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尊榮 VIP 車導法比荷 16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巴黎 (台灣晚班飛機，隔天早上抵達) 

02  巴黎 (市區觀光) 

03  巴黎 (上午羅浮宮之旅+下午市區觀光&塞納河遊船) 

04  巴黎 (凡爾賽宮一日遊) 

05  巴黎 (市區觀光, 或建議: 山谷購物村 Outlet) 

06  巴黎 (市區觀光, 或建議: 羅亞爾河城堡群) 

07  巴黎----車程約 4hrs----布魯塞爾 (上午交通，下午觀光) 

08  布魯塞爾 (建議: 布魯日+(根特)之旅) 

09  布魯塞爾--約 1.5hrs--安特衛普---鹿特丹(上午交通，下午觀光) 

10  鹿特丹 (建議: 海牙+台夫特一日遊) 

11  鹿特丹--小孩提坊-1hr--梵谷森林國家公園 

12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阿姆斯特丹 

13  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14  阿姆斯特丹(建議: 市區觀光或羊角村一日遊) 

15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上午市區觀光，晚上班機) 

16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 402,000 
 
***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 最後價格以機票及旅館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0 項 
01 台北 / 歐洲長榮航空來回商務艙機票含稅 (一開立不可退票)    

02 四至五星級旅館共 13 晚 (二人一室 / 含早餐)  

03 歐洲全程車導 (司機兼地陪含小費、宿餐補/八人座車/每日十小時，超過每小時 50 歐元) 

04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庫勒-穆勒博物館門票 

05 凡爾賽宮門票+預約 

06 羅浮宮門票+塞納河遊船 1 小時 

07 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門票含語音導覽 

08 全程 WIFI 分享機 (兩人一機 / 每日 2.5GB / 用完降速 / 隔日恢復) 

09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0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6 天) 
 

第一天  台北 / 巴黎 (台灣晚班飛機，隔天早上抵達) 

 

多少個午夜夢迴，歐洲是我夢想的起點，且讓我們懷著

無限的輕鬆，搭乘長榮航空前往花都巴黎。今晚於機上

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歐

洲之旅。 

 

第二天  巴黎 (市區觀光) 

 
香榭麗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或稱

les Champs-Élysées；或譯香榭麗舍大道），位於城市

西北部的第八區，被譽為巴黎最美麗的街道。「香榭麗

舍」原意是希臘神話中聖人及英雄靈魂居住的冥界中之

至福樂土。香榭麗舍大道起始於協和廣場，廣場上矗立

有方尖碑，大街由東向西延伸 1915 米，前半段較平坦，

接著有一段上坡直到戴高樂廣場，廣場中心屹立著凱旋

門。 

第三天  巴黎 (上午羅浮宮之旅+下午市區觀光&塞納河遊船)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有「瑞士的香格里拉」之稱的蒙投，

蒙投位於日內瓦湖畔，長達 15 公里的步道、終年覆雪

的高山景緻、美麗的湖面風光、沿著湖畔層層往上攀升

的美麗葡萄園景觀、獨特的西庸古堡、溫和的氣候、高

級且獨具風格的飯店以及多樣化的美食與佳餚等， 這

一切都為美麗的蒙投更增添了許多獨特的魅力；全球知

名的海明威、卓別林以及巴芭拉韓德利克(Babara 

Hendrick)等其他大明星都因深愛此地而選擇以此為

家。 

 

第四天  巴黎 (凡爾賽宮一日遊) 

 

 

 

今日前往凡爾賽宮參觀，凡爾賽宮是法王路易十四所建

造的全歐洲最壯觀的園林宮殿，也是到巴黎的遊客不可

錯過的景點，除參觀皇宮內部，您更不容錯過其美麗的

後花園。午後返回巴黎，您可前往瑪黑區（法語：Le 

Marais，意為沼澤）是法國巴黎的一個區域，橫跨巴黎

右岸的第三區和第四區，傳統的布爾喬亞區域。1969

年，瑪黑成為第一個保護區（secteur sauvegardé），

該區擁有許多博物館，美術館和歷史遺蹟，大量文學

家、藝術家居住在這裡，瑪黑區的藝術、文化氛圍因此

濃厚。 

 



 

第五天  巴黎 (市區觀光或 OUTLET 購物樂) 

 

今日建議您前往巴黎的 La Vallée Village，位在巴黎迪

士尼樂園旁邊，已經有十年歷史。如果驅車前往才約

35 分鐘，坐 RER 也不用一小時。Outlet 本身是一間間

歐洲小屋相連成為小村，氣氛很悠閒。與其它 Outlet

不同的，是這裡有許多品牌專門店(有些地方 Outlet 是

一間店分銷不同品牌)，貨品可選擇的便較多了。在此

您可滿足您的購物樂趣。 

 

第六天  巴黎 (市區觀光或羅亞爾河城堡區一日遊) 

 

雪儂梭城堡建於 16 世紀，歷代法國貴族女性居住於

此，並給予它不同的面貌，因此又被稱為「 女人的城

堡 」。在這裡可以看見法國上流生活的縮影，雪儂梭城

堡保留了當時的傢俱、精美的掛毯、畫作，以及當時先

進的廚房配備。 

 

第七天  巴黎----車程約 4hrs----布魯塞爾 (上午交通，下午觀光) 

 

布魯塞爾市政廳是布魯塞爾市市政廳，乃始建於中世紀

的哥德式建築，坐落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廣場中間。 該

市政廳最古老的部分是其東翼。該翼與小鐘樓一起都是

在雅各•范•蒂寧指導下始建於 1402－1420 年，此後的

增建並非最初預見。但是，工藝同業公會准入這座傳統

上的貴族城市政府可能激起了擴建建築的興趣。  

 

第八天  布魯塞爾 (建議: 布魯日+根特之旅) 

 

 

布魯日鐘樓是比利時布魯日歷史中心的一座中世紀鐘

樓，也是該市最突出的標誌。布魯日鐘樓過去用來收藏

珍寶和市政檔案，以及用來觀測火情及其他危險狀況。

一條狹窄陡峭的，366 級台階，通往 83 米高的頂部。 鐘

樓的兩側和後部是原來的市集大廳，這是一座長方形的

建築物，寬度只有 44 米，進深卻有 84 米，還有一個

內院。 

※開放時間:09:30-18:00/門票:12€ 



 

第九天  布魯塞爾--約 1.5hrs--安特衛普---鹿特丹(上午交通，下午觀光) 

  

歷史上來說，安特衛普是比利時和荷蘭最重要的經濟和

文化中心之一。它是世界鑽石工業的三大中心之一（其

他兩個是紐約市的「鑽石區」與南非），一向由哈西迪

猶太人主控。除了紐約以外，安特衛普是世界上哈西迪

猶太人人口最多的都市。安特衛普也以高貨運量的海港

與石油精製廠聞名。自從 1990 年代起，隨著比利時皇

家藝術學院的幾位畢業生逐漸成為國際上成功設計

師，安特衛普也成了世界公認的重要流行設計重鎮。 

 

第十天  鹿特丹 (建議: 海牙+台夫特一日遊) 

  

海牙國會大廈建於 13 世紀，是一個磚結構的建築，左

右各有一座塔，自建成後一直作為荷蘭伯爵的居所。 

1585 年成為國會所在地，並成為荷蘭政府的象徵性標

誌。內院本來是伯爵古堡的庭院，置身其中，完全感受

不到一絲絲國會建築的肅穆，倒讓人更有幾分像是參觀

歷史悠久的古堡時的那般閒適，體會到歷史與現實的交

融。 

 

第十一天  鹿特丹--小孩提坊-1hr--梵谷森林國家公園 

 

小孩堤防的風車自 14 世紀末就開始興建，不過現存的

風車大約是 1738 年至 1740 年興建的，共有 19 座。

雖然它們看起來都長得一樣，不過彼此的相對位置呈

「風車步間（molengang）」的形式，也就是排一直線，

地勢愈來愈高，這樣才有把水排到堤防外的功能。1997

年，它們以「小孩堤防-埃爾斯豪特風車群（Mill 

Network at Kinderdijk-Elshout）」的名稱正式登入世

界文化遺產，受到最高等級的保護。 

第十二天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阿姆斯特丹(上午梵谷森林國家公園，下午交通) 

 克勒勒-米勒博物館是一座藝術博物館，坐落在荷蘭海

爾德蘭省奧特洛的高費呂韋國家公園內。該博物館擁有

可觀的梵谷的油畫作品收藏，包括如《夜間咖啡館》，

這令其成爲世界上第二大梵谷油畫收藏機構。除了梵谷

的油畫外，這裡還藏有皮特•蒙德里安、喬治•秀拉、羅

丹、 喬治•布拉克、高更、詹姆斯•恩索爾、畢加索等

人的作品。因珍藏許多梵谷的作品與擁有歐洲最大的雕

塑公園而聞名世界！庫勒慕勒美術館前設有白色腳踏

車站，您可以隨意取用或歸還腳踏車，以這裡作為遊覽

De Hoge Veluwe 森林國家公園的起訖點。 



第十三天  阿姆斯特丹 (市區觀光)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荷蘭的國家博物館及規模最大

的博物館，藏有史前至最新的各種展品。國家博物館研

究圖書館（Rijksmuseum Research Library）是該博物

館的一部分，也是荷蘭最大的公共的藝術史研究圖書

館。與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和鹿特丹博伊曼斯•范

伯寧恩美術館並稱荷蘭的三大美術館。 

※開放時間:09:00-17:00/門票:19€ 

第十四天  阿姆斯特丹 (市區觀光或羊角村一日遊) 

羊角村位於荷蘭西北方 Overijssel 省，De Wieden 自

然保護區內。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好位在兩個冰磧

帶之間，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土壤貧瘠且

泥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植物不易

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泥煤。居民為了挖掘出

更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

道狹窄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

物資，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 

第十五天  阿姆斯特丹 / 台北(上午市區觀光，晚上班機) 

今日上午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下午搭車前往機場。安

妮之家(Anne Frank Huis）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

間紀念猶太人女孩安妮•弗蘭克的博物館，這裡也是安

妮•弗蘭克一家在納粹黨統治時的躲藏處。 

※開放時間:09:00-22:00/門票:10€ 

第十六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

趣。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