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季荷德比法 10 日 

出發.售價: 06/03、06/10、06/17  64,900 元 

04/01、04/08、04/09、04/15、04/22、04/23、04/30  59,900 元 

05/06、05/07、05/13、05/20、05/27  61,900 元 

航班參考：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班號號碼 飛行時間 

第 一 天 23：40 07：30 台北／巴黎 長榮航空 BR-087 13 小時 50 分 

第 九 天 11：20 06：30 巴黎／台北 長榮航空 BR-088 13 小時 10 分 

 

航班參考： 
第一天 台北巴黎 Paris (法國)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夜宿機上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經轉機，飛往法國，因長途飛行及

時差之故，班機於隔天抵達，夜宿機上。 

第二天 巴黎 Paris→布魯塞爾 Brussel→馬斯垂克 Maastricht(荷蘭) →荷德小鎮 

早餐：機上空膳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西式風味套餐 

住宿：4★ Holiday Inn Hotel 或同級  

今天抵達戴高樂機場後，首先前往歐洲之心-布魯賽爾，造訪世界馳名的＊尿尿小童，人們總笑稱他是

布魯賽爾最長壽市民，他如何救整個城市的故事也傳遍世界。大文豪雨果譽為「歐洲最華麗的客廳」的

＊黃金廣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之世界文化遺產），鋪設著美麗石磚的大廣場周圍盡是文藝復興

和巴洛克式的華麗建築。下午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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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式建築的＊聖母院、荷蘭最古老的城

門＊地獄之門，見証著昔日疾 病帶給人們生離死別的故事。 

 

行車距離：巴黎－315 公里（約 4 小時）布魯賽爾－125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馬斯垂克 

下車參觀：尿尿小童、黃金廣場、市集廣場、天堂書店、聖母院、地獄之門。 



第三天 荷德小鎮→萊茵河遊船→科隆 COLOGNE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德國豬腳風味餐+啤酒一杯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4★  Best Western 或同級 

今日專車前往德國西半部萊茵河畔搭◎遊船欣賞萊茵河兩岸，雄峙岩上的中古城堡，與綠野遍地的葡萄

園，恍如置身仙境。下午參觀舉世聞名的哥德式＊科隆大教堂，入內參觀哥德式純淨的裝飾，藉著各式

精美的文物(金、銀、寶石、象牙製品，作禮拜時穿的聖衣)，了解全盛時期天主教的發展文化和富裕，

157 米高的鐘樓使得它成為德國第二（僅次於烏爾姆市的烏爾姆主教座堂）、世界第三高的教堂，另外

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哥德式教堂。  

 

行車距離：小鎮－190 公里（約 2 小時）萊茵河畔－120 公里（約 1 小時 40 分）科隆 

下車參觀：科隆大教堂。 

門票安排：萊茵遊船 

第四天 科隆 COLOGNE→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市區觀光) →風車村→阿姆斯特丹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4★ Park Plaza Schiphol 或同級  

今天展開到阿姆斯特丹市區之旅，走訪市區重要景點＊皇宮＊水壩廣場。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鑽石中心之

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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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斯安斯

風車村，村裏保留多座造型各異的風車，每座風車都各自擔負著榨油、制漆、鋸木…等古老的工藝，至

今仍緩緩的轉動著，訴說此地昔日的繁榮。村內還有傳統的＊木鞋工廠，展示著由白楊木挖空製成的荷

蘭木鞋製作過程，荷蘭多溼地，直到現在，很多荷蘭人在整理庭院時，仍然愛穿木鞋。 

 

行車距離：科隆－265 公里（約 3 小時 20 分）阿姆斯特丹－20 公里（約 20 分）風車村 

下車參觀：皇宮、水壩廣場、鑽石切割工廠、風車村、木鞋工廠。 

門票安排：玻璃船 

第五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庫肯霍夫花園 Keukenhof→布魯日 Brugge→比利時 

    南部小鎮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比利時淡菜風味餐 

住宿：4★ Mercure Roeselare 或 Velotel 或同級  

今天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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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前往 1997 年登錄聯合國世界遺產的小孩堤防。午後來到素有「中世紀睡美人」美稱的

比利時＊布魯日，城市中水道交錯，有五十座橋樑橫跨河上，頗有威尼斯水都的浪漫風味；兼之舊市區

內盡是石板古道及中世紀建築，天鵝漂浮水面的愛之湖，景色如畫，白色的修道院與綠蔭湖水相互輝映，

堪稱布魯日最寧謐的地方。舊市區迷人的建築物都集中於市中心的＊馬克特廣場附近，一旁則是布魯日

的地標＊德佛特鐘樓，另一方面，州政廳東側的＊布魯夫廣場，是環繞市區的觀光馬車的出發點。廣場

週邊有許多歷史建築物，例如哥德樣式的＊市政廳、＊聖血禮拜堂、＊古文書館、＊普羅茲迪法院等。 

 

行車距離：阿姆斯特丹－45 公里（約４0 分）庫肯霍夫花園－230 公里（約 2 小時５0 分）布魯日 

下車參觀：馬克特廣場、德佛特鐘樓、布魯夫廣場、市政廳、聖血禮拜堂、古文書館、普羅茲迪法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8C%E5%B0%94%E5%A7%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8C%E5%B0%94%E5%A7%86%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


門票安排：庫肯霍夫花園 

第六天 比利時南部小鎮→巴黎 PARIS(羅浮宮、聖心堂)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法式田螺風味餐 

住宿：4★ Holiday Inn CDG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CDG  或同級  

上午前往蒙馬特丘陵地的＊聖心堂及充滿文藝氣息、藝術家聚集地的＊畫家村，您可利用時間讓街頭畫

家為您畫張富有藝術風格的肖像畫，並簽上畫家的大名。下午安排參觀位於杜維麗花園東邊的◎羅浮

宮，原是 12 世紀時為鞏固塞納河的險要位置而建成的要塞，現已是蒐集世界名畫、雕塑古物之藝術寶

庫。並入內參觀鎮館之寶─蒙娜麗莎的微笑、米羅的維納斯，讓您一窺藝術殿堂之奧妙。另外下午有空

閒時間，建議您可自費前往『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宮殿－凡爾賽宮，此為 1668 年路易十四以路易十三

的狩獵小屋為基礎陸續建造的宮殿，內有將窗戶外陽光和御花園景色引入的鏡廳、國王皇后的寢室、白

色大理石巴洛克風格的壁畫、金璧輝煌的大廳等等。  

(羅浮宮及其他行程若卡到休館日或假日，會與其他天巴黎行程對調調整。) 

 

行車距離：比利時－280 公里（約 3 小時 30 分）巴黎 

下車參觀：聖心堂、畫家村。 

門票安排：羅浮宮 

第七天 巴黎 PARIS→法國印象派奧維小鎮→名牌折扣城 La Vallée Village Outlet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住宿：4★ Holiday Inn CDG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CDG  或同級 

今天首先來到奧維小鎮，在這印象派畫家的故鄉，沉浸於『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的美麗與感動；

在此您將看到印象派畫家梵谷與塞尚的寫生地點，如麥田群鴉、杜比尼的花園、奧維市政府、嘉舍醫生

女兒畫像、階梯與五個女子…，並造訪＊奧維教堂、＊梵谷公園。接著前往歐洲精品名牌店林立的時尚

購物城，琳琅滿目的時尚精品，舒適的購物空間，讓您盡情享受購物之樂。*La Vallée Village Outlet 超過

100 家奢侈品精品店，無論是在名牌精品店悠然選購超值美物，還是在購物村內的咖啡店和餐廳享用精

緻餐飲，購物村總能帶給您無盡的樂趣和驚喜。 

 

行車距離：巴黎－35 公里（約 50 分）奧維－80 公里（約 1 小時 30 分）Outlet 

下車參觀：奧維教堂、梵谷公園、La Vallée Village Outlet。 

第八天 巴黎 PARIS（艾菲爾鐵塔、拉法葉百貨、凱旋門、香榭里舍大道、塞納河遊船）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住宿：4★ Holiday Inn CDG 或 Golden Tulip CDG 或 Best Western CDG  或同級 

今天前往全球注目的焦點＊艾菲爾鐵塔，此塔自萬國博覽會建立後即成為法國的地標，接著前往宏偉壯

觀的＊凱旋門，一旁遊人如織行車十二線的＊香榭里舍大道－兩側有著名的大劇場、餐廳、咖啡廳，是

一條最能表現巴黎風格的街道。接著前往巴黎最著名的兩大百貨公司－＊拉法葉百貨或春天百貨，古色

古香的建築、新穎時尚的商品，您可在此盡情享受購物之樂。特別安排搭乘◎塞納河遊船，欣賞兩岸美

麗的建築、迷人的風光。 

行車距離：市區觀光 

下車參觀：艾菲爾鐵塔、凱旋門、香榭里舍大道、拉法葉百貨。 

門票安排：塞納河遊船 

第九天 巴黎 Paris台北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機上空膳    晚餐：機上空膳   

住宿：機上 

今日是個輕鬆別離的日子！體驗了豐碩的歐洲風情，沿著窗外無限美麗街景，望著絕美景緻，許願自己

美好的未來！來到機場，再一次的起飛，歐洲，我愛你！ 

第十天 台北 

早餐：機上空膳  午餐：溫暖的家  晚餐：溫暖的家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甜蜜回憶以及戰利品，結束這次的荷德比法十天的經典旅

程，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