您通關順利，請勿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禁止旅客攜帶的動物及其產

品： 活動物：犬、貓、兔、禽鳥、鼠等。 動物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肉類及其製品（如香腸、肉乾、貢丸、餛飩、烤鴨等）、

含肉加工品（速食麵、雞湯、含肉晶粉等）、蛋品、鹿茸、血清等生物樣材等，包含已煮熟、乾燥、加工、真空包裝處理之產

品。 新鮮水果。土壤、附著土壤或有害活生物之植物。活昆蟲或有害生物。自疫區轉運之植物及植物產品。 自 97 年 10 月 1 日

起，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如未主動向關稅局申報或未向本局申請檢疫而被查獲者，除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罰鍰外，如

有違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 下機至出關途中請旅客主動將動植物產品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配合檢疫偵測犬隊執行行李檢

查。 旅客檢疫相關規定，可參考網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出入境旅客檢疫注意事項」專區。  

為維護飛航安全,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凡我國搭乘國際線班機(含國際包機)之出境、轉機及過境旅客所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

類物品實施管制。 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其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並要放入不超過 1 公升且可重覆密封之

透明塑膠袋內。袋子需能完全密封。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奶粉(牛奶)、嬰兒食品、藥品、糖尿病

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經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意後，可不受前項規定的限制。 出境或過境(轉機)

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於機艙內購買或取得前述物品可隨身上機，但需包裝於經籤封防止調包及顯示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

袋內。 為使安檢線之 X 光檢查儀有效，前述之塑膠袋應與其他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 X 光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