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8.29

出發日：

團費：每人／NT66,0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高北高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特別企劃】
2018/12/31 晚上安排於巴黎市區跨年體驗：由於節慶人潮眾多，領隊會帶領大家去體驗這個特別的夜晚，一起共度別有意
義的跨年時光，和團員一起跨年倒數計時迎向 2019 年。
註 1：提醒歐洲早晚溫差大，晚上外出請準備足夠保暖衣物。
註 2：跨年地點將視現場交通狀況安排，塞車及人潮擁擠也在所難免，遇此狀況恕無法接受退費要求，亦不另增加其他行程
替代；若您無法接受這樣的安排，請勿報名參團，以免影響您的遊興。

註：圖片僅供參考，仍須以實際現場抵達為主，敬請見諒。
升等巴黎市區飯店兩晚 HYATT REGENCY ETOILE
(近凱旋門只需要走路約 16 分鐘)

升等鐵塔區飯店兩晚 NONOTEL CENTRE TOUR EIFFEL
(近艾菲爾鐵塔只需步行 15-20 分鐘)

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荷蘭最大的鮮花拍賣市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鮮花交易市場；全世界有 80%的花卉產品是來自阿斯
米爾鮮花拍賣市場，對許多花商而言，阿斯米爾可以說是花卉王國的首都城市。市場每天平均拍賣 1 千 4 百萬朵的鮮花與 1
百萬株的盆栽植物，相當於 8 千個苗圃每年共生產約 30 兆的鮮花與 4 億株的盆栽植物。所有的花卉產品中，以玫瑰的交易
量最大，其次當然是鬱金香，再次之則是菊花。註：遇鮮花拍賣市場休市或行程安排日期遇星期四時，將調整日期前往或每
人退費 10 歐元。

凱旋門登頂初體驗：巴黎四大代表性建築之一，宏偉的建築是您必到訪之地，登至頂樓觀景台，12 條大街以凱旋門為中心，
向四周放射，配合香榭里榭大道上的繁華街廓，彷彿世界皆向其俯首，回到拿破崙光榮的時代除了美景盡收眼底外，心中多
了一份見證法國歷史演變的激動。

入住積木城堡旅館：以荷蘭傳統式的建築風格於 2010 年 3 月完工，以非對稱的方式詮釋出來的積木城堡旅館為荷蘭知名的
建築師所設計，其設計理念為“每一個來到這裡的旅人，都應該有一棟房子可以歇息，而不僅僅是個房間”，內部共有 160

間以前衛風格為主訴求的房間，設計師巧妙的運用新舊融合的設計概念，以獨特的空間設計概念打造出不一樣的建築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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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如有遺失之狀況，需賠償每台機器費用 NT2000 元。

【全新體驗】
華航 A350 客機～直飛不中停

註：航空公司保有異動機型.調度之最終權利,敬請貴賓知悉！
【行程特色】
鹿特丹綜合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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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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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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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塞納河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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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感受花都巴黎令人迷醉的風光！

羅浮宮：巴黎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
羅浮宮的鎮宮三寶：蒙娜麗莎的微笑、米羅的維納斯和勝利女神像，讓您一窺藝術殿堂之奧妙。

蒙馬特的山丘(含上山纜車，如放棄不搭乘者恕無退費)
聖心堂：屹立在蒙馬特的山丘上，白色的建築聖潔雄偉，又位於至高點視野開闊、景色迷人。
畫家廣場：教堂旁的廣場是巴黎最有藝術特色的地方。

愛之牆：面積約 40 平方米，由 511 塊深藍色的石磚築成，牆上滿滿都是用 311 種字體和 280 種語言寫成的我愛你，左側
牆身上更可看到中文的我愛你，一起來留下愛的記憶吧！

法國巴黎塞納河建築群～1991 年收列世界遺產。

比利時布魯塞爾黃金大廣場～1998 年收列世界遺產。

荷蘭阿姆斯特丹運河群～2010 年收列世界遺產。

【風味餐食】
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料理：比利時除了手工巧克力著名之外，傳統的淡菜料理味道十分鮮美。
menu：清蒸淡菜(四人一鍋)/佐餐麵包/義大利麵
法蘭德斯烤雞風味餐：有著豐沛濃郁的深褐色肉汁，及啤酒花濃烈醇厚的香氣。
menu：起士卷/法蘭德斯烤雞/比利時煎餅
法式 Diamantaires 餐廳：法式油封鴨風味餐：巴黎當地美味精緻的當地菜肴。
menu：雞尾酒蝦沙拉/法式油封鴨/經典烤布蕾
【飯店安排】
連續入住巴黎四晚：兼顧團體旅遊的便利與個人旅遊的自主，享有自由時間逛行、購物喝咖啡。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073

台北(桃園)

阿姆斯特丹

00:25

07:40

第八天

CI074

阿姆斯特丹

台北(桃園)

11:00

06:00+1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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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桃園(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15 分鐘) 阿姆斯特丹機場布魯賽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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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品嚐美食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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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機於當天早上抵達阿姆斯特丹
★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15 分鐘。
★貼心提醒：本團出發之國際航班為凌晨之班機,請貴賓們特別注意說明會資料之集合日期及時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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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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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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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依旅遊地區插孔規格贈送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班機於上午抵達全歐洲設備最齊全的國際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抵達後，隨即展開精彩又
豐富的荷比法九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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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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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拍照】原子球模型塔、黃金大廣場、市政府高塔、國王之家、尿尿小童。
【特別安排】法蘭德斯烤雞風味餐~比利時法蘭德斯省當地的名菜，有著豐沛濃郁的深褐色肉汁，及啤
酒花濃烈醇厚的香氣。菜單：起士卷/法蘭德斯烤雞/比利時煎餅

(早餐) 飛機上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法蘭德斯烤雞風味餐
住宿：Gresham Belson Hotel Brussels 或 Hotel Ramada Brussels Woluwe 或 NH Hotel Brussels City Centre 或
Van der Valk Hotel Brussels Airport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布魯賽爾蒙馬特(聖心堂、畫家廣場～含上山纜車+愛之牆) 巴黎輕鬆
遊今日入住鐵塔區飯店
【巴黎】一個得天獨厚，擁有浪漫、充滿感性與不虞匱乏物質享受的城市，僅巴黎市有 70 座博物館，
每一座都是精采又獨特的，除了世界最大的羅浮宮，還有收藏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時期藝術品的奧塞
美術館，也使人駐足良久，雖然它原是由火車站改建而來的，而橘園美術館，這裡收藏的是 19 世紀末
期印象畫派的作品，當然還有畢卡索美術館、克呂尼博物館、羅丹美術館等，來到巴黎讓您有進入藝術
國度的感覺。
【聖心堂】屹立在蒙馬特的山丘上，白色的建築莊嚴肅穆、聖潔雄偉，又位於至高點視野開闊、景色迷
人。教堂前的廣場是巴黎最有藝術特色的地方，很多年輕畫家在這裡寫生，你可以找位心儀的畫家給你
畫上一幅畫；情侶可以一起去尋找用各國文字留言我愛你的愛之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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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聖心堂、畫家村(含上山纜車，如放棄不搭乘者恕無退費)、愛之牆。
【特別安排】巴黎市區。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Novotel Paris Centre Eiffel Tower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巴黎悠遊 GO（羅浮宮、巴黎購物趣～拉法葉百貨公司) 今日入住鐵塔區
飯店

【羅浮宮】位於法國巴黎的羅浮宮為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原來是 12 世紀時法國國王為了鞏固塞
納河南岸，即左岸拉丁區之巴黎精華區的安全而建成的要塞，由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奧古斯都所下令修建。
羅浮宮博物館蒐集了世界各大名師的畫作，現今擁有的藝術收藏超過 40 萬件，其中包括雕塑，繪畫，
美術工藝等的收藏分別於四層樓展出。
宮內最著名的《鎮宮三寶》分別為：鬼斧神工、英氣逼人的《勝利女神像》
、栩栩如生、清麗脫俗的《米
羅的維納斯》
、與集神秘和美麗於一身的《蒙娜麗莎》
。其中，又以被視為鎮宮之寶的達文西大做《蒙娜
麗莎》最受歡迎，如果您有看過達文西密碼這本暢銷小說，那您就更不能錯過可以親眼目睹達文西真跡
的這個機會，把自己當成書中的主角羅伯蘭登，一步一步地抽絲剝繭，把埋藏在這名畫後面已攸攸數百
年的秘密給挖掘出來。您可在這細細品味文藝復興偉大藝術家鬼斧神工精湛的繪畫及雕刻藝術，讓您一
窺藝術殿堂之奧妙。註：羅浮宮逢週二休館，如遇休館或無法調整行程則改參觀凡爾賽宮。
【拉法葉百貨公司(或春天百貨公司) 】享受瞎拼之樂。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 Paris，
是歐洲最大的百貨公司。主體建築已超過百年的歷史，華麗的風格吸引人注目，以女性消費者為主要訴
求，集結世界頂級的名牌舉凡國際知名品牌 LV、卡地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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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遇百貨公司周日休館，則改於其他日期入內，領隊安排行程順序將前後調整。
【入內參觀】羅浮宮。
【特別安排】拉法葉百貨公司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晚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Novotel Paris Centre Eiffel Tower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巴黎悠遊 GO(聖母院、左岸、塞納河遊船)～歡慶倒數迎接 2019今日入住
凱旋門區飯店
【2018/12/31 晚上安排於巴黎市區跨年體驗】由於節慶人潮眾多，領隊會帶領大家去體驗這個特別的
夜晚，一起共度別有意義的跨年時光，和團員一起跨年倒數計時迎向 2018 年。
註 1：提醒歐洲早晚溫差大，晚上外出請準備足夠保暖衣物。
註 2：跨年地點將視現場交通狀況安排，塞車及人潮擁擠也在所難免，遇此狀況恕無法接受退費要求，亦不另增加其他行程
替代；若您無法接受這樣的安排，請勿報名參團，以免影響您的遊興。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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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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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漫
步前往著名的【塞納河左岸】充滿人文氣息的聖哲曼德佩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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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具盛名的雙叟及花神是您不可錯過的兩家!!您可在此細細品味
巴黎獨特的咖啡館文化。左岸，昔日藝術家薈萃之地！一起感受海明威以及畢卡索熱愛的文藝地區。
特別安排乘船漫遊塞納河，在船上欣賞兩岸如畫的景緻，更顯浪漫，巴黎之遊留下難忘回憶，別忘了今
天要穿上最美麗最帥氣的服裝唷！
【艾菲爾鐵塔】2014 年巴黎的艾菲爾鐵塔滿 125 週年，1889 年時，為了慶祝法國大革命 100 週年，巴
黎鐵塔在世界博覽會的開幕式剪綵展現精湛技術及建築之美，巴黎鐵塔高約 324 公尺。但這個超高難度、
用 250 萬個鉚釘和 1 萬 2000 多個規格不一的零件打造的巨塔實際上卻替巴黎帶來了全新的刺激和
活力，這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對巴黎建築界來說是個充滿勇氣的大變革，也是對建築的大膽挑
戰。而當年的世博會吸引了 250 萬人登上鐵塔，當大發明家愛迪生被邀請去參觀鐵塔時，也驚歎於這

個充滿新意的建築。
【下車拍照】聖母院、艾菲爾鐵塔、星辰廣場。
【行車經過】協和廣場。
【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
【特別安排】法式 Diamantaires 餐廳：法式油封鴨風味餐。註：遇客滿或休息改至其它鍋子餐廳分店或巴黎百
年餐廳。

何謂"油封"，是以前沒有冰箱為了保存食物而研發出來的一種料理方式，用鴨油將鴨腿完全浸泡以小火
低溫燉煮 2 小時後，再利用油脂在低溫時凝固的特性，把鴨腿完全隔離細菌的密封起來要食用時再將鴨
腿取出稍微煎過後就可食用，而且會讓鴨皮比油炸的還酥脆，鴨肉比燉煮的還軟嫩。
菜單：雞尾酒蝦沙拉/法式油封鴨/經典烤布蕾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晚餐) 法式油封鴨風味餐
住宿：Hyatt Regency Etoile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巴黎悠遊 GO(凱旋門登頂、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自由活動) 今日入住
凱旋門區飯店
【凱旋門】為紀念拿破崙的勝利與光榮所建的；香榭麗舍大道全長約兩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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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此悠閒的散步逛街體驗巴黎浪漫的風情；巴黎鐵
塔為紀念西元 1889 年萬國博覽會而設計的地標；星辰廣場以 12 條國道呈放射狀為主，您可在此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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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此悠閒的散步逛街體驗
巴黎浪漫的風情。
【凱旋門登頂】巴黎四大代表性建築之一，宏偉的建築是您必到訪之地，登至頂樓觀景台，12 條大街
以凱旋門為中心，向四周放射，配合香榭里榭大道上的繁華街廓，彷彿世界皆向其俯首，回到拿破崙光
榮的時代除了美景盡收眼底外，心中多了一份見證法國歷史演變的激動。
【特別安排】凱旋門登頂初體驗。
【下車拍照】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
隨後安排半天自由活動，你可儘情的自行安排享受漫步在浪漫的巴黎街道，留下美麗的足跡。
快要向這美麗氣息的國度揮手說再見囉！仔細地再想一想，還有什麼地方是想去的呢？再次翻翻地圖、
景點旅遊書，巴黎的多采多姿令人流連忘返，花都巴黎，我們都如此稱呼她。從羅馬人建設至今，已兩
千多年的歷史，經年累月蘊積的文化、市容建設、市民素質，造就她成為時尚流行、文明、藝術、知識
殿堂的代名詞，使巴黎花都之名當之無愧。
今日您可經由領隊專業的精心規劃安排套裝的{自費活動},當然今天也是妳要拜金一下的最後機會了！
您可自行前往" 拉法葉百貨公司"(老佛爺百貨)Galeries 是歐洲最大的百貨公司，主體建築已超過百年的
歷史，華麗的風格吸引人注目，以女性消費者為主要訴求，或是您也可自行前往" 春天百貨"Printemps：
購買名牌服飾和化妝品。舉凡國際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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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百貨公司內人潮多、財不露白請留意扒手，務必保管好您的護照及錢包。更別忘了仔細聆聽領隊宣布的退稅注意
事項。備註:若遇百貨公司周日休館，則將前後調整逛街日期，特此告知。
貼心的提醒：法國單一商家消費金額超過 175 歐元，將享用有 10~12%左右的退稅優惠，我們的領隊會專業的協助您辦理，

請務必保管好您的護照及退稅單喔。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晚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Hyatt Regency Etoile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巴黎 (294km)布魯日(比利時)  (180km)鹿特丹(Markthal 時尚綜合市場、方
塊屋建築)(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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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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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拍照】聖血禮拜堂、馬克特廣場、市政廳、鐘樓
【特別安排】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料理
當地傳統的淡菜料理味道十分鮮美。
菜單：清蒸淡菜(四人一鍋)/佐餐麵包/義大利麵
【鹿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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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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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78∼1984
年由 Piet B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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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thal 綜合市場】2014 年開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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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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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拍照】Markthal 綜合市場、方塊屋。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比利時淡菜義大利麵料理) (晚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NH Atlanta Rotterdam Hotel 或 NH Capelle Rotterdam 或 Best Western Plus Rotterdam Airport Hotel 或
或其他城市(海牙)同等級飯店替代 或 同級旅館

第7天

鹿特丹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運河遊船) 今

日"保證"入住：積木城堡飯店
【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Flower Auction Aalsmeer) 】為荷蘭最大的鮮花拍賣市場，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鮮花交易市場；全世界有 80%的花卉產品是來自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對許多花商而言，阿斯米爾
(Aalsmeer)可以說是花卉王國的首都城市。市場每天平均拍賣 1 千 4 百萬朵的鮮花與 1 百萬株的盆栽植
物，相當於 8 千個苗圃每年共生產約 30 兆的鮮花與 4 億株的盆栽植物。所有的花卉產品中，以玫瑰的
交易量最大，其次當然是鬱金香，再次之則是菊花。
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拍賣過程:運用高科技及有效率的拍賣方式，正為荷蘭鮮花交易如此蓬勃的原因。
除了荷蘭的花農外，國外的花農現在也將他們的產品透過荷蘭的銷售到世界各地。所以，在荷蘭交易的
鮮花盆栽植物，有超過 75%都是出口到其他國家的。荷蘭的鮮花拍賣的過程相當特別；拍賣鐘的指針會
持續地由較高的價錢開始往低價格旋轉，直到有買家按下按鈕，指針停止的價格即是銷售的價格，然後，
得標的買家透過麥克風告知所需要的數量。
營業時間：
2018/1/1~12/31 周一至周五 07:00~11:00 *周四是 07:00~09:00
※如遇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休市或行程安排日期遇星期四,將調整日期前往或每人退費 10 歐,敬請見諒。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舊皇宮】
、
【水壩廣場】
、
【紅燈區】阿姆斯特丹法定的風化區，位於舊教堂(Oudekerk)
附近，許多觀光客抱著開開眼界的心態，來欣賞難得一見的櫥窗女郎。
【玻璃船遊覽運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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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運河巡禮之後，前往鑽石工廠看看
荷蘭人引以為豪的鑽石切割工藝，世界著名的鑽石之所以變得光彩奪目，很多即是由荷蘭鑽石工廠的切
割整形研磨的加工手續才得以迷倒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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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前途經阿姆斯特丹最負盛名～水壩廣場及舊皇宮。途中並安排前往荷蘭著名的特種營業區～紅燈區，
欣賞難得一見的櫥窗女郎。
【下車拍照】水壩廣場、舊皇宮。
【入內參觀】鑽石工廠。
【特別安排】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玻璃船遊覽運河、紅燈區(請勿拍照逗留)。
※如遇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休市或行程安排日期遇星期四,將調整日期前往或每人退費 10 歐,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方便逛街請自理
住宿：積木飯店 Inntel Hotels Amsterdam Zaandam 或 同級旅館

第8天

阿姆斯特丹機場桃園【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A350 直飛不中轉】

今日帶著一顆依依不捨的情懷前往史基浦機場搭機飛返台北，當晚夜宿機上。
本日您將搭乘直飛的航班返回台灣，中途無需轉機，在本航段中，機上將提供您二次的正餐，並且於二
餐之間會供應點心或三明治等簡易輕食。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機上輕食
住 宿：夜宿機上

第9天

桃園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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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下次的約會。
註：以上表列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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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X (晚餐) X
住 宿：溫暖的家

 自 費 活 動: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觀賞法國舉世聞名的紅磨坊或拉丁天堂歌舞夜總會表演。
活動時間： 約 100 分鐘
法國～ 巴黎夜總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巴黎

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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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總會表演場次視當時而定，並須提前進場。需 6 人以上成行。

幣別：歐元
大人：140
小孩：X

營業時間： 每日晚間
巴黎夜景、夜間觀光、香榭麗舍大道散步
法國～
巴黎

巴黎夜遊

活動時間：

約 100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夜間車資

特別說明：

本項活動須達 20 人次以上參加

營業時間：

全年無休

幣別：歐元
大人：50
小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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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法式海鮮 活動時間：
巴黎

大餐

約 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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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別：歐元
大人：60
小孩：60

營業時間：

晚餐時段(全年無休)

含一宮參觀門票及導遊費用（凡爾賽宮或楓丹白露宮或奧塞美術館，三選一，但得全體
報名團員相同）
，及半天巴黎市內自由活動，
法國～ 巴黎一日
巴黎

遊

活動時間： 一日

幣別：歐元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大人：100

費用包含： 含門票、導遊、全天遊覽車資（11 小時）、中式午餐(晚餐自理)

小孩：100

特別說明： 需得 20 人次以上報名方能成行。
營業時間： 每日(0900-1900)

 應 備 證 件: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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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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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6.11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