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季經典荷蘭七日 

(輪船飯店．起士市集．羊角村．天堂書店．食尚市集．雙遊船) 

出發日與售價: 04/05  58,900 元 

04/12、04/19、04/26、05/03、05/10  55,900 元 

行程特色  

★★旅展搶先開賣！無料入場、無需比價、絕對划算！★★ 

行程最多、價格最優！規劃今年旅遊計畫，搶拿優惠，就趁現在！ 

2017/09/18起至 11/30前報名付訂，每人即可享$3,000元折扣，現買現賺，火速報名去！ 

（以上優惠僅適用全程參團旅客，JOIN、中途脫隊、湊票者恕不適用） 

（不同出發日之團費皆不相同，查詢各出發日團費請點選「出發日及線上報名」或洽業務人員） 

＊＊＊＊＊＊＊＊＊＊春季歐洲，徜徉花海＊＊＊＊＊＊＊＊＊＊ 
～２０１８＊春遊歐洲＊鬱金香花季＊正式開跑！～ 

 

～ 世界上最大的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3/22-5/13)(Keukenhof) ～ 



座落在麗斯的庫肯霍夫花園是荷蘭最讓人興奮而色彩繽紛的春季旅遊點，每一年，庫肯霍夫花園的春季確實給人帶來不

同凡響的迷人景致；園區內佈滿迂迴曲折的道路、涓涓流水，還有鬱金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的球莖花。除了

令人讚嘆的戶外景致，庫肯霍夫公園還有四個室內展廳，在不同的時間展示各種獨特的稀有花卉品種。庫肯霍夫花園四

周環繞著種滿鬱金香和各類球莖花的花田，恰似座落在花氈中的春天花園。 

(以上庫肯霍夫鬱金香公園照片僅供參考，以現場實際狀況為主)  

 

 

～浪漫安排荷蘭二大遊船！「羊角村遊船」+「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1) 北方威尼斯「羊角村遊船之旅」 

位於北荷蘭的羊角村，水道縱橫，運輸往來皆仰賴船隻，因而有“綠色威尼斯”之稱。少了車輛的喧囂，整座村莊顯得

寧靜而清新，時至今日整座村莊仍完整保存著許多以蘆葦桿為屋頂的古樸房舍，充滿迷人的荷蘭鄉村氣息。本行程特別

安排搭乘遊船漫遊，運河將土地切割成一座座綠色小島，船行其間，穿過一座又一座的小橋，兩旁古樸的房舒、精心佈

置的庭院、綠樹、河面水波盪漾…讓人彷彿置身世外桃源。 

 

 

(2)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之旅」 

 

 

 

 

～新奇體驗！鹿特丹之星郵輪飯店 

 



 

 

（如遇輪船飯店客滿將改安排同等級時尚設計風格飯店） 

 

 

～●●●特色安排！經典必遊●●●～ 

 

～《夏季限定》參觀「阿克瑪起士交易市集」 

春季荷蘭賞花，夏季參觀起士市集。荷蘭出口的起士高居世界第一。起士對於荷蘭人不僅是食物而已；每年 4~9月才開

放的阿克馬起士交易市集，更可看出荷蘭人對起士的重視程度。交易的序曲從搖鈴手的鈴聲響起開始，各隊代表示範著

傳統交易方式並且伴隨著悠揚的音樂及有趣的表演。(3/31~9/29 每周五) 

 

 

～ 梵谷森林印象藝術之旅 ～ 



梵谷是荷蘭藝術史上的傳奇人物，一生潦倒的梵谷，在不同時期的創作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為印象派著名的代表。今年

年底即將在台灣展出的「燃燒的靈魂-梵谷」特展，引進 98件梵谷真跡，勢將引發一陣梵谷熱潮，本行程特別安排走訪

以珍藏「星空下的咖啡館」、「食薯人」等數幅梵谷畫作而聞名的「庫勒慕勒美術館」，讓您搶先一睹梵谷精彩的名作。 

 

 

～馬斯垂克「天堂書店」～ 

 

 

～鹿特丹～Markthai綜合市場: 

2014年全新開幕,結合著上百個美食攤位、15 間商店、8 間餐廳及 1000 平方公尺大尺度彩繪的「新型態綜合市場」。

西班牙、義大利、越南、中華......各國風味餐廳與商店都在此室內有頂市集中，讓您一次探尋歐洲異國美食及文化風

情。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每日行程  

第 1 天 

台北 Taipei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

腳步，搭乘豪華的客機經中停曼谷飛往歐洲。陶醉於機上的佳

餚、美酒、在首輪電影的服務後抵達荷京阿姆斯特丹，待充足休

息後隔天展開荷蘭之旅。 

餐 食：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旅 館：PARK PLAZA **** 或 RADISSON BLU **** 或 DORINT ****  或同級 

第 2 天 

～夏季週五限定－荷蘭必看「阿克馬起士市集」＋綠色威尼斯「羊角村遊船」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阿克瑪 Alkmaar－北海大堤－羊角村 Giethoorn－阿姆斯特丹

Amstersam 

上午前往古樸的小鎮－阿克瑪，四月到九月每週五在廣場上舉辦

的起司交易市集，黃澄澄的高達起司和紅艷的高登起司，整齊的

排列在廣場上，戴著各色帽子、經驗老道的搬運工來回穿梭，每

年總吸引許多觀光客前來爭睹這熱鬧有趣的場景。橫跨愛塞湖的

北海長堤，這座大海堤建於 1932 年，它將須得海變成了愛塞湖，

為荷蘭創造出了更多的新生地，同時也是荷蘭最驕傲的工程奇蹟。車行在這偉大的海堤



上，更能讓人體會『上帝造海，荷蘭造陸』這句話。下午前往荷蘭西北方 De Wieden 自

然保護區內，素有『綠色威尼斯』之稱的羊角村，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中，一幢幢蘆葦

屋頂的綠色小屋映照於水中美麗的倒影，是體驗小巧樸實的漁村風情最美麗的寫照；體

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安排乘坐★平底船穿梭寧謐的村落，別有一

番風情。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  午餐／發餐費 10 歐  晚餐／羊角村鄉村風料理 

旅 館：RADISSON BLU **** 或 DORINT **** 或 PARK PLAZA ****  或同級 

第 3 天 

～荷蘭印象－風車+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風車村– 北海漁村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今天一早前往阿姆斯特丹近郊，沿途可見一畝畝綠油油耕地，和

親切的領隊解說獨特的荷蘭圩田，並準備好您的相機，參觀著名

的●風車群及◎乳酪製造過程，及◎木鞋工廠參觀由白楊木挖空

製成的荷蘭木靴，之後抵達近郊的●北海漁村。先到當地餐廳享

用美味的荷蘭魚排風味餐，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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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返回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安排遊覽阿姆斯特丹市

中心，參觀●皇宮及●達姆廣場。前往全世界最重要的鑽石中心之◎鑽石切割工廠，了

解鑽石如何從平凡的石頭經過精密的切割，蛻變成為炫麗的寶石，並搭乘★玻璃船遊覽

運河風光，內映入眼簾的是阿姆斯特丹獨特的建築式樣，和美麗的歐式水上人家。(阿姆

斯特丹行程會因遊船訂船時間而有前後調整還請見諒。)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  午餐／北海魚排風味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旅 館：RADISSON BLU **** 或 DORINT **** 或 PARK PLAZA ****  或同級 

第 4 天 

～OUTLET 購物趣～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96km－ 梵谷森林公園（庫勒慕勒美術館）－185km－ 

OUTLET 購物趣 

今日前往荷蘭著名●梵谷森林公園，5 千多公頃大的園區內有著

傲視全球的◎庫勒慕勒美術館，館內珍藏著大量印象派大師梵谷

的油畫及素描作品，使得美術館有著重量級的地位，而森林公園

更不僅於此，美術館後方有著歐洲最大的雕塑公園，近代各式雕

塑作品散落在池邊與草地上，並搭配結合園區內景觀，更讓您有

著置身在藝術品的行列中。下午來到荷比德三國邊界的 OUTLET 暢貨中心，歐洲最大

最知名 OUTLET 集團麥克阿瑟旗下的名牌折扣城 Roermond Designer Outlet！裡面商品

瑯滿目，擁有多達百種的設計品牌商店，包含 Burberry、COACH、Gucci、Prada、Furla、

D&G、Armani、Tod's 等世界知名品牌，應有盡有，可滿足您一圓探索歐洲名品的時尚美

夢。(Outlet 開放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 10:00-20:00，周六和周日：09:00-20:00 )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發餐費 10 歐(方便購物) 

旅 館：GOLDEN TULIP **** 或 NH ****  或同級 

第 5 天 

～輪船飯店體驗～ 

馬斯垂克 Maastricht－198km－鹿特丹 Rotterdam 

早上來到前往荷蘭東南部大城馬斯垂克，城市的三面與比利時和德

國國境相接，此地為平坦的荷蘭國土中難得一見的丘陵所涵蓋，市

區還有瑪斯河流經，西元前即是古羅馬人建築的渡船地區，成為歐

洲著名交通的要衝之地，因融合各國文化於一身使得成為熱門的渡

假勝地。●市集廣場周圍的商店也是您不可錯過血拼逛街的地方，

各式精品店和紀念品店都藏身在古老房子中。有時間的話，也可參觀被稱為世界上最美

麗的書店之一的●「天堂書店」，這書店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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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堂來的書卷氣息。下午來到摩登的現代都市－●鹿

特丹。有『現代建築試驗場』美稱的鹿特丹，尤其以新奇前衛的的●立體方塊屋堪稱其

中翹楚。特別安排歐洲最新式有頂市集-★Markthai 綜合市場。此為 2014 年全新開幕,結

合著上百個美食攤位、15 間商店、8 間餐廳及 1000 平方公尺大尺度彩繪的「新型態綜

合市場」。西班牙、義大利、越南、中華......各國風味餐廳與商店都在此室內有頂市集

中，讓您一次探尋歐洲異國美食及文化風情。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  午餐／馬斯垂克燉牛肉風味餐  晚餐／自理(方便參觀市

集) 

旅 館：SS ROTTERDAM 或 NH **** 或 NOVOTEL ****  或同級 

第 6 天 

～春遊歐洲～必看鬱金香花園 ～ 

鹿特丹 Rotterdam －54km－ 庫肯霍夫花園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長榮 BR076 航班

將於曼谷中停加油後同一班機續飛台北） 

今日來到阿姆斯特丹聞名於世的花季花園－◎庫肯霍夫花園，參

觀滿園花團錦簇，舉世著稱之鬱金香花田，在此除了鬱金香之

外，還有水仙、藏紅花、風信子等球根植物鮮豔地舖滿大地，十

分賞心悅目；庫肯霍夫公園每年春季開放，佔地二十八公頃的廣

大公園裡樹木蒼鬱，六百多萬株的球根植物為遊客獻上花卉饗

宴。隨後前往百年餐廳體驗當地道地美食，並利用最後時間於阿姆斯特丹市區優閒逛

街，後專車前往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搭機經中停曼谷返回台北，夜宿機上。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  午餐／百年餐廳三道式  晚餐／自理（方便退稅） 

第 7 天 台北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

的慰藉。 

餐 食：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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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人以上(含)，最多為 42人以下(含)，將指派持有合格領隊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請旅

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訊。  

3. 團體售價包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不包含簽證費及小費。(如領隊、導遊、司機、飯店行李員服務小費及床頭小費

等) ；外站參團 (Join) 的旅客，售價不含簽證費用、機票(國際段/歐洲內陸段)亦不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4. 為因應國際油價調整，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5.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關需求

（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6. 歐洲地區大多數以雙人房(2張單人床或一大床)為基準房型，許多飯店都無三人房型。如遇一定要需求三人房型而飯

店無法提供此房型狀況下，僅得依住宿飯店之房間大小狀況需求加床服務，另若有需求單人房請需請業務另外報價並另

補單人房差價，如未指定單人房並支付差價，則由本公司安排與其他旅客或領隊或隨團工作人員同房(同性別)，單人配

房由本公司自行採隨機分配，恕無法指定或變更．出發後若欲補價差變更為單人住宿，需依飯店實際房況為準，非均可

變更，若有造成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7.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因此部份飯店房間僅設

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無冷氣設備，敬請了解。 

8. 重申歐盟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依不同出入境國家規定,將有高額罰金產生。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04/05 四 長榮航空 BR075   桃園國際機場  08:30  史基浦機場 2018/04/05 19:35  

2018/04/10 二 長榮航空 BR076   史基浦機場  21:40  桃園國際機場 2018/04/11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