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荷比盧 萬花嬉春 13 天 國王節+花車遊行限定版 

 

行程重點 

1.鐵騎花田嬉事：來荷蘭一定要體驗花海一下騎單車的感覺。 

2.遊船慢活悠閒：羊角村遊船、阿姆斯特丹船遊、布魯日古城遊船、小孩堤防遊船。 

3.美麗穿越古今：乘坐北海懷舊蒸汽火車感受荷蘭帝國崛起的大航海時代裡。 

4.走進藝術殿堂：典藏梵谷《向日葵》名畫的庫勒慕勒美術館、林布蘭《夜巡》的國立

博物館、維梅爾《戴珍珠耳環女孩》的莫瑞泰斯美術館。 

5.時尚海港城市：Vouge 前衛風格的海港城-鹿特丹。 

6.門票絕對不少：維安田登山纜車、聖彼得堡洞窟、滑鐵盧古戰場、原子球塔電梯、方

塊屋建築、自鳴琴博物館…等等。 

7.住宿不惜成本：阿姆斯特丹連泊 2 晚五星飯店、海牙五星飯店宿 1 晚、布魯塞爾五星

飯店宿 1 晚、諾德韋克濱海渡假區四星飯店宿 1 晚、住在布魯日歷史

古城 1 晚、馬斯垂克古浪漫情調古堡 1 晚。 

8.味蕾全新體驗：米其林推薦餐、古堡旅館主廚推薦、原子球塔景觀餐廳、1959 年歷史                 

古蹟餐廳、歐洲之塔 360 度景觀餐廳、運河遊船餐、米其林一星級…

等等。 

9.典藏新航獨走：直接飛進(杜塞道夫)、北出(阿姆斯特丹)最佳路徑不走回頭路。 

  



參考航班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臺北 →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879 17：35—22：20 04：45 

新加坡 → 杜塞道夫 新加坡航空 SQ-338 23：55—06：45(+1) 12：45 

回程 
阿姆斯特丹 →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323 11：15—05：55(+1) 12：30 

新加坡 → 臺北 新加坡航空 SQ-876 08：20—13：10 04：45 

 

 

  



第 01 天 桃園機場 / 新加坡機場               2020 Dep : 4/ 21 

探索世界，也探索自己，每次的旅行，都是展開更好的生活方式。今我航向北方低地之

境，祝您機上好眠。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新加坡航空 SQ-879  17:45 / 22:1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4:35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全球十大航空之一的「新加坡航空」 

被譽為「航空界奧斯卡」的 Skytrax ，不受贊助

或是外界影響而備受推崇，成為航空界的一大指

標！2018 年新加坡航空獲得全球最佳航空公

司第一名，這個獎項的評鑑是來自 2017 年 8 月

至 2018 年 5 月間，超過兩千萬筆旅客針對全球

335 家以上航空公司的搭機體驗評分及意見。 

四度票選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SKYTRAX 執行長 Edward Plaisted 表示：「我

們恭賀新航達成這項優越的成就，並創下史上第

四度被乘客票選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里程碑。

對於消費者而言，讓人『驚嘆』的因素就是高度

的一致性，這正是在產品與服務都評價甚高的新

航所擁有的最重要的資產。」 

 

第 02 天 新加坡機場 / 杜塞道夫機場－梵谷國家公園－阿培爾頓地區 

今日飛抵後，我們來到高費呂韋國家公園 Nationale Park De Hoge Veluwe (荷蘭人膩

稱為「梵谷國家公園」)，公園內的庫勒慕勒美術館 Kroller-Muller Museum，是一座融

合自然、建築與藝術的結晶，有著歐洲最大的雕刻公園及 19 世紀偉大畫家梵谷的油畫

如〈星空下的咖啡座〉、〈向日葵〉、〈自畫像〉…等著名畫作都在此。 

 

【含門票參觀景點】庫勒慕勒美術館。 

【下車參觀】高費呂韋國家公園(梵谷國家公園)。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新加坡航空 SQ-338   23:30 / 06:3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3:30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機場-(96KM 01:10)-梵谷國家公園-(30KM00:30) 



-阿培爾頓區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梵谷國家公園當地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四星 Bilderberg Hotel De Keizerskroon 或 Van der Valk Hotel Apeldoorn 或 

Van der Valk Hotel Apeldoorn - de Cantharel 或同等級。 

  

庫勒慕勒博物館-梵谷 van Gogh 的第二個家 

該博物館擁有近 90幅油畫作品與 180多幅素描

作品，集了將近三百件梵谷之作品，使之成為世

界上第二大梵古作品展出地。此外，該博物館也

收藏了近現代名家，包括莫内、喬治修拉、畢卡

索以及皮特蒙德里安的佳作。 

自然與藝術相結合的梵谷國家森林公園 

國家森林公園除了迷人的自然保護區還是藝術

的殿堂。現在作為一處文化遺產，是由安東庫勒

慕勒和海倫庫勒慕勒（Anton and Helene 

Kröller-Müller）夫婦於二十世紀早期所建立。 

 

第 03 天 阿培爾頓地區－羊角村－阿爾克馬爾－旅館 

今來到有「綠色威尼斯」之稱的羊角村，這裡的屋頂是由蘆葦編成，冬暖夏涼防雨耐曬。

任何一個來到這百年歷史小鎮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愛上它，撐篙小船是當地人在出行工

具，就讓我們搭上平底小船，兩岸綠意盎然、水光粼粼，欣賞由小橋、流水、扁舟所共

同編織而成的童話般夢幻的水鄉澤國。 

  午後經荷蘭史上最巨大的水利工程-北海攔海大堤 Afsluitdijk。我們來到了迷人的荷蘭 

  小鎮阿爾克馬爾。漫步在鵝卵石街道和風景如畫的運河道旁，了解阿爾克馬爾 1573 年  

  鎮民如何擊敗西班牙軍隊的決心和力量。 

 

【含門票參觀景點】船遊羊角村。 

【下車參觀】北海大堤、阿爾克馬爾。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阿培爾頓-(83KM 01:00)-羊角村-(145KM 01:50)-阿爾克 

                          馬爾-(29KM 00:30)-旅館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羊角村鄉村料理。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Van der Valk Hotel Hoorn 或 Van der Valk Hotel Akersloot / A9 Alkmaar 或



Van der Valk Hotel Wieringermeer 或其他地區四星。 

  

來去隱世般的荷蘭羊角村散步 

船隻是這裡唯一的交通工具，因此這裡被人們稱

作「綠色威尼斯」或「荷蘭威尼斯」。這裡的房

子屋頂都是由蘆葦編成，運河湖泊交織、水面映

像的都是一幢幢小屋倒影。在這裡您可以靜靜地

度假、享受自然風光，圓一個自己的夢中童話。 

「上帝創造陸地的時候忘記了荷蘭，我們自己創

造了荷蘭」 

北堤連接登烏弗和弗里斯蘭省的蘇黎世村，且將

北方鹹水的瓦登海和南方淡水的艾瑟爾湖分隔

開。從十三世紀以來，荷蘭因海水侵蝕減少了 56

萬公頃。經過堤壩建成後，荷蘭人向大海索回了

70 萬公頃的土地。 

 

第 04 天 旅館－北海懷舊蒸汽火車－桑斯安斯－諾德韋克濱海渡假村 

早上來到桑斯安斯，這兒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但對於 17~18 世紀的荷蘭人而

言，卻是生活與工作的場所，在這你可以看到荷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碾磨製造

顏料的木材。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充滿荷蘭風味之綠色街坊及白色蕾絲窗簾的住宅區，

在此參觀荷蘭著名的乳酪工廠的乳酪製造過程。 

今日特別搭乘北海懷舊蒸汽火車，馳騁在北海鄉村區間，沿途盡賞最美風景，陽光和煦

伴隨下成群的綿羊在青綠草地上悠遊覓食、寧靜的村落散落在一片青翠草原上，偶爾有

季節花卉、古老風車點綴下構成最佳大自然風情畫。 

 

【含門票參觀景點】北海懷舊蒸汽火車(梅德布雷克+++霍恩)。 

【下車參觀】桑斯安斯、乳酪工廠。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登海爾德-(50KM 01:00)-懷舊蒸汽火車-(45KM 00:40) 

-桑斯安斯-(55KM 01:00)-諾德韋克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北荷蘭傳統料理或為配合火

車時間將發每人誤餐費 20

歐元。 

晚餐：諾德韋克當地料理或

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四星 Radisson Blu Palace Hotel Noordwijk 或 Beach Hotel Noordwijk 或 Van 

 der Valk Hotel Sassenheim 或 Hilton Garden Inn Leiden 或 Golden Tulip Leiden 

 Centre 或同級 



  

荷蘭黃金香料—帝國崛起的時代 

就這樣的來到台灣；17 世紀「荷蘭詩人王子」

約斯特•范•登•馮德爾曾為這小鎮寫過詩。自荷

恩出發的船隻、商隊，行經七海遠達各海岸，

從好望角到合恩角…等，與各式各樣不知名的

部落進行交易。至今，荷恩仍四處可見 16、17

世紀時輝煌、繁榮的遺跡，跟以往並無二致。 

「廚房花園」-庫肯霍夫公園 

一群來自 Lisse的花農創造一個可以讓花朵自然

生長、吐蕊的花園；之後來越來越多花卉業參與 

，培育出更多的花卉品種。每年 9 月底至初霜來

臨之前，公園會種下 7 百萬顆不同花種的球莖，

其中鬱金香就有約 1,000 多種，在花農的細心照

料照顧下，春天來時一片片花海，數百萬花朵齊

綻放爭、爭奇鬥艷的壯觀美景。 

 

第 05 天 諾德韋克－庫肯霍夫花園【花車遊行、花田嬉事騎單車】－阿姆

斯特丹 

Keukenhof 庫肯霍夫，在荷蘭文的原義 keuken 是廚房、hof 是花園，兩個字合起來意

指「廚房花園」；今日來到聞名全球的鬱金香花園，鬱金香、水仙花、風信子、以及各類

的球莖花構成一幅繁茂的色彩，數百萬花朵綻放爭奇鬥艷，總是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及

攝影愛好者前來一睹花海壯觀美景。 

來荷蘭就是來除了看花之外，很多人都說，來荷蘭也一定要體驗一下騎單車的感覺。每

年三月底至五月中花季時，在庫肯霍夫花園周邊如花海世界，花田裡的花開得很美很整

齊，各種顏色整整齊齊，好不真實的美景，建議你不仿騎上單車來個不一樣的旅行。 

 

◆備註：2020 年庫肯霍夫花園開園日：3 月 21 日〜5 月 10 日。 

【含門票參觀景點】庫肯霍夫花園、花田嬉事騎單車遊花海。 

【下車參觀】庫肯霍夫花園【花車遊行】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諾德韋克-(12KM 00:15)-庫肯霍夫花園(騎單車)-(40KM 

00:35)-阿姆斯特丹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為配合賞花將發每人誤餐費 20 歐元 晚餐：過磅房餐廳 

住宿：五星 W Amsterdam 或 Sofitel Legend The Grand Amsterdam 或 art'otel 

Amsterdam 或同級。 



  

2020 庫肯霍夫花園花車遊行日 

庫肯霍夫花園這個全世界最大的花園外還有一 

個一年一次的年度花車大遊行 Bloemencorso 

Bollenstreek。這個源自 1947 年的活動一開始 

是因為戰後需要激勵人心而舉辦歷年來越辦越 

盛大，幾十年來已成為當地盛事。所有花車都是

用如鬱金香等球莖花類所裝扮的花車。 

花田嬉事：騎單車逛花海之路 

春天，正是荷蘭最美麗的時節，百花盛開，從路

邊的野花、到花田裡的鬱金香無處不是大鳴大放

的爭奇鬥艷。從三月中下旬一直到五月中旬，是

荷蘭鬱金香花季，大地有如打翻的調色盤，渲染

上繽紛的色彩，美的讓人醉得過癮。春風飄蕩百

花香，躍鐵騎新生氣象如在天堂。 

 

第 06 天 阿姆斯特丹 【國立博物館、運河遊船、米其林一星】 

今日典藏參觀國家博物館，鎮館之寶是 17 世紀黃金時期荷蘭最偉大的畫家林布蘭之代

表作《夜巡》，細膩的光影、迷人的氛圍，令人著迷。當時的畫家會以贊助者為畫作主角，

有時贊助者不只一人則依金額分配畫面。林布蘭巧妙地以明暗與活潑構圖，打破傳統的

呆板分配，讓畫面生動且更富戲劇性。館內還典藏無數 17 世紀荷蘭黃金時期畫家梅維

爾、楊･列文斯作品，以及 18～19 世紀現代時期畫作與雕塑。 

今日午餐特別安排搭乘運河遊船餐，暢遊運河區並享用美食，盡賞沿途景觀及阿姆斯特

丹市區特有人文景觀。 

「北方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因擁有美麗的鬱金香、浪漫的運河、隨處可見的自行車、

閃爍的鑽石、珍貴的藝術蒐藏，吸引著全世界的旅遊愛好者來訪。 

 

◆備註：運河遊船午宴如遇訂滿或氣候因素無法開航；則以米其林推薦餐館做替代案。 

【含門票參觀景點】國立博物館、運河遊船。 

【下車參觀】水壩廣場、博物館廣場、皇宮。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運河遊船午餐 晚餐：米其林一星美食餐廳如遇

滿則前一日晚餐 

住宿：五星 W Amsterdam 或 Sofitel Legend The Grand Amsterdam 或 art'otel 

Amsterdam 或同級。 



  

《夜巡》荷蘭繪畫史上最著名的經典 

讓林布蘭名垂不朽，但也讓他晚年潦倒的關鍵。 

是描繪阿姆斯特丹民兵隊伍的群像畫，傳說林布

蘭在此畫中精心佈局了 51 個謎團，指控畫中人

物涉嫌一樁謀殺案以及強迫青少女從事性交易，

因此所有的光影、34 位人物的姿態手勢、對比、

細節、戲劇張力、構圖都被認為是刻意安排的，

為了向大眾披露主事者圖財謀權的真相。 

 

 

絕美水都遊船午餐 

想欣賞阿姆斯特丹的最佳視角是來自水面，本市

運河總長度超過 100 公里，擁有大約 90 座島嶼

和 1,500 座橋樑，使得該市被稱為「北方的威尼

斯」。典藏船遊欣賞如畫美景下，讓您一邊探索

歷史悠久的市中心和兩岸勝景，一邊享用美美的

運河遊船饗宴。 

第 07 天  阿姆斯特丹－小孩堤防－鹿特丹【國王節】－布魯日 

每年 4 月 27 日為慶祝國王威廉的生日，在全國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而國王節大街小

巷舉目所見都是滿滿的橘色，因為橘色是荷蘭的國家顏色來自於皇室的姓

Oranje(Orange)，所以這一天人們全身上下都是橘色的衣服，並聚集在阿姆斯特丹或荷

蘭其他城市一同狂歡慶祝。 

運水、長堤與風車這是水都的美境，我們很難想到那噩夢的年代。我們別安排搭乘小孩

堤防運河遊船，航行在的運河上，除了你可欣賞到小孩堤防 19 座風車群一字排開的壯

觀美景，令人震撼，也可得知低地人民是如何利用風車以防水患。 

之後來到鹿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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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的摧殘為這個城市帶來重生的契機，宛如一座開放式的現代建築博

物館，特別安排參觀有趣的方塊屋建築、中央圖書館及天鵝橋和時尚菜市場更是鹿特丹

的新地標！ 

 

【含門票參觀景點】小孩堤防運河遊船、方塊屋建築。 

【下車參觀】時尚菜市場、水管屋(中央圖書館)、筆尖屋。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阿姆斯特丹-(81KM 01:10)-鹿特丹-(22KM 00:25)-小孩

堤防-(115KM 02:10)-布魯日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歐洲之塔 360 度全景景觀餐廳 晚餐：比利時淡菜風味餐 



住宿：四星古城 Hotel Oud Huis de Peellaert 或 Martin's Relais 或 Hotel Navarra 或

同等級。 

  

阿姆斯特丹-國王節 Koningsdag 

全荷蘭的狂歡節原來叫做女王節，為慶祝女王生

日所舉辦的慶祝活動，2013 年現任國王威廉成

為荷蘭 124 年來第一位男性國王，於是將女王

節更名為國王節，2018 年國王還邀請 100 為和

他同一天生日的荷蘭人一起共進晚餐。 

「豐饒的號角」-時尚菜市場 

時尚菜市場 Markthal 是由荷蘭知名建築事務所

Mvrdv 設計，他們擅長以各類奇想結構的建築

而名聲大噪。其外觀呈現玻璃圓弧拱廊形狀，有

點像是馬蹄鐵 U 型區塊設計，也有些人覺得像

是太空基地的科幻風。內拱面印著名為“豐收之

角” 的大型壁畫，堪稱荷蘭最大的藝術品。  

 

第 08 天  布魯日－布魯塞爾 

1896 年，Arnold Bennett 說：「若要說布魯日與其他城市有何差別，那就是後者不容易

找到詩情畫意；而在布魯日，詩情畫意會不斷向你襲來，好奇的想找找平凡的景色，並

不容易！」「比利時的威尼斯」、「橋都」都是對古城的頌讚，她蘊蓄千年的人文之美。紅

瓦街屋、美麗的牆、石板小路與綠蔭楊柳的河道。城中運河水道交錯，有 50 座橋樑橫

跨河上，河岸上特色老建築，滄桑、但不失豪氣。我們將搭乘運河船，順著蜿蜒的河道

看遍未曾離開的繁華歲月。古意盎然的舊城區是個讓你能夠管受中世紀浪漫優閒的地方，

你可找間露天雅座庸懶地品茗一杯咖啡或「真心喜歡」巧克力的人絕對不能錯過的 The 

chocolate line...為愛而做、追隨夢想和創意的手工巧克力；當然品嚐的不止是巧克力的

味道，還有那藏在裡頭閃閃發亮晶瑩剔透的靈魂。 

 

◆備註：如遇大型會議或節慶則改安排布魯塞爾市區四星級。 

【含門票參觀景點】布魯日運河遊船(如遇天候不佳或停駛，將退回門票 7 歐元)。 

【下車參觀】市集廣場、城堡廣場、鐘樓、愛之湖、天鵝湖公園、The chocolate line。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布魯日-(100KM 01:30)-布魯塞爾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1959 年歷史古蹟餐廳。 

住宿：五星 Steigenberger Wiltchers 或 Warwick Grand Place 或 Sofitel Brussels 或同



等級。。 

  

布魯日的美不浮誇卻夢幻 

她不華麗卻令人感動，在我心中留下了難忘的美

好回憶。沿著運河船遊在運河上的畫面，讓人覺

得這一切美得好不真實！當船隻輕輕地滑過水

面，有如一幅幅美麗的畫軸如情詩般的背歌詠出

來。 

大文豪雨果讚譽的布魯塞爾大廣場 

199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布魯塞爾大廣場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廣場始建於 12 世紀，長約 110

米、寬約 60 米，被中世紀的行會建築所包圍。

共有大約 40 座不同的建築，每一棟建築風格不

盡相同，都是精雕細琢的華麗風格。 

 

 

第 09 天 布魯塞爾－原子球塔－滑鐵盧－盧森堡 

大文豪雨果曾讚譽布魯塞爾擁有「全歐最美麗的大廣場」，廣場上 40 座精雕細琢的不同

建築，再現中世紀風華，循著人潮湧向稚態可掬的「尿尿小童」銅像。之後追尋比利時

知名的漫畫牆，獨特的漫畫牆今日已成了布魯塞爾街頭一道引人注目的靚麗風景線。接

續來到舉辦 1958 年世界博覽會所建的原子球塔，與連接圓球的鋼管構成相當於放大

1650 億倍的α鐵的正方體晶體結構，如今已成為布魯塞爾該市天際線固定裝飾之一。 

如果說伊比利半島戰爭是拿破崙的轉類點，那滑鐵盧戰爭就是他的最終一戰！這一戰之

後拿破崙就被放逐到大西洋中的小島去。山丘頂部有一頭面朝法國 28 噸的鐵鑄雄獅像，

是利用了當年遺留在戰場上的槍炮鑄成的，臨上山丘撫今追昔，令人感慨萬千。 

午後來到建立山丘上四周環繞河川及護城鶴立挻拔的盧森堡；過去是以戰略防禦地位著

稱，是個兵家必爭之地的位置，舊城區及防禦建築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列。橫跨溪穀

優美的阿道夫橋，是盧森堡是最重要的橋樑，和憲法廣場上著名的地標黃金女士紀念碑，

手中高舉的桂冠是要為戰爭捐軀的盧森堡士兵加冕、舊市街、聖母院...等經典景點。漫

步在美麗的康尼煦步道，欣賞城寨與自然景色的完美融合，撫今追昔，令人著迷。 

 

【含門票參觀景點】原子球塔電梯、滑鐵盧古戰場。 

【下車參觀】布魯塞爾大廣場、市政廳高塔、尿尿小童、國王之家、天鵝之家、三位一

體教堂、阿道夫橋、聖母院、黃金女士紀念碑、康尼煦步道、大公宮殿舊

址。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布魯塞爾-(20KM 00:30)-滑鐵盧-(210KM 02:30)-盧森堡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原子球塔景觀餐廳。 晚餐：盧森堡地方料理。   

住宿：四星 Melia Hotel 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或 Hotel Parc Belair 或同等級 

  

比利時的艾菲爾鐵塔之美稱-原子球塔 

這是一座造型獨特、氣勢宏偉、令人歎為觀止的

龐大建築物。當你身處一個“原子”之中享用午

餐時，那種獨特的感覺肯定是令人難以忘懷的經

驗。通過四周的有機透明玻璃，俯瞰布魯塞爾的

市容市貌，盡情領略周邊的迷人風景。 

橫掃歐洲的拿破崙，為什麼會在滑鐵盧之戰慘敗

呢？ 

滑鐵盧戰役是 1815 年 6 月 18 日發生在拿破崙

領導的法國軍隊和第七次反法聯盟之間的一場

激戰，這場戰役在世界戰爭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無論是對歐洲大陸還是對拿破崙個人來說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第 10 天 盧森堡－維田安－馬斯垂克 

今日來到維安田是座靜謐的小鎮，卻因詩人雨果而不一樣。當他愛上了 18 歲少女瑪麗

梅西耶時，69 歲的他說了：「人老了，沒有多餘的時間浪費。」他把持不住這深藏心底

的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於是他來到了維安田。今日搭上登山纜車，一賞環山小鎮美

景，山頂上的古堡相當醒目。 

午後我們來到「最不像荷蘭」的馬斯垂克，是荷蘭最古老的城市。近年更是簽署了歐盟

的馬斯垂克條約，而名噪一時。舊城的地獄之門是全荷蘭最早的石拱城門，舊城熱鬧的

市政廳和市集廣場及由中世紀教堂改建的天堂書局都是遊客最愛駐足參觀的地方。近郊

的聖彼得堡洞窟是昔日居民為取得建築石材之地方，超過兩萬條以上的地下通道，宛如

隱藏在岩石中的迷宮。二戰時林布蘭著名的畫作「夜巡」戰爭期間曾被藏匿於此。 

 

◆備註：如遇古堡旅館滿則改安排馬斯垂克四星同級 NH、Crowne Plaza Maastricht。 

【含門票參觀景點】維安田登山纜車(如遇維修或停駛，將退回門票 5 歐元)、聖彼得堡 

                  洞窟。 

【下車參觀】維安田城堡、雨果雕像、雨果之家、聖瑟瓦士橋、市集廣場、天堂書局、

地獄之門。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盧森堡-(52KM 00:50)-維田安-(145KM 02:00)-馬斯垂克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雨果餐廳鄉村料理 晚餐：古堡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四星古堡旅館 Chateau St. Gerlach 或 Kasteel Bloemendal 或 Les Comtes de 

MeanLiege 或同級 

  

歐盟「第三首都」-盧森堡大公國 

被鄰國法國、德國和比利時包圍，是一個位於歐

洲的內陸國家，也是現今歐洲大陸僅存的大公

國，首都盧森堡市。這是一座滿載歷史、防禦工

事、藝術與文化珍寶，期待您讚賞的城市。除世

界遺產景點外，作為大公的官方住宅之一的“大

公府”也不可錯過。 

雨果小鎮-維安田 

小城之所備受矚目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大文豪維

克多雨果。1871 年雨果遭到比利時驅逐逃到這

小鎮，不過他只在這裡待了兩個半月便逃往巴黎

避難去了。當時雨果所居住的旅館已改建為雨果

紀念博物館，街上也有許多店家以雨果為名，比

如說餐廳或是旅館等等。 

 

第 11 天  馬斯垂克－烏特勒支－海牙 

烏特勒支位於荷蘭的正中心，現為荷蘭交通的樞紐。它擁有荷蘭最高的鐘塔「主教塔，

不只是最顯眼的地標外，更突顯了烏特勒支歷史發展與宗教的密切關係；自鳴琴博物館

收藏了各式各樣的古典音樂盒，及音樂廳專用的風琴等樂器。 

「皇家之都」海牙，荷蘭政治中心、政府機構、國會議事堂、大使館、眾多國際組織、

國際法庭所在地...等，荷蘭皇室家族的官邸也設於此地；也是藝術殿堂，莫瑞泰斯美術

館裡收藏了維梅爾著名作品，素有「北方蒙娜麗莎」或「荷蘭的維納斯」美稱的戴珍珠

耳環的女孩，及光影大師林布蘭多幅作品、17 世紀畫家 Jan Steen 的畫作和法蘭德斯

畫派..等大師的畫作。 

 

【含門票參觀景點】自鳴琴博物館、莫瑞泰斯美術館 

【下車參觀】中央火車站、主教塔、和平宮(國際法庭)、國會大樓、內庭、騎士樓。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馬斯垂克-(180KM 02:00)-烏特勒支-(70KM 01:00)-海牙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荷蘭風味餐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或 



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五星 Hilton The Hague 或 Hotel Des Indes The Hague 或 Crowne Plaza Den 

Haag Promenade 或同等級。 

  

烏特勒支- 世界十大還未揭開面紗的魅力城市 

烏特勒支是荷蘭人口數第四大都市，因為地處於

荷蘭的領土中心，又被稱為荷蘭的偉大中心，這

是一座千年的古城，也是米菲兔的故鄉，市區的

老運河則是見證城市過去輝煌的貿易歷史，以及

現代都市生活的縮影。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這件不知模特兒身分的油畫作品，在美術史上

留下的謎題及所受的關注，300 年來從未止

歇。維梅爾與梵谷、林布蘭並稱為「荷蘭最有

影響力的三大藝術家」，一生所創作的作品並不

多，現今傳世的作品，也只僅僅有 34 幅確定

是原作。英國女作家特蕾西·雪佛蘭欣賞《戴珍

珠耳環的少女》真跡後得到靈感，創作出同名

小說。 

 

第 12 天  海牙－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 / 新加坡樟宜機場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旅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

會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海牙-(45KM 00:50)-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新加坡航空 SQ-323 11:15/05:5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50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 13 天 新加坡彰宜機場 / 桃園機場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花田嬉事之旅。敬祝健康、

快樂。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新加坡航空 SQ-876 08:20/13:1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4:50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有不便，

敬請見諒。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必「主動」

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足單人房差價；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餐食皆含桌水及每人一杯飲料。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兩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