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比法瑞．西歐總匯 10 天］ 

綠茵水鄉．璀璨花都．黑森林瑞士名峰 
 

【航班參考】 
 

 

 

 

 

 

 

 

 

 

 

【行程介紹】●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    ▲入內參觀   ★特別安排或特殊交通工具 

第 01 天 臺灣 香港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荷蘭】 

今日齊集於機場，搭乘豪華舒適的國泰（港龍）航空，飛經香港轉機，再轉往荷蘭；今日夜宿機上，請

記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為精彩的旅程做好準備。 

貼心的提示～ 

1. 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2. 出發前，請參與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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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機上 

 

第 02 天 阿姆斯特丹 風車村 Zaamdam、北海漁村 Volendam 羊角村

Giethoorn 茲沃勒 Zwolle 

下機後，前往著名的桑斯安斯●風車村，村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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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阿姆斯特丹近郊的●北海漁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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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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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數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CX531 台北 香港 20：05 21：55 

第 1 天 KA455 高雄 香港 19：20 20：50 

第 2 天 CX271 香港 阿姆斯特丹 00：15 06：40 

第 9 天 CX382 蘇黎世 香港 13：35 07：05+1 

第 10 天 KA432 香港 高雄 08：55 10：20 

第 10 天 CX474 香港 台北 08：10 10：00 



態，今日卻成為高收入職業的住家。特別安排★羊角村遊船，從水上盡覽綠色威尼斯的純樸

風光。  

【下車參觀】風車村、北海漁村、羊角村 

【特別安排】羊角村遊船 

【行車距離】阿姆斯特丹（25KM）－風車村（26KM）－北海漁村（135KM）－羊角村（45KM）－

茲沃勒 

 早餐：機上        午餐：北海漁村魚排風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 

 Van Der Valk 或同級 

 

第 03 天 茲沃勒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鹿特丹 Rotterdam 

早餐後，返回阿姆斯特丹展開市區觀光：●舊皇宮、●水壩廣場及名聞遐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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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搭

乘★玻璃船遊覽運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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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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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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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市場，更是鹿特丹的新地

標！ 

【下車參觀】舊皇宮、水壩廣場、方塊屋、時尚市場 

【入內參觀】鑽石切割工廠 

【特別安排】阿姆斯特丹玻璃船 

【行車距離】茲沃勒（130KM）－阿姆斯特丹（80KM）－鹿特丹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荷風肉排風味 

 Inntel Hotels Rotterdam Centre 或同級 

 

第 04 天 鹿特丹 小孩堤防 Kinderdijk 布魯日 Brugge【比利時】 布魯塞爾

Brussel 

早餐後，前往●小孩堤防，此處以 19 座各具特色的風車著稱，在此您可欣賞到美麗的風車景觀。續前

往有「中世紀睡美人」美稱的布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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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newa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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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廣場（Markt Square）是布魯日

的中心廣場，廣場一旁的市政府是比利時最古老的哥德式建築，於西元 1421 年完成，長方形平面帶有

高塔角樓，擁有４７個排鐘的●鐘樓象徵布魯日浪漫的情調，聖血禮拜堂供奉著十字軍東征時取自耶路

撒冷的基督聖血與聖物。布魯日素有「小威尼斯」之稱，城中運河水道交錯，有五十座橋樑橫跨河上。

因為這個城里佈滿大大小小的運河，就連布魯日的名字都有具有橋的意義 布魯日曾因水而發展，因河



道淤塞而沒落，卻保有她的古樸之美。 

續前往歐洲之心－布魯賽爾，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造訪世界馳名的●尿尿小童，他可是布魯塞爾最長

壽市民喲。隨後抵達被法國大文豪雨果譽為「歐洲最華麗的客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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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小孩堤防、聖血禮拜堂、市政廳、市集廣場、鐘樓、尿尿小童、黃金廣場 

【行車距離】鹿特丹（25KM）－小孩堤防（186KM）－布魯日（100KM）－布魯塞爾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比利時淡菜風味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Husa President Park 或同級  

 

第 05 天 布魯塞爾 巴黎 Paris【法國】 

今日前往花都巴黎，來到為紀念拿破崙的勝利與光榮所建的●凱旋門以及 12 條國道呈放射狀為主的星

辰廣場，您可在此體驗拿破崙的豐功偉業；全長約 2 公里的●香榭麗舍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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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法王路易十六及皇后瑪麗安東尼最後送上斷頭台的

地點●協和廣場與紀念西元 1889 年萬國博覽會而設計的地標～●艾菲爾鐵塔。接著搭乘★塞納河遊船

遊覽浪漫的花都，巴黎的魅力在於塞納河河岸風光，看看巴黎兩岸美麗的風光，以及古樸典雅的建築物，

隨著香頌音樂，當遊船行經塞納河上每一座橋時，別有一番悠閒浪漫的情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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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區行程，將依巴黎當日交通狀況、百貨公司營業時間、羅浮宮團

體預約時間…等因素調整行程順序，敬請諒察。） 

【下車參觀】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協和廣場、艾菲爾鐵塔 

【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 

【行車距離】布魯塞爾（320KM）－巴黎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中式自助式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Holiday Inn Paris Porte De Clichy 或同級 

 

第 06 天 巴黎 

今日沿著小丘石階來到●蒙馬特山丘（畫家村），白色的建築莊嚴肅穆、聖潔雄偉－●聖心堂，位於至高

點視野開闊、景色迷人。位於杜樂麗花園東邊的▲羅浮宮，參觀當代藝術建築代表－貝聿銘大師設計的

玻璃金字塔，窺探深埋於地底下的玻璃建築倒影，羅浮宮原自 12 世紀時為鞏固塞納河險要位置而建成

的要塞，現已是蒐集世界名畫，雕塑古物之藝術寶庫，入內參觀鎮館三寶：蒙娜麗莎、米羅的維納斯和

勝利女神像，讓您一窺藝術殿堂之奧妙。全球時尚之都～巴黎▲拉法葉百貨公司裡進駐國際知名品牌，

不管是服裝還是彩妝保養品，一線大牌絕對不會在巴黎缺席！走一趟巴黎，享受一日名流貴婦的身分，

感受時尚花都的魅力。 

晚餐後，您可自費前往聞名世界的夜總會如紅磨坊，體會法式美好年代夜生活的氛圍。（巴黎市區行程，

將依巴黎當日交通狀況、百貨公司營業時間、羅浮宮團體預約時間…等因素調整行程順序，敬請了解。） 

【下車參觀】蒙馬特畫家村、聖心堂 



【入內參觀】羅浮宮、拉法葉百貨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方便逛街，發餐費 10 歐      晚餐：法式海鮮風味 
 

Holiday Inn Paris Porte De Clichy 或同級 

 

第 07 天 巴黎 ［TGV 東線列車］ 史特拉斯堡 Strassbourg 蒂蒂湖

Titisee 黑森林區 

早餐後，安排搭乘★T．G．V 東線列車前往位於德法邊境的史特拉斯堡，是亞爾薩斯首府、歐洲議會、

歐洲聯盟首都所在地，當地融合了日耳曼民族與拉丁民族文化特色，整個舊城區於 1988 年列為世界遺

產，於此拜訪迷人的●小法國區，運河橋樑縱橫交錯，精緻美麗的建築雕飾，具有童話風格的德式建築，

踩著小鎮石板路街道，進入中古世紀的時光隧道，沿線路旁眾多木頭骨架屋，在這裡可以佇留拍照，感

受不同的日耳曼小鎮風情。●聖母院興建於 11 世紀棕紅色哥德式外型，高 142 呎尖塔顯得氣宇非凡、

莊嚴神聖。接著來到德法邊境的黑森林區，前往●蒂蒂湖，由冰川的冰磧物挖掘形成現今的天然湖泊，

是德國西南部著名渡假勝地，湖水的水質達到德國境內飲用標準，擁有許多傳說的蒂蒂湖猶如一位迷人

的少女，使黑森林充滿了神秘與撫媚，特別安排★蒂蒂湖遊船享受悠閒的迷人的美景，遠眺鬱鬱蔥蔥

的黑森林，並造訪世界知名的▲黑森林咕咕鐘工藝坊，賞玩源自 17 世紀的黑森林地區傳統工藝~咕咕

鐘，農家取材當地的木頭，將生活所見的動物、童話故事、花草植物雕刻於時鐘上，內部設計精密的齒

輪裝置，時間一到就會發出布榖的聲音，又名布穀鳥鐘。 

［TGV 小檔案］法國東線高速火車，車廂由法國時尚大師 Christian Lacroix 親自為內部裝潢設計，以

紫羅藍、蘋果綠、尊貴藍等亮麗色彩，十足展現了法國獨到的設計美感。每張座椅皆有獨立的電源插座、

閱讀燈，還有可調整俯仰角度的椅背和踏墊，使講究的商務旅客和悠閒度假的旅客都能得到舒適又便捷

的搭乘感受。 

【下車參觀】小法國區、聖母院、蒂蒂湖 

【入內參觀】黑森林咕咕鐘工藝坊 

【特別安排】TGV 高速列車、蒂蒂湖遊船 

【行車距離】巴黎++（TGV 約 2HR）++史特拉斯堡（119KM）－蒂蒂湖（黑森林區）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亞爾薩斯肉盤風味     晚餐：湖區鱒魚風味＋黑森林蛋糕 
 

Mercure 或 Novotel 或同級 

 

第 08 天 黑森林區 石丹峰 Stanserhorn 盧森 Luzern 蘇黎世 Zurich 

早餐後，前往盧森近郊的石丹峰纜車站，安排您坐上★古董火車上欣賞戶外景色並搭乘全世界唯一最新

★露天雙層纜車登上 1900 公尺的石丹峰峰頂，此纜車分為上下層，第一層為室內，第二層為室外，您

可選擇站上上層看台享受 360 度視線完全不受阻，還能看到阿爾卑斯山景，並可眺望瑞士琉森市的山光

水色盡收眼底。續前往蜜月之都－盧森，抵達後參觀紀念瑞士傭兵的●獅子紀念碑、聞名暇爾的●卡貝

爾橋、●天鵝廣場等，貫穿在新舊城區古色古香風華中。隨後，您可自由漫步於湖畔、逛逛這個小城，

並選購瑞士名錶及紀念品等。爾後來到瑞士聯邦的最大城市，瑞士重要的商業和文化中心，號稱是瑞士

銀行業的代表城市，也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2006 年和 2007 年蘇黎世獲選為世界最佳居住城市全球

首位。市區繁榮先進，古樸的建築穿插熱鬧的●班霍夫大道，這是蘇黎世的主要街道，自火車站延伸到



湖畔的站前大道，長達 1.4 公里是蘇黎世的精品大街，從世界知名品牌的流行服飾、珠寶、鐘錶店到百

貨公司等，琳瑯滿目的精品以吸引人的姿態誘惑著來往行人，絕對是最能買足您購物慾望的血拼天堂。

逛累了！還可以走到大道盡頭的●蘇黎世湖坐下來欣賞美景，這些都是不容錯過的著名景點。（2017 年

石丹峰開放日期為 4 月 8 日起，若因天候關係或逢維修石丹峰鐵路纜車停駛，改安排皮拉圖斯山替代~

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敬請諒察。) 

【下車參觀】獅子紀念碑、卡貝爾橋、天鵝廣場、班霍夫大道、蘇黎世湖 

【特別安排】石丹峰 

【行車距離】黑森林區（165KM）－石丹峰（30KM）－盧森（52KM）－蘇黎世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峰頂景觀餐廳       晚餐：泰式風味自助式 

 Holiday Inn ZRH 或同級 

 

第 09 天 蘇黎世 香港 

早餐後前往機場，由領隊協助辦理退稅、出關等事宜，中午搭乘豪華客機，經由香港飛返臺灣。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機上 

 

第 10 天 香港 臺灣 

 早餐：機上        午餐：Ｘ       晚餐：Ｘ 

 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