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特選荷比法．羊角村．庫肯霍夫．梵谷之路．羅
浮宮．歐洲小鎮遊．雙遊船 9 日(華航直飛 A350)
出發日期：2019/03/20～5/11
現金優惠價：59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2019 荷蘭庫肯霍夫花季期間(3/21-5/19)特別安排庫肯霍夫鬱金香公園花卉之旅～ 座落在麗斯的庫肯霍夫
花園是荷蘭最讓人興奮而色彩繽紛的春季旅遊點，每一年，庫肯霍夫花園的春季確實給人帶來不同凡響的迷
人景致；園區內佈滿迂迴曲折的道路、涓涓流水，還有鬱金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的球莖花。除了
令人讚嘆的戶外景致，庫肯霍夫公園還有四個室內展廳，在不同的時間展示各種獨特的稀有花卉品種。庫肯
霍夫花園四周環繞著種滿鬱金香和各類球莖花的花田，恰似座落在花氈中的春天花園。
～經典歐洲荷比法三國必遊～ ★★★★★傳統與現代和諧共處的荷蘭★★★★★ (1)北方威尼斯「羊角村遊
船之旅」 位於北荷蘭的羊角村，水道縱橫，運輸往來皆仰賴船隻，因而有“綠色威尼斯”之稱。少了車輛
的喧囂，整座村莊顯得寧靜而清新，時至今日整座村莊仍完整保存著許多以蘆葦桿為屋頂的古樸房舍，充滿
迷人的荷蘭鄉村氣息。本行程特別安排搭乘遊船漫遊，運河將土地切割成一座座綠色小島，船行其間，穿過
一座又一座的小橋，兩旁古樸的房舒、精心佈置的庭院、綠樹、河面水波盪漾…讓人彷彿置身世外桃源。
梵谷小鎮～ 梵谷小鎮－努能，特別規劃『梵谷之路』，沿著路線參觀，途經梵谷畫作的相關地點及梵谷父親
任職的教堂。
桑斯安斯文化村～阿姆斯特丹北方的桑斯安斯正是參觀荷蘭傳統文化的最好去處，感受當時 17~18 世紀荷蘭
人如何生活及利用風車發展電力，及觀賞起士工廠及荷蘭木鞋。
鹿特丹 因二次大戰摧殘後而倖存的城市，在砲轟下幾乎夷為平地，經市府的維修以及重建後，讓鹿特丹搖
身一變成為歐洲最具現代感的城市，有著『現代建築試驗場』美稱的鹿特丹，尤其以新奇前衛的立體方塊屋
堪稱其中翹楚，以不可思議的角度矗立著。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體驗～
★★★★★巧克力聞名的歐盟中心比利時★★★★★ (1) 世界遺產－布魯塞爾／布魯日 來到比利時一定要
來拜訪有比利時最老市民之稱的尿尿小童及連雨果都讚嘆不已的黃金廣場。
大學城－根特 歐洲經典古鎮，悠遊在古鎮小道上，從街道旁的建築古蹟，感受中世紀的繁華。
★★★★★時尚浪漫花都法國巴黎★★★★★ (1) 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羅浮宮」入內參觀（含專業中文導
覽） 位於法國巴黎的羅浮宮為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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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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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必去地標－巴黎鐵塔／凱旋門／香榭里舍大道～
巴黎「春天百貨 + 老佛爺百貨」購物天堂之旅 ～ 巴黎是全球時尚之都，許多世界著名的精品名牌皆發源
於此，到巴黎盡情享受購物之樂更是許多女人一生的夢想，本行程特別安排讓您在巴黎最著名的「老佛爺百
貨」與「春天百貨」盡情選購 Chanel、Longchamp、BV、Rimowa、Balenciaga…等歐洲精品名牌。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I073

台北(桃園)

阿姆斯特丹

00:55

07:50

回程

CI074

阿姆斯特丹

台北(桃園)

11:00

06:00+1

行程內容 :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台北～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羊角村 Giethoorn－ 烏特勒支 Utrecht －阿姆斯特丹
今日搭乘華航全新 A350 的客機直飛荷蘭，陶醉於機上的佳餚、美酒、在首輪電影的服務中，進入夢鄉，於
當日抵達荷京－阿姆斯特丹。抵達荷蘭後首先前往荷蘭西北方 De Wieden 自然保護區內，素有『綠色威尼
斯』之稱的羊角村，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中，一幢幢蘆葦屋頂的綠色小屋映照於水中美麗的倒影，是體驗小
巧樸實的漁村風情最美麗的寫照；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來趟運河巡禮，安排乘坐★平底船穿梭寧謐
的村落，別有一番風情。下午來到有『荷蘭心臟』之稱的烏特勒支，當您進入烏特勒支市中心，首先映入眼
簾的即是荷蘭最高的教堂鐘塔◆主教塔，哥德式建築、112 公尺高的主教塔擁有 600 多年的歷史，不只是烏
特勒支的地標，在天主教裡更是通往天堂的象徵。 (本日行程可能會因為班機抵達時間，前後調整還請見
諒。)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 荷蘭風味三道式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Hyatt Place Amsterdam Airport 或 SCHIPHOL A4 **** 或 DORINT ****

或同級

第二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風車村－北海漁村 －梵谷之路－恩荷芬 Eindhoven
今早前往阿姆斯特丹近郊的●風車村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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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地餐廳享用美味的荷蘭魚排風味餐。著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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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荷比邊界的●梵谷小鎮。世界知名印象派大師梵谷在這
創作出數百幅作品，其中最有名的著作就為「食薯者」，這裡規劃一條梵谷之路，旅客在這可以沿著小道尋
找梵谷畫作的足跡。小鎮裡曾經為著名畫家梵谷畫中景色的★水車磨坊(1884)，本行程特別安排在此處用
餐，讓您的完整梵谷尋訪之路。(如欲餐廳公休或其他原因休息，則以其他地方梵谷紀念特餐作為替代。)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享用
午餐 : 北海漁村魚排餐
晚餐 : 梵谷名畫「水車」實景餐廳
住宿 : HOLIDAY INN **** 或 PARK PLAZA **** 或 NH ****

或同級

第三天 ～知名大學城－根特～恩荷芬 Eindhoven－根特 Gent－布魯日 Brugge
今日首先來到比利時小威尼斯－根特。城市裡運河交錯，另外加上因為大學校園鄰近市中心，所以漫步在根
特的街道，還可以感受到它不同於其他歐洲古鎮的活力。除了感受根特的生氣勃勃，●聖巴佛大教堂●鐘樓
●聖尼可拉斯教堂也是來到根特不可遺漏的著名景點。之後前往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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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 比利時淡菜風味餐

住宿 : MERCURE ROESELARE **** 或 HOLIDAY INN GENT **** 或 VAN DER VALK GENT ****

或同級

第四天 ～花都巴黎，時尚之都～ 比利時小鎮－ 巴黎 Paris(市區觀光)
今日前往浪漫國度法國巴黎。抵達巴黎後，首先參觀全球注目的焦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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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暇時間可以您可自費安排搭乘遊船遊覽
塞納河風光，欣賞兩岸浪漫景致。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Mercure La Defense 5 或 Mercure La Defense

晚餐 : 法式油封鴨風味餐
Grande Arche 或 Mercure Porte d'Orleans

或同級

第五天 ～文化巡禮「羅浮宮」之旅～ 巴黎 Paris －羅浮宮－ 百貨公司購物樂
今日來到世界藝術收藏重鎮之一的◎羅浮宮，讓您一窺藝術殿堂的奧妙：源起於四百年前就已開始收藏各類
藝術品，密特朗總統一反傳統結合新舊建築，由貝聿銘所設計的金字塔入口，現代化視覺設計並兼具實用
性；館內有達文西著名的【蒙娜麗莎】、希臘雕像【勝利女神像】及【米諾的維納斯】，此為參觀重點，並列
為羅浮三寶。隨後來到巴黎最著名的兩大百貨公司◎老佛爺百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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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行程會因為交通狀況及博物館預定時間而有所調整。)
晚餐 : 法式田螺餐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Mercure La Defense 5 或 Mercure La Defense

Grande Arche 或 Mercure Porte d'Orleans

或同級

第六天 ～比利時著名地標尿尿小童～ 巴黎 Paris－布魯塞爾 Brussel－鹿特丹 Rotterdam
今日前往歐洲之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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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到達大文豪雨果譽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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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利時國寶巧克力及著名
的修道院啤酒也是您不可錯過的喲。晚上來到荷蘭摩登的現代都市－●鹿特丹。有『現代建築試驗場』美稱
的鹿特丹，尤其以新奇前衛的的●立體方塊屋堪稱其中翹楚，以不可思議的角度矗立著；方塊屋旁同樣以造
型獨特著名的●鉛筆屋、●水管屋，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NH **** 或 NOVOTEL **** 或 VAN DER VALK ROTTERDAM ****

晚餐 : 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或同級

第七天 ～阿姆斯特丹運河遊船～鹿特丹 Rotterdam－庫肯霍夫花園－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市區觀
光、遊船)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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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阿姆斯特丹，走訪阿姆斯特丹市區重要景點●皇宮、●達姆廣場，在您旅程的最後一天畫下美好的句
點。接著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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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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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行程可能因為訂船時間而有調整，還請見諒。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 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 : Hyatt Place Amsterdam Airport 或 SCHIPHOL A4 **** 或 DORINT ****

或同級

第八天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台北
今早帶您歸國航班再度起飛。帶著愉快的心情和滿滿的行囊、回憶，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平
日的辛勞都在那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結束歐洲假期。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夜宿機上

第九天 台北
今日班機抵達國門，在親友的迎接聲中愉快的結束此次豪華歐洲之行。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 X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