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兰
不平凡的平凡之美



同样是绿，
却有欧洲最美的绿。

没有石材，却盖出欧洲最温馨的建筑。没有足够的阳光，却培养出欧洲最艳丽的花蕊。

4/12出发

可欣赏一年一度
库肯霍夫花车游行

吟唱春神的情歌，在库肯霍夫的春天，把握一年仅开两个月
的郁金香花季 (2016/03/24~05/16) 超过半天的流连，让您
有充裕的时间一边骑单车一边欣赏美丽的花朵。

【领先市场贴心安排】特别提前一天抵达丽丝，总共花一天
半的时间畅游库肯霍夫 ! 前日下午您可骑单车尽情驰骋于花
园中，次日可充分享受花海美景，并且绝不浪费时间在游行
当日早上的塞车 ! 也是市场唯一安排两次入园参观 !



【深度人文、艺术巡礼】

阿姆斯特丹 红灯区 阿克马
造访荷兰博物馆—收藏大
量林布兰作品的国立博物
馆和安妮．法兰克之家。

自由的空气蔓延，趁着夜
幕低垂，造访阿姆斯特丹
红灯区，颠覆您对情色的
想象。

实地见证从中古世纪开始
的古老奶酪市集交易，活
泼的交易过程趣味横生。

海牙 滑铁卢 布鲁塞尔
参 观 莫瑞 泰斯皇 家美术
馆，欣赏名画《戴着珍珠
耳环的少女》与荷兰国宝
林布兰作品。

昔日拿 破仑最后兵 败之
地，站在狮冢眺望，臆想
淹没在 历史洪流中 的战
役……

随季节变换新衣的世界闻
名的尿尿小童铜像，猜猜
看，会看到他穿上什么？

马斯垂特 库勒慕勒美术馆
参观库勒慕勒美术馆，欣
赏 19 世纪大画家梵谷的
油画及素描作品，当然，
不只梵谷……

马肯
深入有如地下迷宫般的圣
彼得山洞穴，在油灯映照
下欣赏年代久远的壁画，
感受神秘刺激的氛围。

参观可爱的木鞋工厂，欣
赏比玻璃鞋更加精致梦幻
的新娘木鞋！



0102 03

01 奶酪市集。
02 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 ( 莫里斯皇家博物馆 )。

03 比利时安特卫普商业广场。

【用五感体会欧陆自然风光和建筑之美】

水乡之城、郁金
香花海、风车，
共同勾勒出荷兰
的印象。不但让
您看见，更带您
走入。

在羊角村遇见茅
草屋顶的传统小
屋，搭乘平底木
船，悠游在「绿
色威尼斯」的静
谧午后。

汇集全荷兰的绿
意，探访前皇家
保育园区—国家
森林公园，带您
骑脚踏车游览荷
兰经典净土。

行经北海大堤，
一眼无法看遍的
辽阔海景，体会
荷兰人与海争地
的建筑奇迹。

以出产啤酒和美
味巧克力闻名的
比利时，是典型
的欧洲国家，带
着 懒 洋 洋 的 优
雅， 您 不 得 不
放慢脚步，同时
用味觉、视觉、
嗅觉去品尝她的
美。

精巧美丽的小国
卢森堡，是现今
欧洲唯一的大公
国（受到大公—
位于国王之下、
公爵之上的贵族
头衔—所统治），
体会她在欧陆史
上的战略枢纽地
位。

其 实 …… 我 们 还
偷偷去了德国，
走过特里尔和亚
琛，窥看远从罗
马时代遗留下来
的人类瑰宝，以
及神圣罗马帝国
的加冕重地。

特别安排全世界
规模最大的昂瑟
雷钟乳石洞，赞
叹大自然的巧夺
天工。



【造访九处UNESCO文化遗产】

阿姆斯特丹
搭乘透明玻璃景观船，漫游错综运河（UNESCO 2010），城市风情尽收眼底。

小孩堤防
被风车盘据的旷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1997）见证最经典的风
车人文遗产。

安特卫普
参观哥德式市政厅和圣母院大教堂（UNESCO 1999），欣赏教堂内收藏的巴
洛克画派大师鲁本斯（P.P.Rubens）多幅作品。

布鲁日
被称为「小威尼斯」的古迹之城（UNESCO 2000）。

贝克地下要塞
惊人的军事防御实力于 1994 年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UNESCO 1994）。



根特
参观美丽的钟楼和早期的布料交易中心（UNESCO 1999）。

布鲁塞尔
探访被雨果、马克思所爱的黄金广场（UNESCO1998），知
名的《共产党宣言》便在广场旁的白天鹅咖啡馆诞生。

02
03

01 特里尔
04

旧城区满满的 UNESCO 景点！黑门、罗马浴场、君士坦丁大
帝加冕堂、特里尔大教堂、圣母升天教堂……等，合并列入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遗产（UNESCO 1986）。

01 阿姆斯特丹运河。
02 布鲁日。

03 布鲁塞尔黄金广场。
04 亚琛大教堂。

亚琛
走访位于德国境内，比利时与荷兰交界处、神圣罗马帝国的最
重点城市之一，自查理曼大帝加冕后，共有 30 位国王在此地
的大教堂（UNESCO 1978）加冕。



d'Vijff Vlieghen
五只苍蝇餐厅

Moules Marinieres
比利时淡菜



建在湖面上的高级中式餐厅，用餐完毕可直接步行至
红灯区，尽享阿姆斯特丹艳丽夜色。

法兰德斯炖牛肉
比利时传统料理，炖肉汤汁以比利时的名产─啤酒入
料，令肉质酥烂鲜美，唇齿留香。

比利时淡菜
被称为「比利时国菜」的淡菜料理，已发展出五花八
门的烹调方式。淡菜又称孔雀蛤，最经典料理法为淡
菜锅（MoulesMarinieres）—加入白酒、香草植物、
奶油或啤酒一同烹煮，呈现出淡菜的原味，蛤肉弹牙、
汤汁鲜甜，来到比利时不可不尝！

德国猪脚餐
既然跨了国境、走进德国，当然也要吃一顿德国名菜
烤猪脚！搭配地道的德国啤酒，畅快结束一日的游览。

羊角村乡村风味餐
坐落于河畔的欧风乡村小馆，游河之后细细品尝地道
乡村料理，惬意地满足口腹之欲。

【特别安排】
一餐米其林星级餐厅

一餐米其林魅力餐厅

精选在地风味美食

五只苍蝇餐厅
荷式美食，林布兰、华特．迪斯尼、猫王皆造访过的
阿姆斯特丹经典老字号餐厅（米其林魅力餐厅 ）。

海上皇宫



01 02

01 安妮 ‧ 法兰克纪念馆。
02 杜莎夫人蜡像馆。

博物馆巡礼

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

杜莎夫人蜡像馆自 1970 年起，就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上落
脚！这里的蜡像延续伦敦总馆的传统精神，不但几可乱真，而且
与游客之间互动性十足。你可以走进欧巴马的办公室与他商讨国
策、与小罗讷迪诺切磋球技、与乔治．克隆尼吃顿浪漫晚餐、和
贾斯汀来段深情对唱，甚至走进罗比．威廉斯的房间与他同床共
枕！在经典名片中客串一角在这里已不算稀奇，直接走进林布兰
的画中化身为名画的一部分才更够看。「活在过去，展望未来」
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座右铭，相信当你参观过后也会深有同感。

杜莎夫人蜡像馆官方网站：
http://www.madametussauds.com/amsterdam/

安妮．法兰克纪念馆（Anne Frank House）

1942 年，13 岁的安妮随家人来到密室避难，度过了 25 个月的「昏
暗」生活。安妮的家庭原本衣食无缺，无奈错生在纳粹追杀犹太
人的时代，靠着朋友掩护，躲藏在公司书柜后的密室里整整两年。
在这段日子里，安妮在父母面前总是乐观开朗，却把细腻的心思
全记录在日记内。1944 年 8 月，德军已是强弩之末，眼看就要苦
尽甘来，熟料盖世太保早一步得到密报，将安妮一家逮进集中营，
来年安妮就因伤寒病逝，此时距离德军投降不到两个月。安妮的
父亲奥图是这场悲剧唯一的生还者，1947 年，他将安妮遗留的日
记付梓出版，这本日记在 50 年间已转译成 54 种文字，流传数量
高达 3000 万本。而当年的密室在奥图的坚持下不再重新装潢，仅
以照片、模型及残留的设施开放供众人参观，成为今日的安妮．
法兰克纪念馆。

安妮．法兰克纪念馆官方网站：http://www.annefrank.org/





至尊小讲座
「米其林餐厅」的判别标准

想知道一个城市里有哪些受到米其林关注的餐厅吗？
可以上米其林官网去看看哦！
http://www.viamichelin.com/web/Restaurants



一般来说，拥有 符号的星级餐厅，同时会伴随着数量 / 颜色不等的 。大多也会和 一
起出现。但拥有叉匙的魅力餐厅，即使是 的规模，还是不一定会伴随星级符号或米其
林宝宝。因此以数量而言，会是魅力餐厅较多，推荐餐厅其次。至于星级餐厅，就是极之特
殊的安排了。

【认识米其林】
由于台湾的美食玩家人数渐众，对餐食的要求也日渐高标，于是乎，越来越多行程中会安排
「米其林推荐餐厅」，但，我们也常会碰到贵宾询问──什么叫做推荐餐厅？和「几星」餐厅
是一样的东西吗？

在米其林系统中，其实有三种评核指数：

1 星级餐厅（Michelin-starred restaurants）：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几星」餐厅。在米其林官网中，会以 的图案表现，最高等级的三
星就是 。星级餐厅以一星起跳，代表食物的高质量，然而要获得二或三星，就必须
符合其它条件水平，如服务、装潢、上菜节奏与顺序、配酒等，堪称艺术。而且星级评定
并不是永久资格，若是在每年超过十次的评核中被发现质量下滑，也有可能会被摘星！要
维持星级餐厅的荣誉相当不易，无论餐厅或主厨都需要不断精进，相对的价格也较昂贵。

2

3

推荐餐厅（Best value restaurants）：
标示为米其林宝宝的头像 ，代表这些餐厅的水平优、价格与质量成正比。除非特别标榜
以美食巡礼为主的旅游行程，否则这是一般最常安排作为餐食的米其林类型。这些餐厅中，
部分有机会晋升为星级，但并无绝对关联。当然，有着米其林评鉴的加持，推荐餐厅的品
质通常会在水平之上。

魅力餐厅（Charming restaurant）：
标示为叉匙 ，代表餐厅的舒适度。试想，如果一间餐厅食物好、服务佳，整体环境却破
破烂烂，岂不大煞风景吗？叉匙越多，自然代表越舒适，若是这间餐厅的环境特别令人愉
悦，标示的叉匙则会变成红色 。

【米其林符号】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15天

注：★表入内参观、◎下车观光、未注明：行车经过

DAY1 北京 阿姆斯特丹（荷兰）

带着憧憬和想象，集合于首都国际机场，搭机直飞风车王国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因时差的关系，
班机于次日抵达。

参考航班 KL808 2340/0645+1 (13:05)

X X X12

9 3 9 3 9 3

6 6

机上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AMSTERDAM CENTRAAL
STAT ION(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
netherlands/doubletree-by-hilton-hotel-amsterdam-
centraal-station-AMSCSDI/index.html) 或同级

DAY3
阿姆斯特丹 -43km(45分)-阿克马 Alkmaar-
52km(1时)-丽丝 Lisse【特别安排】参观乳
酪市集、提前畅游库肯霍夫花园
早餐后首先专车出发至阿克马，特别安排前往★乳
酪市集 ( the Cheese Market )。每年从四月到九月
是市集的季节、在每周五上午的敲钟仪式后展开。
据信于十六世纪末开始的奶酪市集，是阿克马最着
名的观光景点，至今依旧维持传统的叫卖交易方
式，并且加入了迎宾表演。在市集广场上满满排着
黄澄澄、质地扎实的完整大奶酪，穿着传统服饰的
奶酪女郎穿梭其间为客人介绍、再由身穿白衣的挑
夫将奶酪搬往秤重、调皮的年轻销售员可能还会一
时兴起玩起了抛接……热闹的氛围，趣味十足，您
也可至一旁的小摊贩，自由挑选不同种类的奶酪尝
尝新鲜滋味！结束后直接前往库肯霍夫花园，【特
别安排】★丽丝花田的单车行旅，在一望无际的花
田里穿梭，最能体验大自然的瑰丽。

阿姆斯特丹
运河道

* 经验领队贴心谈：奶酪市集如遇取消或休市，将改为参观阿克马起司博物馆。
* 经验领队贴心谈：若库肯霍夫花园举办活动，前往丽丝的路上容易遇到塞车，尤
其是库肯霍夫花车游行当日早上，一整座美好的花园，值得细细品味及探索，如
果浪费时间卡在游览车上就太扫兴了，因此我们一定会提早抵达，错开大量车潮。

饭店内 荷式风味餐 荷式料理
12

9 3 9 3 9 3

6 6

HOTEL RESTAURANT & CASINO DE NACHTEGAAL
(http://www.nachtegaal.nl/) 或同级

DAY2
博物馆卡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特别赠送】市价近 60欧元之荷兰

今早抵达阿姆斯特丹，早餐后前往★阿斯米尔鲜花
拍卖市场，参观此一世界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每
天约有 80％的花卉在此交易，跟传统印象的「花
市」迥然不同，真要说起来，还更像纽约华尔街的
股票市场！到底是怎样的光景呢？您千万别错过；
接着参观著名的★国立博物馆，透过鲜活的色彩，
领您走入林布兰的迷光世界；续进入荷兰运河之都，
乘着★透明玻璃船游阿姆斯特丹运河道（UNESCO
2010），顺着交错河道蜿蜒而下，穿梭阿姆斯特丹
的大道小巷，欣赏岸上独有的山形房舍，伴着两旁
轻垂绿意的柳枝，好不惬意。
* 经验领队贴心谈：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最佳参访时间为早上 7:00-9:00。
* 经验领队贴心谈：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道为十六～十七世纪，因应当时的城市规
划而修建，围绕旧城区，搭配有如八卦阵般的城市设计，是荷兰人为克服沼地问
题所研发出的绝妙工程，当然也造就今日市内的特殊景致。在 2010 年时，运河
因其建筑科学上的特色，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文化遗产。

机上 中式料理七菜一汤
12

9 3 9 3

6

五只苍蝇经典餐厅 ( 米其林魅力餐厅 )9 3

6





我们将参观 国会议事堂与 骑士楼，海牙的 市政大厅， 和平
宫，参观收藏「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之莫里斯皇家博物馆，或者
梅斯达夫全景博物馆，以馆藏「360 度全景图」闻名。随后驱车前
往鹿特丹—坐拥世界第一大的港口，二次大战后鹿特丹迅速重生的
活力惊艳全球！摩登的建筑物在鹿特丹垂手可得，如果您崇尚现代
建筑艺术，绝对不能错过鹿特丹的创意火花，感受 方块屋、中央
图书馆和天鹅桥带给您的视觉震撼吧！续往 小孩堤防（UNESCO
1997），如果您贪心的想把全荷兰最美的风车一次全部拉到您的镜
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文化遗产认证的小孩堤防就是您取景的
最佳选择，19 座风车一字排开，数大便是美的感动在那片旷野上得
到最佳的诠释，【特别安排】搭乘小孩堤防★运河游船，从水上将
美景尽收眼底。傍晚抵达安特卫普，夜宿于此。
* 近代贴心提醒 : 如遇莫里斯皇家美术馆长期闭馆，则改为参观梅斯达夫美术馆。
* 经验领队贴心谈：小孩堤防附近因为风大，不太能吹风的贵宾请携带帽子。
* 近代贴心提醒：今日住宿饭店不便大巴士靠近，无法携带大件行李，请贵宾准备一日过夜小包。

饭店内 维也纳风味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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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NER HOTEL & CITY LOUNGE
（http://www.lindner.de/en/lindner_hotel_antwerpen/）或同级

01 02
03 01 小孩堤防。02 方块屋。03 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

DAY4 丽丝-32KM(40分)- 海牙Dan Haag
【4/12出发团体】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花车游行日
今日您可尽情畅游于★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含门票）—在 17 世纪
是什么样的花朵能让一向勤俭持家的荷兰人愿为其球茎变卖家产，
又是何等魅力让尼德兰人拜倒裙下？今日您将彻底走入花园中，感
受春神对大地的礼赞。一般旅行团虽安排全日游览，库肯霍夫却太
大、太值得细细深游，根据经验，即使一整天待在花园内，也顶多
看到八成，因此我们决定在此停留整整一天半，作为本次出游的重
点景点，让您在库肯霍夫待得尽兴，别忘了准备充足的相机记忆卡
哦！ 4/12 出发团体将逢一年一度的
的热情吧！夜宿海牙。

花车游行，尽情地融入荷兰人

* 近代贴心提醒 : 若库肯霍夫花园举办活动，前往丽丝的路上容易遇到塞车，尤其是库肯霍夫花车游行当日
早上，一整座美好的花园，值得细细品味及探索，如果浪费时间卡在游览车上就太扫兴了，因此我们一定
会提早抵达，错开大量车潮。
* 经验领队贴心谈：整个库肯霍夫花园都太美了，舍不得把时间浪费在集合，所以午餐请自理。园区内除了
郁金香，还有其它不同花种的展览，可四处走走看看、尽情拍照。园区人潮众多，游览时请小心个人财物。
果浪费时间卡在游览车上就太扫兴了，因此我们一定会提早抵达，错开大量车潮。

饭店内 敬请自理—退餐费 20 欧元 荷式料理
12

9 3 9 3 9 3

6 6

MERCURE DEN HAAG CENTRAL (http://www.mercure.com/gb/hotel-1317-
mercure-hotel-den-haag-central/index.shtml) 或同级

DAY5 海牙 Den Haag-25km(30分)- 鹿特丹 Rotterdam-
30km(40分)- 小孩堤防 Kinderdijk-93km(1时)-
安特卫普Antwerpen（比利时）

今日展开海牙观光，这里虽然不是荷兰的首都，但是海牙集合了许
多重要的政府机构、大使馆和国际组织，是荷兰实质的政治中心，
许多皇室的官邸也设置于此，为海牙赢得「皇家之都」的称号。



DAY6
安特卫普-92km(1小时15分)-布鲁日Brugge
早餐后参观比利时最大港口—安特卫普，位于须尔德河畔，是一
座迷人的都市，参观★圣母院大教堂（UNESCO 1999），内有 7
条通道、125 根梁柱，123 公尺高的尖塔，为比利时境内最大、
最高、最美的教堂，尤其可欣赏教堂内珍藏多幅鲁本斯名画并参观
布拉波喷泉、 市政厅、 商业广场和全世界最美丽的火车站 --◎
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尔后前往文学家笔下最诗情画意亦有「比
利时之威尼斯」之称，同时也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文化遗
产古城—布鲁日。抵达后游览布鲁日（UNESCO 2000），城内处
处的运河曾是最重要的交通网，保存至今成为最佳的摄影背景，
中古世纪所建的山型墙建筑处处可见，安排市区观光，走访浪漫

01
03

02

01 圣母院大教堂。
02 布鲁日。

03 圣血圣殿。

的 爱之湖、可眺望马克广场的 钟楼、 伯格广场、新歌德风的
华丽 圣血圣殿、★市政厅，并★搭船游览运河，感受北方小威尼
斯的浪漫风情。
* 经验领队贴心谈：法兰德斯炖牛肉，类似红酒炖牛肉的概念，但用的是啤酒，口味比红酒炖肉更清爽，
如果您不吃牛肉，请务必在报名时告知，可以安排其它的主餐。

饭店内 法兰德斯炖牛肉 当地风味餐
12

9 3 9 3 9 3

6 6

HOTEL OUD HUIS DE PEELLAERT
(http://www.depeellaert.com/) 或同级



DAY7
布鲁日-55km(60分)-根特Ghent-55km(60分)-布鲁塞尔Brussels
告别精致可爱的布鲁日后，造访有着「创意音乐之城」美名的精致小城 根特，此城为比利时的第二大
自治市，历史悠久，经历了凯尔特、罗马、日耳曼等多族文化的洗礼，在中世纪时，一度为仅次于巴
黎的欧洲最繁荣城市，我们会前往参观 根特钟楼以及过去作为纺织品交易中心的 布料厅（UNESCO
1998）、 圣尼可拉斯大教堂、 圣巴夫教堂等。随后前往比利时首都、欧盟首府之一兼艺术古都的布鲁
塞尔。首先前往于 1958 年举办世界博览会，当年所建的 原子能纪念塔参观，目前已然成为当地的地标。
续往市中心，接着展开丰富绝伦的市区观光，走访 市政厅、 国王之家、 商会、和 漫画墙。风靡世
界的漫画作品、亦已改拍成电影的《丁丁历险记》、《蓝色小精灵》皆为比利时漫画家杰作，纯朴可爱
的人物造型让人童心大开。我们也会前往参观象征布鲁塞尔精神的 尿尿小童，因着不同的节日而换上不
同的特色衣服，此次 前往会遇到什么节庆？小童会换上什么新装？就留给自己一些偶然！旧市区中心的黄
金广场（UNESCO 1998），广场上贩卖新鲜花束，配合四周围 40 多栋外墙金碧辉煌的哥德式及法兰德
斯式建筑，难怪一代文豪雨果赞誉为「全欧洲最美丽的广场」，并已于公元 1998 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之文化遗产，除了华丽的建筑外，广场周边有许多贩卖甜点的商店，巧克力喷泉的浓香迎风而来，
令人迷醉。今晚【特别安排】住宿于市中心饭店，晚间您可悠闲在古城区里散步，逛逛海鲜街与大回廊、
或可前往挑选知名 Godiva 巧克力。

饭店内 根特海鲜料理 比利时淡菜风味餐
12

9 3 9 3 9 3

6 6

ROYALWINDSORHOTEL GRAND PALACE 或同级
(http://warwickhotels.com/royal-windsor/)



0021 01 维安田观景缆车。02 古罗马西泽浴池。



DAY8
布鲁塞尔-29km(30 分)-滑铁卢Waterloo-140km(1
小时50分)-卢森堡Luxembourg（卢森堡）
【特别安排】享用米其林星级餐厅午餐
早餐后来到 滑铁卢古战场，划分欧洲历史一大分
水岭，英国及普鲁士联军于此对法国拿破仑的军队
展开最后的攻击，目前仅剩 狮冢上的纪念碑为唯
一的标记。中午【特别安排】★米其林星级餐厅，
品味瓦隆地区做为比利时法语区、受到法式料理影
响的美味呈现。午餐后继续行程，抵达卢森堡，首
先前往 1994 年被列为世界遗产之★贝克地下要塞
（UNESCO 1994），并走访◎亚道尔夫桥、◎卢森
堡大公宫殿、◎宪法广场、◎康尼许步道等。卢森
堡是国名也是首都之名，整座老城皆被列入世界遗
产、就建于一座山丘之上，周围仍旧被旧碉堡与城
墙围绕着，为第一支十字军的领袖哥佛雷所建，疑
似环山面水的中古世纪古城。今国民平均所得为全
世界最高且金融机构最密集之城。今晚夜宿于卢森
堡。

* 经验领队贴心谈：以往市场上行程钟乳石洞内温度较低，通常会在摄氏十二、
十三度左右，别忘了带件厚外套，另外，要穿好走防滑的鞋子。

饭店内 米其林星级餐厅 中式料理七菜一汤
12

9 3 9 3 9 3

6 6

HOTEL PARC BELAIR(http://www.parcbelair.lu/uk/index.
php) 或 PARCHOTEL ALVISSE(http://www.parc-hotel.lu/) 同级

DAY9
卢森堡 -22km(30分)-维安田 Vianden-83km(1
时30分)-特里尔Trier（德国）
【特别企划】前往德国境内，参观古老的特里
尔与神圣罗马帝国重镇亚琛

早餐过后驱车前往卢森堡近郊、如诗如画的静谧小镇
维安田。据称为雨果最爱的城镇，【四月份团
体特别安排】搭乘垂吊式的★观景缆车，乘坐时
双腿悬空，相当刺激，但也可遍览瓦尔河及小
镇风景、眺望远方的森林与城堡。续至德国最
古 老 的 城 市 — 特 里 尔（UNESCO 1986）， 西 元
前 16 年西泽大帝即已于此建城，整座城市如同
一个宝藏箱，触目所及尽是遗迹，将参观罗马帝
国古迹★斗兽场、★君士坦丁大帝加冕堂、 圣
母升天教堂与 黑城门、 罗马大教堂、以及凯
撒大帝泡澡的★古罗马浴池等，整个旧城区已于
1986 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文化遗产。

* 经验领队贴心谈：尤其是喜爱文化古迹的您，今天可以一饱眼福！别忘了准备
足够的相机记忆卡，留下您造访的美好回忆。

饭店内 中华料理七菜一汤 德式料理
12

9 3 9 3 9 3

6 6

PENTAHOTEL TRIER (http://www.pentahotels.com/
hotels/triph-trier/everything/) 或同级 特里尔圣母升天教堂



圣瑟法斯大教堂

DAY10
早餐后出发抵达亚琛，展开市区观光，公元 800 年卡洛林王朝卡尔大帝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
帝，此地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首都，之后至 16 世纪中为止，共有 30 位国王在此

特里尔-192km(2小时)- 亚琛Aachen-40km(40 分)- 马斯垂克Maastricht（荷兰）

亚琛大教堂（UNESCO
1978）（独家）举行加冕仪式，于 1978 年将此教堂纳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文化遗产。随后自亚琛
出发，前往荷兰最古老的城市—马斯垂克。此城建于古罗马时期，自古即因位于马斯垂克河的交通要冲
地位，而建立的城堡城市，近代又因位于荷、比、德边界的影响散发着一般异国的文化气息，旧城区古
迹遍布，抵达后首先参观伸手不见五指的★圣彼得山洞窟，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就着微光欣赏洞窟内的
彩绘壁画与古生物化石，别有一番神秘的风味，洞窟里有超过两万条的通道，如迷宫般迷离，请千万跟
紧导游的脚步！续走访 13 世纪的 圣瑟法斯桥；始建于 6 世纪的 圣瑟法斯大教堂；建于 1229 年唯一
幸存的 地狱城门及 市集广场周遭之精品店、百货公司、纪念品店等购物的好地方。今晚夜宿于此。

* 经验领队贴心谈：地下洞窟为了维护其完整，并没有装置照明系统，所以光源有限，
参观时请多注意自己的脚步，小心安全，当然，也要请您穿双好走防滑的鞋子。

饭店内 德国猪脚风味餐佐啤酒 西式套餐
12

9 3 9 3 9 3

6 6

CROWNE PLAZA MAASTRICHT
(http://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us/en/maastricht/mstnl/hoteldetail) 或同级



梵谷森林国家公园

Hoge Veluwe

DAY11
马斯垂克-116km(1小时40分)-亚能Arnhem
-16km(30分)-梵谷森林国家公园 Hoge Veluwe-
22km(30分)-阿培尔顿Apeldoorn
早餐后前往亚能，参观 1918 年即成立的★露天博
物馆。除了可参观水畔的各色风车，还有约 40 座
历史建筑，包括古式的农舍与房屋、运作中的奶酪
工厂令空气中飘香，在此可深入了解传统的荷兰
式生活，包括烹饪方式、铁匠的工作过程、居家
内装……悠闲之余也令人大开眼界。续往座落于阿
培尔顿近郊之★梵谷森林国家公园，此公园占地达
5,500 公顷，在此可畅游有长达 42 公里的脚踏车
道，且有闻名于世的★库勒慕勒美术馆，馆内珍藏
梵谷、毕加索、蒙德里安、塞拉等名家的作品，自
然、艺术与健康的完美结合，让您度过充实的一天。
夜宿阿培尔顿。

* 经验领队贴心谈：在梵谷森林中提供免费的「白色单车」，您可自由取用、骑
着脚踏车享用丰沛的绿意与芬多精，但请注意集合时间，别在森林里迷路了哦 ! ！

饭店内 北海煎鱼餐 饭店内自助餐
12

9 3 9 3 9 3

6 6

VAN DER VALK HOTEL
(http://www.hoteldecantharel.nl/nl) 或同级



DAY12 阿培尔顿 -92km(1小时20分)-羊角村 Giethoorn-120km(1时30
分)-北海大堤Afsluitdijk-92km(1分10分)-沃伦丹Volendam
【特别安排】横渡荷兰的建筑奇迹──北海大堤

早餐后前往位在荷兰心脏地带的阿培尔顿，此地拥有一片广大的森林，而皇室昔日的★
避暑山庄「罗宫」（Paleis Het Loo）就在这片森林之中。
从 1686 年到 1975 年，它一直是荷兰统治者和皇家最爱的夏宫。但自 1984 年起，便成
了博物馆。走入罗宫，可以看到富丽堂皇的内部装饰，而室外庭园有绿草如茵的雕塑环
绕，展现出欧洲式皇室庭园的华丽风情，为纯朴的荷式风景增添另一种风格的点缀。
随后前往有「荷兰威尼斯」之称的—羊角村，安排搭乘★平底小船穿梭于宁逸的村落，
两岸绿意盎然水光粼粼，体验地道的荷兰水乡泽国风光，并且走访由民家改造的小巧★
博物馆，了解羊角村开采煤泥的历史、以及羊角村建筑特色──芦苇屋顶的故事。
接着通过 北海大堤，一览荷兰人于 1930 年代建造、以当时有限的建筑技术建成长达
30 公里的大坝「北海大堤」。



乘车驰骋于分隔了咸水与淡水的大堤之上，我们将亲眼见证
围海造地的奇迹。傍晚抵达纯朴的沃伦丹，并夜宿于此。
* 经验领队贴心谈：来到羊角村，可以仔细观察他们特殊的芦苇屋顶。过去因为村民贫穷买不
起砖瓦，就用芦苇去代替瓦片，然而久而久之，竟然变成一种建筑特色。现在用芦苇披在屋顶
上，可是特别奢侈的事呢！

饭店内 羊角村鲜鱼风味餐 荷式料理
12

9 3 9 3 9 3

6 6

HOTEL VOLENDAM
(http://www.hotelvolendam.nl/en/) 或同级

01 羊角村鲜鱼风味餐。（餐食图片仅供参考）

02 01 羊角村。01 03 02 罗宫。
03 北海大堤。



DAY13
沃伦丹 马肯 Marken-25km(35分)-阿姆斯特
丹

沃伦丹前身为热闹的北海渔村，至今仍保留着传统渔
村的氛围，因距离阿姆斯特丹很近，逐渐成为阿姆斯
特丹居民周末出走的休闲胜地，特产是荷式熏鱼罐头，
今早在 市区内惬意参观后，前往搭乘★艾瑟湖渡轮，
抵达曾是个小岛的特色村落 马肯，走访 木鞋工厂。
来到荷兰，除了风车与奶酪，当然不可不欣赏一下色
彩缤纷的可爱木鞋（Clogs），大大小小的尺寸、画上
各种图案，手作的木鞋不但可以实际穿着，也是各地
旅者酷爱携回家当作装饰品的代表性纪念品。在这里
除了参观木鞋师傅制作的过程，更可见到雕工精致美
丽的传统婚礼用木鞋。傍晚回到阿姆斯特丹，夜晚越

DAY14
阿姆斯特丹 台北Taipei

早餐后悠游阿姆斯特丹市区，参观★梵谷博物馆、
★安妮．法兰克纪念馆和★杜莎夫人蜡像馆、 旧
皇宫、 独立纪念碑和 水坝广场 ，漫步在阿姆
斯特丹街头，享受最后的悠闲。随即前往紧邻阿姆
斯特丹的史基浦国际机场，拥有世界驰名的免税商
店，抓紧荷兰购物的最后机会，并欣赏世界最先进
的国际机场，晚间搭机返回台北，于隔日抵达桃园
国际机场，结束愉快的荷比卢之旅。

夜越撩人，与团员们一起夜游
媚的尼德兰。

红灯区，体验深情妩

* 经验领队贴心谈：营业中的红灯区是不可拍照的，所以晚上参观时，请稍微留
意一下。 * 经验领队贴心谈：在史基浦机场办理退税，须于通过海关前完成，而且手续比

较复杂，请提前准备好欲退税的物品及收据，当日也要跟随团体指示办理，别急
着通关哦！饭店内 荷式料理 海上皇宫中华料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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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AmsterdamCentraal Station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netherlands/
doubletree-by-hilton-hotel-amsterdam-centraal-station-
AMSCSDI/index.html) 或同级

参考航班 KL807 2040/1445+1（12:05）

饭店内 荷式料理 机场简餐 机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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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1 木鞋。
02 阿姆斯特丹夜景。

03 安妮 ‧ 法兰克纪念馆。

参团应备资料

1. 护照正本（一年以上效期）
2. 订金30,000（若选择搭乘商务
舱，须另加收差额）DAY15 北京

班机于本日下午抵达北京，回到温暖的家，也结束
这次愉快又充满回忆的荷比卢、外加德国之旅！

【在参观内容不变原则下，本公司可依实际订
房及机位情况，在先后顺序上有调整，请以说
明会资料为准】机上 机上 X X12

9 3 9 3 9 3

6 6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