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04/24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11 日 
~鬱金香花園、森林國家公園、羊角村、三大遊船~ 

NT:110,0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二人一台 WIFI)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兩人一台 WIFI 

 
1.特別安排兩人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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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市 班 機 航 班 時 間 飛行時間 

4/24 

第 01 天 
桃園 TPE / 法蘭克福 FRA CI061 

23:10 / 06:50 

(4/25 抵達當地) 
13 小時 40 分 

5/3 

第 10 天 
阿姆斯特丹 AMS / 桃園 TPE CI074 

11:00 / 06:00+1 

(5/4 抵達台灣) 
13 小時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法蘭克福機場 Frankfurt 
大部份的人都會夢想自己可以置身於廣大的原野；寄身於童話世界之中；大口品嚐又大又香的豬腳

等。請放鬆心情，夢想起飛，隨著專業領隊，搭乘豪華的客機飛往歐洲。班機於隔天早上抵達法蘭

克福。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

須，班機將於翌日清晨抵達，謹祝您夜晚愉快！  

 

早餐：X             午餐： X            晚餐：機上餐食 

住 宿：夜宿機上 

 

第 2 天 法蘭克福→ 海德堡 HEIDELBERG(安排纜車上下古堡) → 盧森堡88KM 250KM

LUXEMBOURG 
班機於今早抵達德國-法蘭克福。抵達後前往德國南部，因拍攝電影《學生王子》而聞名的大學城～

海德堡。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上下海德古堡，體驗新玩法。參觀海德古堡及巨大的橡木酒桶，於

古堡陽台上聆聽一段『腳印的傳說』，眺望此城美麗的街景及對岸的哲學大道；隨後瀏覽古城區，

在此一瀰漫啤酒芳香及愛情戀曲的古城中，尋找傳說中學生王子的蹤影。參觀餐觀卵石覆蓋的市集

廣場、聖靈教堂、市政廳。 

 

海德古堡 Schloss Heidelberg：在市區即可清楚看到此座佇立在山丘之上的城堡，這裡建立了德國

境內的第一所大學，許多詩人及藝術家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而造訪此地，並且歌頌這個城市，哥德

即是最佳代表。美麗古橋映照著夕陽的古堡和綠色山丘，還有磚紅色的古樸小鎮，不管哪一處的風

景都是俯拾入畫的絕佳景致。此古堡雖然已是十三世紀的建築物，但風采依舊。經過擴建後，形成

歌德式、巴洛克式及文藝復興三種風格的混合體。地窖更收藏了一個可容二十二萬公升的大酒桶。

接著你可漫步在這深具歷史及文化特色的環境裡，參觀古老的大學城，而後前往內卡河上的古橋，

此乃眺望城堡、市鎮、河川最佳的去處。 

 

午後前往有《千堡之國》之稱的盧森堡，也是西歐獨一無二的大公國。帶您漫步這擁有歐洲綠色心

臟美麗城市，一起感受這舊碉堡與城牆卻檔不住那高雅的歐洲氣息。金融、廣播電視、鋼鐵是其三

大經濟支柱產業，人口雖少卻擁有全球最高的人均 GDP，蘊藏豐富的?礦，全國有近 70%的面積被

森林覆蓋。今日仍舊被舊碉堡與城牆所圍繞。安排參觀市區內的大公宮殿、威廉廣場、憲法廣場、

亞道爾夫橋等名勝景點。在阿爾特河上數十座橋樑當中，以亞道爾夫橋最為著名。這座高約 56 公尺，

寬 84 公尺，長 211 公尺的橋樑，是歐洲極少數造型美麗而特殊的橋。它是一種沒有支柱的圓拱陸

橋，圓拱上有像拱門式的洞，盧森堡人稱其為《眼鏡橋》。在亞道爾夫橋上，可以遠眺整個盧森堡

市的街景，視野遼闊；橋下谷地綠草碧樹，盧森堡市民大多喜歡到此處散步漫遊。 
【特別安排】搭乘纜車上下海德古堡、海德古堡入內參觀。 

【下車拍照】市集廣場、聖靈教堂、市政廳、大公宮殿、威廉廣場、憲法廣場、亞道爾夫橋。 

【風味餐食】古城百年德國豬腳風味餐。 

 

早餐： 機上餐食    午餐：古城百年德國豬腳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料理+每人酒水一杯 

住 宿：ALVISSE PARC 或 NH LUXEMBOURG 或 NOVOTEL LUXEMBOURG KIRCHBERG 或 同級

旅館 

 

第 3 天 盧森堡→ 馬斯梅赫倫購物村 MAASMECHELEN VILLAGE→馬斯垂克194KM

MAASTRICHT 



歐洲連鎖知名的名牌折扣城～MAASMECHELEN VILLAGE 馬斯梅赫倫購物村，超過 100 家的精品

名牌陳列在此，是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的零售重鎮，比利時品牌尤其多樣，Scapa、Bellerose、

Olivier Strelli、Essentiel、Sarah Pacini 等，質感和時尚感不輸其他一線大牌，名牌大廠多以專賣店

零售價的 4 至 7 折銷售流行時髦的 Prada、Loewe、BV 齊聚一堂，款式琳瑯滿目等你挑選。，應有

盡有，可滿足您一圓探索歐洲名品的時尚美夢。 

 

傍晚前往，荷蘭最古老的城市馬斯垂克，荷蘭最古老的城市因為歐洲聯盟條約在此簽訂而名噪一時。

此城三面與比利時和德國國境相接，為平坦的荷蘭國土中難得一見的丘陵所涵蓋，馬斯河穿過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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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區內保留 13 世紀為了防禦而建的城牆，有著名的地獄之門是荷蘭僅存最

早的石造拱門建築，穿過拱門就是著名的瘟疫屋。馬斯垂克的市集廣場周圍商店是您不可錯過血拼

逛街的地方，各式精品店和紀念品店都藏身在古老房子。漫步馬斯河畔和舊市區古樸的石板街道、

逛逛聖母教堂、美輪美奐的市政府及舊城門，是遊覽這個中古情懷老城的最好方式。 

【教堂書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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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MAASMECHELEN VILLAGE 馬斯梅赫倫購物村。 

【下車拍照】馬斯垂克舊城區、地獄之門、天堂書店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逛街~發放餐費 20 歐元      

晚餐：荷蘭西式風味餐+煎餅+每人酒水一杯 

住 宿：NH MAASTRICHT 或 SELECT HOTEL APPLE PARK MAASTR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馬斯垂克 MAASTRICHT→白村：索恩(荷蘭) →布魯塞爾 BRUXELLES(比利

時) 
早餐後前往白村～索恩：位於比利時國境邊，呈現出與荷蘭不同的街景，被稱為『白色小鎮』。中

世紀時這裡曾是王國都城，當時在歐洲擁有尊貴身份的修女多集中於此，現今該城所保留的純白屋

舍和教堂，即是她們堅信白色象徵婦女尊嚴與財富的具體呈現。 

 

午後前往布魯塞爾：比利時的首都、歐洲的首都，受到各大國際組織的青睞，紛紛將總部設立於此。

然而不單單如此，在現代化建築的表像下，每個角落都湧動著藝術的元素，不愧為歐洲歷史最悠久

的文化中心之一。 

拉根公園：當今比利時國王居住所在地，公園北邊是 1958 年萬國博覽會的會場，公園內除了有國

王的宮殿外，還有建國百年紀念公園中最有看頭的原子球模型塔，它是一個將鐵分子模型放大 2000

億倍的建築物；另外在公園內還有收藏中國、日本陶、瓷器的中國館以及古色古香的日本亭。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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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您共同去尋找尿尿小童的蹤跡，一償您多年夢想未完成的心願。 

 

【行車經過】中國館、國王的宮殿。 

【下車照相】白村索恩、黃金大廣場、市政府高塔、國王之家、尿尿小童。 

【自由活動】布魯塞爾。 

【特別介紹】★★★品嚐布魯塞爾鬆餅★★★ 



來比利時怎能不品嚐一下從 13 世紀就傳下來世界知名的甜點～比利時鬆餅，特別安排品嚐布魯塞爾

鬆餅，香酥鬆軟的口感將讓您對布魯塞爾除了尿尿小童之外，又多一份特別的回憶。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法蘭德斯烤雞風味餐+每人酒水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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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天 布魯塞爾→ 布魯日 BRUGGE(運河遊船) →鹿特丹 ROTTERDAM(荷蘭)95KM

【Markthal 時尚綜合市場、方塊屋、林班徒步區】 
早餐前往有《中世紀睡美人》美稱的布魯日，有五十座橋樑橫跨河上，城市中水道交錯，頗有威尼

斯水都的浪漫風味；另外還有許多天鵝優遊於水面的愛之湖(Minnewater)，景色如詩如畫、有如明

信片中所記載的風景，特別安排遊船讓您體驗當地不一樣的城市建築風貌，彷彿置身於中世紀。 

 

布魯日：比利時的古都，素有《小威尼斯》之稱。於 2000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

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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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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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GE 荷語是《橋》的意思，這

個城里佈滿大大小小的運河，今日的布魯日有 50 座以上的橋是標準的水上都市，布魯日曾經因水而

發展，也因河道淤塞而沒落，卻因此保有它的古樸之美，隨著沿岸建築搭配綠意籐蔓，彷若一幅幅

山水名畫至於眼前。安排搭乘布魯日遊船巡遊運河好好享受中世紀的氣氛，發思古之幽情。 

 

馬克特廣場：布魯日古城的中心和最大的廣場，廣場四周圍繞著 15 世紀極具魅力的荷蘭風格的建築，

是歐洲屈指可數的優美建築之一。 

鐘樓：象徵布魯日的浪漫情調，建於 13 到 15 世紀，被公認為是比利時最棒的鐘樓。7 個多世紀以

來，每 15 分鐘，這裡的鐘就會敲響一次。 

市政廳：是充滿哥德式建築風格，建於公元 1376 年，是比利時最古老的市政廳。正面六扇尖頂穹

窿窗垂直排列，造型新穎，別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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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 月

底到 5 月中，是耶穌升天節，歐洲各界宗教人士在布魯日聚會，頂禮膜拜救世主的聖血，成為比利

時的重大宗教盛事。 

現代化的橋樑、摩登的建築，以及往來於水面上的巨型船隻，是鹿特丹給人的第一印象。鹿特丹不

但是個現代化的港口，也是迷人且具歷史性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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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班街徒步購物區，林班街是全世界第一條行人徒步的商店區，林班街全長約有 800M，

整條街有很多名牌專賣商店。 

Mark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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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布魯日運河遊船。 

【下車拍照】聖血禮拜堂、MARKT 廣場、市政廳、鐘樓、Markthal 綜合市場、林班街徒步購物區、

方塊屋。 

 

早餐：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淡菜料理(三道式)贈比利時啤酒 1 杯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住 宿：五星 HILTON ROTTERDAM 或 五星 ROTTERDAM MARRIOTT HOTEL 或 五星 CROWNE 

PLAZA THE HAGUE 或 或其他城市同等級之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鹿特丹→庫肯霍夫花園(全世界最大鬱金香花園) →小孩堤坊→鹿特丹 
隨後前往參觀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由鬱金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球莖花構成一幅繁茂的色

彩，襯以參天的古木森林，灌木花叢，一千多種的鬱金香在春天裡為您綻放！位於荷蘭盛產球根花

田的中心城市麗絲，花園四周環繞著種滿鬱金香和各類球莖花的花田，美麗造景如蜿蜒的林徑、優

雅的池塘、噴泉交織著一叢叢的花圃，此外還有日本公園，歷史花園以及多所主題花園，令您歎為

觀止，尤以一百多座在公園內展示的著名荷蘭藝術家之創作最為吸睛。每年九月底至初霜來臨之前，

辛苦的農人們就會在花園裡種下七百萬顆不同花種的球莖，在花農的細心照料照顧，每年三月底就

是庫肯霍夫花園盛大的花期，迎著春風，趕快到荷蘭欣賞這場繽紛的花宴吧！ 

 

隨後前往觀賞保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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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拍照】小孩堤坊。 

【入內參觀】庫肯霍夫鬱金香花園。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為方便逛花園發餐費 20 歐元      晚餐： 電視塔餐廳 EUROMAST+

每人酒水一杯 

住 宿：五星 HILTON ROTTERDAM 或 五星 ROTTERDAM MARRIOTT HOTEL 或 五星 CROWNE 

PLAZA THE HAGUE 或 或其他城市同等級之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鹿特丹→紅村：哈德連 HAARZUILENS→烏特勒支 UTRECHT→梵谷國家公

園區(庫勒幕勒美術館入內)  
早餐後前往位於烏特勒支近郊的哈德連小鎮，由於住家都是以紅白兩色的葉窗和門再加上茅草屋頂

的建築，可愛的造型就像置身於童話世界般，所以又被稱為『紅村』。 

 

續前往烏特勒支，原本是西元一世紀羅馬人於萊因河上建築的一個軍事堡壘，後來才發展為一個城

市。其異於其他城市的運河系統，最大的特色在於她的碼頭，這些碼頭的水平低於一般道路，臨水

之畔形成獨特的景觀，由運河堤防的階梯而下，站在碼頭上，遠望河流蜿蜒穿梭一座座拱橋、古老

建築、悠揚的教堂鐘聲，與綠葉成蔭所構成美景，讓人有「緣溪行、尋桃花源」之遐想。另外，烏

特勒支火車站與購物中心相連結，擁有 180 多家商店，是荷蘭最大一座的購物中心，餐廳、流行服

飾應有盡有。 

 

專車前往梵谷森林 De Hoge Veluwe 國家公園，在這裡您可以漫步享受森林浴，亦可騎單車馳騁於

公園中；公園內不可錯過的是庫勒穆勒美術館(Kroller Muller Museum)，歐洲首屈一指的現代美術館

之一，館內收藏了 19 世紀偉大畫家梵谷的油畫及素描等作品。館內收藏的作品，大多是十九世紀畫

家的畫作。梵谷的作品有 278 件之多，而且如「星空下的咖啡座」、「向日葵」、「自畫像」、

「吊橋」等著名畫作都在此地。館內還有秀拉(Seurat)好幾幅大型的點畫，以及畢卡索的作品。館裡

設有一個小紀念品店，以及小但舒適的咖啡座，可以欣賞窗外雕塑公園的景色。美術館外圍就是大

面積的雕塑公園。 

【入內參觀】梵谷森林 De Hoge Veluwe 國家公園、庫勒穆勒美術館(含門票)。 

【特別安排】烏特勒支自由活動、De Hoge Veluwe 國家公園單車體驗。 

【下車拍照】哈德連小鎮、烏特勒支鐘樓。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港式飲茶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牛排料理+每人酒水一杯

住 宿：DE KEIZERSKROON 或 Fletcher Hotel Apeldoorn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梵谷國家公園區→風車村→綠村:北海漁村→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運河遊

船、阿丹塔登頂】 
早餐後，展開阿姆斯特丹市區之旅。 

綠村北海漁村佛倫丹 VOLENDAM：在築完 Afsluitdjik 北海大堤壩後，原本的南海早已更名為艾塞湖，

但如珍珠項鍊般環繞湖畔的漁村並未因此而沒落，此地仍舊保有其傳統的風貌，偶有穿著傳統荷蘭

服飾的居民就會從您身邊走過，每年吸引無數的觀光客。 

早餐後，專車前往風車村。 

風車村：想看風車？最理想的去處之一就是桑斯安斯。對觀光客來說這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

如例如乳酪工廠、蕾絲手工藝品店、木鞋工廠等等，相當有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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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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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返回市區觀光：舊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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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玻璃船遊覽市區運河：您可飽覽運河風光，一路上您可看見阿姆斯特丹道地的建築式樣，整齊、

美麗的水上人家，以及天才畫家梵谷最欣賞且時常掛在嘴邊的瑪雷吊橋。 

阿丹塔登頂：2016 年新開幕，原為知名石油大樓 Shell 總部，現改為多元的娛樂中心，除了餐廳酒

吧之外頂樓的瞭望台更成為阿姆斯特丹新景點，您可從阿丹塔頂遠眺阿姆斯特丹港口美景～ 

 

【下車拍照】水壩廣場、舊皇宮。 

【入內參觀】鑽石工廠。 

【特別安排】玻璃船遊覽運河、阿丹塔登頂。 

 【風味餐食】海上皇宮中式料理。

被綠蔭籠罩的水上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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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上您可看見阿姆斯特丹道地的建築式樣，整齊、美麗的水上人家，以及天才畫家梵谷最欣賞且時

常掛在嘴邊的瑪雷吊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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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北海鯡魚風味料理            晚餐：海上皇宮中式料理+每人酒水一杯 

住 宿：HYATT PLACE AMSTERDAM AIRPORT 或 RADISSON BLU SCHIPHOL 或 同級旅館 
 

第 9 天 阿姆斯特丹→荷恩+++蒸汽火車+++梅德布萊克→羊角村→北海大堤→阿姆

斯特丹 
早餐後前往羊角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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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謐的村

落。位於荷蘭西北方 Overijssel 省，De Wieden 自然保護區內。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好位在兩個

冰磧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土壤貧瘠且泥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

其他植物不易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

不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道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物資，將溝渠拓寬，



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 

 

前往長 30 公里北海三角洲大海堤，體會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的偉大，不僅彰顯了荷蘭人那種頑強

與大自然博鬥的精神，更在近代環保史上樹立了重要的里程碑。此懷舊火車旅程，讓參訪者能夠身

歷其境感受猶如黑白電影情節般的火車之旅，觀賞車窗外廣闊的田園風光，綿延的花田交織成一片

繽紛的花毯，美不勝收。 

 

昔日貿易重鎮搭乘蒸氣火車的賞景之旅，沿途綠草如茵，繁花似錦，火車行經的路上不乏友善的大

人和小孩在路旁或車上大方招呼揮手，花季期間一大片一大片花海蔓延，清新自然，幸福無比! 

【特別安排】蒸氣火車賞景之旅、羊角村運河遊船。 

【行車經過】北海三角洲大海堤。 

【下車拍照】羊角村、綠村：北海漁村、風車村。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風車餐廳特色料理+每人酒水

一杯 或 如遇風車餐廳客滿將以過磅房替代或當地特色餐廳為主 

住 宿：HYATT PLACE AMSTERDAM AIRPORT 或 RADISSON BLU SCHIPHOL 或 同級旅館 
 

第 10 天 阿姆斯特丹機場／桃園 
即將結束這幾天的荷比盧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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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輕食 

住 宿：夜宿機上 
 

第 11 天 桃園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荷比盧 11 天之旅，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 機上餐食          午餐： X              晚餐： X 

 

(本公司保有因中段航班及交通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