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7/2                                               團費：每人／NT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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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旅遊團型為「聯營團體」，為多家旅行社聯合共同出團。並以《魅力歐洲》名稱出團，特此告知。 

註：本送小費專案僅限全額給付團費者獨享；自理機票、嬰兒等均不適用本專案。 

 

【特別企劃】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單車體驗：在這裡您可以漫步享受森林浴，並特別安排騎單車馳騁於國家公園中；園區內另有以擁有歐洲

最大雕塑公園而聞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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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蜜專案，蜜月有禮：凡報名本系列團體，於團體出發前五日，提供喜帖正本，我們將送度蜜月的新人，以下好禮：甜：



甜巧克力一盒／蜜：蜜月紅酒一瓶／蜜：蜜月蛋糕一個。 

註：蛋糕為全團一起分享，大家一起祝福新人，我們的心意，只要讓您知道。 

【自然與人文饗宴】 

在荷蘭如詩如畫的自然環境中體驗平靜祥和的氣氛；走訪比利時充滿中古世紀氛圍的絕美古城布魯日；來到歐洲六小國之一，

位於西歐十字路口地勢險要，素有北方直布羅陀之譽的盧森堡；造訪法國著名的香檳區，見證香檳區的首府漢斯尊榮血統的

皇室風範；還有最美麗的歐洲貴婦～巴黎更不在話下。這些最精華的四個國度，期待著與您相遇！  

【務實的交通安排】  

1.使用致力提供旅客卓越的安全、舒適、便捷的台灣之翼～長榮航空，品牌形象 100 分。 

2.長榮航空飛荷蘭阿姆斯特丹為早班機(8:40)，一早起飛在機上享受空姐親切的服務之後，當天抵達歐洲，免除機上過夜之

疲憊。 

3.回程亦使用晚班機(21:45)起飛，等於整整多出一天在歐洲，9 天等同 10 天旅程，比其他人受限於航班時間無法安排任何

行程，因而多浪費一天，搭乘長榮航空讓您用更有效率的天數，卻能讓行程更加精彩，真的少請一天假唷！ 

★起飛時間若遇實際狀況調整，以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兩大遊船】 

巴黎塞納河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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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安排風

情萬種的塞納河遊船，讓您感受花都巴黎令人迷醉的風光！ 

 



阿姆斯特丹玻璃船遊運河：羅盤式的運河與大大小小的橋交織成阿姆斯特丹獨有的景緻，紅磚三角房屋、百年古老拱橋、窗

戶比門還要寬大的奇特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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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荷蘭： 

★北海魚排風味料理：讓您品嚐最道地的荷蘭傳統特色餐食 

蔬菜清湯/水煮食蔬/鮮魚排/冰淇淋 

1.北海漁村：這裡仍舊保有其傳統漁村的傳統風貌，在這裡您除了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紀念品外，何不試著穿上佛倫丹傳統

的服裝照個像留念喔。 

2.風車村：這裡彷如是一個開放性的博物館，最具代表的風車群在此讓您一覽而盡，早期荷蘭的傳統風格也一一呈現在您的

眼前。 

3.小孩堤防：一覽 19 座完整保存的懷舊古風車，見證荷蘭人自古以來，向天爭地的荷式生活體驗。 

4.阿姆斯特丹：大小運河彷彿就像被綠蔭籠罩的水上街道遍布在這裡，而岸邊多彩且各有特色的窄窄荷式小房，各式形形色

色的有趣設計窗櫺與屋簷，彩繪著阿姆斯特丹的天空，安排您搭乘遊船，找尋您最愛的荷式風情畫。 



5.方塊屋：是荷蘭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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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ak 大道，

形成一排獨特的隧道。 

 

 

鹿特丹綜合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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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時： 

★比利時風味：淡菜義大利麵。 

1.布魯日：充滿中古世紀氛圍的古城，十字軍東征讓布魯日賺進滿滿的荷包，讓布魯日一夕之間成為歐洲著名的商業城市，

隨著十字軍東征的結束也讓這個古城的繁華景色慢慢的沉寂下來！城裏到處盡是千年古蹟建築值得您一遊！比利時最美的

度假勝地～布魯日古城。 

 

2.布魯賽爾黃金大廣場：十七世紀布魯塞爾為歐洲最為繁榮的城市、商會林立，置身在廣場中彷彿回到過去一窺繁榮景色，



並拜訪比利時聞名的民族小英雄尿尿小童。 

 

3.梵谷燈光秀：巴黎的光之工坊（Atelier des Lumières）舉辦《梵谷》數位展覽！ 

此數位藝術展覽場館帶領觀眾沉浸在新的視覺和音樂創作中，參觀者將陶醉在畫家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繪畫、

生活以及多姿多彩又坎坷不平的一生。展覽回顧梵谷一生的不同階段，從他的初期作品，一直欣賞到成熟時期作品。包含他

在巴黎、亞爾（Arles）、普羅旺斯地區聖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奧維小鎮（Auvers-sur-Oise）的生活。 

註:展期區間:2019/02/22-12/31 止。網址~http://www.atelier-lumieres.com/ 

 
盧森堡：位在西歐內陸，這裡是歐洲地區僅存的大公國，蕞爾小國盧森堡，被鄰國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包圍，其地形極富變

化，在歷史上又處於德法要道，地勢險要，一直是西歐重要的軍事要塞，有《北方直布羅陀》稱號，盧森堡大公宮殿是到此

必訪的景點。 

亞道爾夫橋：高 56 公尺，寬 84 公尺，長 211 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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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下谷地綠草碧樹，盧森堡市民大多喜歡到此處散步漫遊。 

 

法國： 

★法國田螺風味餐：餐前酒／法式麵包佐橄欖油／開胃菜：烤田螺／主菜：鴨腿肉、魚排、烤羊肉、牛排，(四選一)／法式

甜點。 

★漢斯法式烤雞風味佐香檳佳釀乙杯。  

羅浮宮：驚豔絕世藝術饗宴，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宮，其始建於 12 世紀末，由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奧古斯都所下令修

建。安排您入內參觀豐富珍藏，並且安排當地有執照導遊講解。 

羅浮宮三寶：宮內最著名的鎮宮三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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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斧神工、英氣逼人的《勝利女神像》。 

 
造訪法國著名的香檳區：見證香檳區的首府漢斯王者之城的風範。 

 

漢斯：16 位國王在此加冕成為法國的王者，法國裡的重大歷史時刻都在這裡發生，帶您順著街道漫遊，一起造訪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雋永建築：漢斯聖母院、朵皇宮與微笑天使，細細品味昔日漢斯的貴族血統與翩翩風範。  



 
巴黎時尚百貨公司之旅，帶領您的品味生活～帶您走進巴黎經典百貨公司，尤其位於法國巴黎第九區的奧斯曼大道上的拉法

葉百貨，百年建築的幽雅外觀內，提供了各國歐洲的精緻經典品牌與各式美酒與高級食材，在您盡情的購物同時，也請您細

心品味這幽雅的建築特色。 

【住宿飯店】阿姆斯特丹:四星 PARK PLAZA AMSTERDAM SCHIPOL HOTEL 註：如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飯店替

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安特衛普：四星 SCANDIC HOTEL ANTWRPEN 

註：遇上述飯店團體滿房時，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巴黎：四星 RADISSON BLU CDG AIRPORT 3 晚。 

註：遇上述飯店團體滿房時，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或巴黎：四星 MERCURE HOTELAEROPORT CDG 3 晚。 

註：遇上述飯店客滿，將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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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075 台北(桃園)  阿姆斯特丹  08:40  19:35  

第八天 BR076 阿姆斯特丹  台北(桃園)  21:30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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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曼谷阿姆斯特丹（荷蘭） 
今早齊集於台北桃園機場，搭乘豪華舒適安全的長榮航空，在空服人員細心的照料之下，飛往荷蘭首都
～阿姆斯特丹。展開豐富浪漫的歐洲之旅，懷著喜悅與期盼當日晚上抵達阿姆斯特丹。抵達後專車接往
飯店休息，準備展開精彩的荷比盧法之旅。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晚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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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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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本團貴賓： 

您所參加本次行程所安排的航段，自桃園機場出發後需經中站轉機，飛往本行程的目的地。 

溫馨提醒：中站轉機務必配合當團領隊的引導，順利登上轉機的航段。依據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規定，所有搭機人務必

按照所開立的機票，依序搭乘使用，倘若中途有任一航段未順利搭乘，將被航空公司視同持票人放棄本次旅程，並且後續的

所有機票航段（包含回程機票）將全數被作廢失效。若此，後續所有的旅程航段將必須自費重新購買新機票，費用通常在數

萬元以上。 

(早餐) 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四星 PARK PLAZA SCHIPOL HOTEL 或 四星 NH AMSTERDAM SCHIPOL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2天  阿姆斯特丹(21KM)風車村(260KM)布魯日 BRUGGE(比利時)比利時南部小
鎮 
早餐後，前往【風車村】此地的風車於 1574 年後陸續建立，目前的風車村新建於 1960 年代，當地人
將商店、歷史建築、農舍、風車及房子都遷移到此地，形成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村。《木鞋工廠》
參觀由白楊木挖空製成的荷蘭木鞋，大小尺寸齊全，除了當紀念品外也可當成花器使用，保證令您愛不
釋手。《起士工廠》參觀起士製作及成品。  
【入內參觀】風車村。 



接著前往比利時知名古都，素有「北方威尼斯」、「中古世紀睡美人」之稱的【布魯日】2000 年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產。BRUGGE荷蘭語是「橋」的意思，今日布魯日有 50 座以上的橋，是
標準的水上都市。不同於布魯塞爾大廣場的金碧輝煌，布魯日用如詩如畫的湖畔景色來歡迎訪客。沿著
靜謐石板路漫步至城市中央 MARKT 廣場，如同童話世界的小巧可愛彩色房屋並列，映襯著高聳鐘樓更
加突出。  
再走至一旁的【BURG 廣場】，映入眼簾的是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市政廳，在廣場東側的聖血禮拜堂是布
魯日最著名的教堂，供奉著耶路撒冷聖地取回的基督聖血和遺物。市政廳後方小巷連接著布魯日最美的
玫瑰碼頭，整排三角山牆的紅磚房屋，前有運河水流潺潺，後有教堂尖塔聳立，這是布魯日最經典的畫
面。  
★MARK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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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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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T 廣場、鐘樓、市政廳、聖血禮拜堂。 
【特別安排】布魯日淡菜義大利麵。  
今日夜比利時南部小鎮。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或 發餐費 10歐元 (晚餐) 淡菜義大利麵風味餐 

住宿：四星 MERCURE HOTEL 或 四星 VAN DER VALK HOTEL 或 四星 NOVOTEL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比利時南部小鎮 (307km)巴黎(藝術羅浮宮、梵谷燈光秀) 
早餐後專車前往巴黎來場浪漫之旅～ 
專車於下午時分抵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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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市有 70 座博物館，每一座都是精采又獨特的，來到巴黎讓您有進入藝術國度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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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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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逢星期二羅浮宮休館，或特別假日休館時，將調整參觀日期或前往其他博物館參觀，敬請見諒！  

【梵谷燈光秀】巴黎的光之工坊（Atelier des Lumières）舉辦《梵谷》數位展覽！ 
此數位藝術展覽場館帶領觀眾沉浸在新的視覺和音樂創作中，參觀者將陶醉在畫家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繪畫、生活以及多姿多彩又坎坷不平的一生。 



展覽回顧梵谷一生的不同階段，從他的初期作品，一直欣賞到成熟時期作品。包含他在巴黎、亞爾（Arles）、
普羅旺斯地區聖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奧維小鎮（Auvers-sur-Oise）的生活。 
註:展期區間:2019/02/22-12/31 止。網址~http://www.atelier-lumieres.com/ 

【入內參觀】羅浮宮、梵谷燈光秀。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四星 MERCURE PARIS GENNEVILLIERS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ROISSY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HOTEL 

CDG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巴黎市區觀光、浪漫花都塞納河遊船 
今日早餐後安排您欣賞巴黎城市之美！  
途經富麗典雅的歌劇院、寬闊堂皇的【協和廣場】、接著您會看到十二條放射狀的道路，就以【香榭麗舍
大道】最為著名。全長兩公里，從凱旋門到協和廣場之間的香榭麗舍大道，是觀光客眼中最能體會巴黎
浪漫的所在，她是巴黎的主要脈絡，終日車水馬龍，寬廣的林蔭大道旁有許多精品旗艦店及咖啡館，是
造訪巴黎必到之處。  
被十二條放射狀道路環繞著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凱旋門】，座落於巴黎星辰廣場(現稱戴高樂廣場)上，是
拿破崙為紀念擊敗奧俄聯軍於 1806 年下令興建，費時 30 年才建成。令人感慨的是，拿破崙本人從未親
眼看著它落成，只有在 1840 年巴黎將拿破崙骨灰迎回時從其下穿過。凱旋門高約 50 公尺，四面各有一
門，門上有許多精美雕刻。  
【艾菲爾鐵塔 Eiffel Tower】－巴黎的地標，塔高三百二十公尺，位於巴黎市中心的戰神公園，這是一
個綠意盎然的公園，從前是練兵場，也是慶祝節慶活動的地方，後來成為數屆世界博覽會場所。1889 年
首屆世界博覽會在巴黎舉行，艾菲爾鐵塔即是為了慶祝其開幕而建造的，標誌著 19 世紀最先進的鋼鐵與
建築技術。1887 年開始施工，兩年後竣工，距今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了。  
之後貼心安排遊覽浪漫的花都遊河，搭乘正宗的【塞納河遊船(BATEAUX—MOUCHES) 】，來趟藝術文
化之旅，欣賞美麗的兩岸河景並飽覽如西堤島上的聖母院、古監獄、司法大樓、亞力山大三世橋，及還
有收藏 18世紀末至 19世紀初時期藝術品的奧賽美術館等特色建築。巴黎的魅力，在於塞納河河岸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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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拍到人跟巴黎景物 1:1 浪漫的有趣相片
喔！  
【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 
【下車拍照】艾菲爾鐵塔、香榭麗舍大道、凱旋門。 
【行車經過】協和廣場。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住宿：四星 MERCURE PARIS GENNEVILLIERS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ROISSY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HOTEL 

CDG 或 同級旅館 



 

第 5天  巴黎(聖心堂+蒙馬特) 巴黎輕旅行(時尚百貨之旅) 
【巴黎】世界上最美麗的花都，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成為人文薈萃之地，許許多多的詩人和
藝術家沈醉、迷戀於巴黎，不斷為巴黎尋找不同讚美詞彙，花都巴黎為歐洲最具詩情畫意、集藝術、建
築之大成的歷史名都，現代化的風格更是超越其他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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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前的畫家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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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回到市區，享受悠閒巴黎時光。您可在法國最大之春天百貨公司或老佛爺百貨公司參觀，享受瞎拼
之樂。或慢步在古典街道中，享受您的香頌巴黎。晚餐後，您可經由領隊推薦安排參加聞名世界的巴黎
夜總會歌舞秀(自費活動)。備註:若遇百貨公司假日休館，則改於其他日期入內，領隊安排行程順序將前
後調整。 
【下車拍照】聖心堂、蒙馬特。 
【入內參觀】百貨公司。 
【特別安排】法式田螺風味餐佐葡萄酒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法式田螺風味餐佐葡萄酒 

住宿：四星 MERCURE PARIS GENNEVILLIERS 或 四星 MERCURE PARIS ROISSY CDG 或 四星 HOLIDAY INN HOTEL 

CDG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巴黎 (144km)漢斯【香檳美鎮】 (267km)盧森堡 
早餐後，前往歷代法國國王舉行加冕典禮的重要城市～【漢斯】；市區縈繞著華麗的氣氛，微笑天使雕
像、諸多精緻雕刻裝飾而成的歌德式漢斯聖母大教堂、美麗的朵皇宮等；市區處處可見石頭所砌造的建
築物，在精緻的雕刻建築背後依稀可見戰爭殘留的彈痕，到此一遊一起為歷史作見證。漢斯也是法國香
檳區的首府，午餐特別安排您品嚐法式烤雞佐香檳佳釀乙杯。  
【下車拍照】漢斯聖母大教堂、朵皇宮 
【特別安排】法式烤雞佐香檳佳釀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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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您漫步這位於歐洲心臟的
美麗綠色城市，一起感受這舊碉堡與城牆擋不住的高雅歐洲氣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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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拍照】大公宮殿、威廉廣場、憲法廣場、亞道爾夫橋。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法式烤雞餐佐香檳佳釀一杯 (晚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四星 NH LUXEMBOURG HOTEL 或 NOVOTEL LUXEMBOURG KIRCHBERG 或 同級旅館 
 

第 7天  盧森堡 (191KM)布魯塞爾(比利時)  (151KM)鹿特丹(小孩堤防、方塊屋、Markthal

綜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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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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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中央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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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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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個將鐵分子放大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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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拍照】黃金大廣場、市政廳、國王之家、尿尿小童、原子球塔。  
之後專車前往續經保存有 19 座十八世紀風車的【小孩堤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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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爾後前往荷蘭第二大城－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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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設計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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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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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拍照】小孩堤防、方塊屋、Markthal 綜合市場。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發餐費 10歐元 

住宿：四星 NH CAPELLE ROTTERDAM 或 四星 VAN DER VALK ROTTERDAM-BLIJDOR ROTTERDAM 或 同級旅館 

 

第 8天  鹿特丹 (115KM)梵谷國家公園 (110KM)北海漁村(佛倫丹)  (20KM)阿姆斯特
丹遊船機場曼谷桃園 
早餐後專車前往梵谷森林國家公園(單車體驗)。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在這裡您可以漫步享受森林浴，亦可騎單車馳騁於公園中；內有許多獨特的景觀，



以及珍貴的野生動物。您可以自由取用公園內免費的白色腳踏車，42 多公里的腳踏車道，引導您遊覽
公園內的各個景點，或是您可悠閒在國家公園內漫步，深呼吸新鮮空氣。 
午餐前往擁有狹窄運河與巷道的北海漁村～【佛倫丹】，此地是荷蘭典型的傳統小漁村。儘管在築完
Afsluitdjik北海大堤壩後，原本的海已變成內陸潟湖，但如珍珠項鍊般環繞湖畔的漁村並未因此而沒落。
許多的漁村仍舊保有其傳統的風貌，而吸引無數的觀光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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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看見穿著傳統服飾的居民從您身邊走過，讓你會以為你身處在數百年前。  
中午特別安排嚐嚐這裡的海鮮美食傳統家庭式北海魚排餐，體會異國飲食風情！ 
隨後至【阿姆斯特丹進行市區觀光】皇宮、水壩廣場及名聞遐邇的鑽石切割工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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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船遊覽運河】羅盤式的運河與大大小小的橋交織成阿姆斯特丹獨有的景緻，紅磚三角房屋、百年
古老拱橋、窗戶比門還要寬大的奇特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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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玻璃船遊運河。 
【下車拍照】北海漁村(佛倫丹)、水壩廣場、皇宮。 
【入內參觀】梵谷國家公園、鑽石工廠。 
【特別安排】北海魚排風味餐。  
歡樂的美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午後，前往史基浦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懷著依依不捨的心
情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夜宿機上。 

   
(早餐) 旅館美式早餐 (午餐) 北海魚排餐 (晚餐) 方便退稅敬請自理 

住 宿：夜宿機上 

第 9天   桃園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此次旅程。敬祝各位健康！！愉快！！ 
(早餐)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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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巴

黎 

巴黎夜總會

表演 

來巴黎不看一場歌舞秀，就不算來過巴黎。康康舞是巴黎紅燈區 -- 蒙馬特在

百年前為了吸引水手目光而發展出的豔舞，經過一百多年的演變，發展出濃艷

奔放的色彩，成為巴黎夜生活的代名詞。不同於芭蕾舞的優雅和現代舞的狂放，

它風格獨特，華麗閃耀，裸露卻不帶色情意味，是人體美的極致展現。 巴黎舉

世聞名的三大夜總會：紅磨坊、麗都或瘋馬秀，在領隊推薦下體驗一場視覺的

豪華饗宴。 

   

活動時間： 約 100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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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每日晚間 
 

幣別：歐元 

大人：150 

小孩：X 



法國～巴

黎 
巴黎夜遊 

巴黎的夜晚，更加美麗，由巴黎專業導遊與夜間專車帶您遊覽不一樣的巴黎。

路線如下：集合地點-聖日耳曼大道-雙叟、花神、利物浦啤酒館-萬神殿(先賢祠)-

龐畢度(中場廁所時間)-市政廳-協和廣場-亞歷山大三世橋-夏祐宮下方照鐵塔

閃燈-凱旋門-飯店。(註：路線安排或因日落時間及交通狀況而調整，夏天日照

時間漫長，可能導致無法拍到夜景，敬請見諒。) 

   

活動時間： 約 100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夜間車資、專業導遊導覽、司機導遊小費 

特別說明： 本項活動須達 16 人以上參加。 

營業時間： 全年無休 
 

幣別：歐元 

大人：45 

小孩：45 

法國～巴

黎 

法式海鮮大

餐 

品嚐法式經典海鮮饗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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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肝醬沙拉、焗烤法國蝸牛，主食（牛魚鴨羊任選一）、甜

點、水酒飲料一份 

   

活動時間： 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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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午晚餐時段(全年無休) 
 

幣別：歐元 

大人：60 

小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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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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