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 VIP 車導閨蜜荷比 10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香港  

02 香港 / 阿姆斯特丹 

03 阿姆斯特丹 

04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 

05 羊角村---烏特勒之  

06 烏特勒之---海牙---台夫特---鹿特丹  

07 鹿特丹---小孩堤防---安特衛普---布魯塞爾 

08 布魯塞爾 (布魯日+根特) 

09 布魯塞爾機場 / 香港  

10 香港 / 台北 

報價 : 六人成行 / 每人 NTD 87,5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6 項 
01 台北 / 阿姆斯特 —布魯塞爾 / 台北，國泰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6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全程專車華人司機兼地陪 (含 1 部 VAN 車資+停車費+餐補+宿補+小費) 

    (每日以 10 小時計算 / 如超時，超時費—每小時 50 歐元 )  

04 梵谷博物館及安妮之家門票及預約 

05 全程二人一台 WIFI 分享器 (每日 2.5G / 用完降速----傍晚恢復傍晚恢復) 

06 全程 500 萬身故+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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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DAY1  台北 / 香港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

物品噢！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

前往阿姆斯特丹。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

養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荷蘭之旅。 

 

 

 

DAY2  香港 / 阿姆斯特丹     

全日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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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斯特丹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Amsterdam 或 Paleis op de Da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是依據議會法案荷蘭王室

的三座宮殿之一（另兩座是豪斯登堡宮和努兒登堡宮），

根據國會法案由威廉-亞歷山大使用。 

 

 

 

水壩廣場 (Dam) 

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水壩廣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有活力

的地方，這裡飄散著咖啡的氣息、麵包的香味，很多人

買一杯咖啡，安坐在路旁，觀賞街頭藝人精彩的搞怪表

演。水壩廣場建於 12 世紀末，廣場上的市政廳則在 1648

年開始興建，至今仍然是水壩廣場上最顯眼的地標。

1808 年法國佔領荷蘭時，路易拿破崙(Louis Bonaparte)

更選址市政廳作為他的住所，更改名為王宮( Koninklijk 

Paleis) 。廣場上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建築物，是為了紀念

二次大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犧牲者所設立的人民紀念碑(Nationaal Monument)。 

 

 

 



 

艾伯特市場 (Albert Cuyp Market) 

濃厚的傳統風情，可嘗到當地現做的荷蘭餅，跟在超市買

的味道不太一樣，不過都一樣好吃，很推薦大家來的時候

可以嘗嘗，不過不建議一個人吃一個，因為甜度很高，大

概嘗一下就可以了。那來這邊不一定要買東西，畢竟他是

一個以居民生活為主軸的地方，所以很多都是日常生活的

用品，不過如果有想要買小紀念品回來的，蠻推薦在這邊

下手的，因為不貴，又有頗多選擇喔~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Het Rijksmuseum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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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谷博物館 (Van Gogh Museum)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廣場，緊鄰著阿姆斯特丹國

家博物館和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主要收藏荷蘭著名

畫家梵谷及其同時代者的作品。該館藏梵谷作品數量是

世界上最多的， 您可以觀看舉世聞名的畫家梵古遺留下

來的大多數作品。這些著名的作品，如《馬鈴薯人家》，

《向日葵》，《杏仁花》和《播種者》均陳列在阿姆斯特

丹市的梵古博物館。第二多則是是荷蘭的克勒勒-米勒博

物館。 

 

DAY3  阿姆斯特丹   

沃倫丹 (Volendam) 

沃倫丹又譯為福倫丹，是北荷蘭的一個旅遊鎮，人口約

二萬二千餘人，主要行業為捕魚和旅遊業。捕獲的魚類

通常製成荷蘭式煙燻魚罐頭。前身是個漁村，仍然保留

昔日風味，是阿姆斯特丹居民周末休閒之地，也是到阿

姆斯特丹旅客順道游必經之地，市鎮中心的街道，遊人

如雲。過去是艾瑟湖邊的一個傳統的漁村，但由於北海

大提壩的阻擋,沃倫丹的漁村功能已經漸漸沒落, 後來慢慢的轉變為一個觀光業十分發達的商

業小鎮。小鎮上有很多照相館, 可提供遊客拍婚紗或是穿著傳統服飾拍照, 這邊最大的特色是

保留了荷蘭傳統漁村的建築風格。沃倫丹的建築大多是兩層樓的小木屋, 色彩相當活潑繽紛。 



 

 

風車村-桑斯安斯 (Zaanse Schans) 

在阿姆斯特丹北方 15 公里，便可看到 Zaandam 區的風

車朝氣蓬勃地轉動著。在荷蘭想看風車？最理想的去處

之一就是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 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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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可以看到荷蘭人如

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碾磨製造顏料的木材。真實的房

子，古老的造船廠，製作木鞋的表演，還有風車，每年

吸引著成千上萬的遊客。250 年前，在這片狹小的土地上，矗立著 800 多座風車。它們承擔

著各種工業任務。在五座風車中，有三座向遊人開放。在桑河上泛舟遊覽，能夠從另一個角

度欣賞這些美麗的風車。風車村內的博物館包括木鞋製造廠、白蠟製造廠、麵包房、奶酪和

乳製品作坊以及 100 多年的雜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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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參觀荷蘭

著名的乳酪工廠的乳酪製造過程。 

 

DAY4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    

BATAVIA STAD FASHION OUTLET 

以 1628 年的巴塔維亞船命名。是一家位於荷蘭萊利斯塔

德的時尚購物中心。大約有 140 個牌子，除了一般知名

的大品牌，也有不少荷蘭當地的品牌。 INFORMATION 

CENTER 有很多各國語言的地圖或是導覽小冊子可以索

取，還會有不定期的折扣可以拿。同一間店只要消費超

過 50€可以直接回到 INFORMATIONE CENTER 退稅，

不須等到機場退稅，不過一樣是要把退稅單全部都寫清楚，21 天內到機場蓋好退稅章把表單

丟到信箱寄回，不然會被追討回原本的退稅金額加上 15%手續費就不划算囉！ 

 

DAY5  羊角村---烏特勒之  

羊角村 (Gietho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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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角村有著「北方威尼斯」和「荷蘭威尼斯」的美稱。之所以出名，是因為羊角古村沒有道

路，以運河和船作為主要交通方式。貴有『歐洲威尼斯』美譽的羊角村，很多人來這裡無非

是以『划船』的方式取代漫步，漫遊在村莊中。今日就漫步享受風景如畫的羊角村小鎮吧! 



 

 

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當然是租艘船來趟運河巡禮，乘坐平底木船穿梭寧謐的村落，一面聆

聽船夫兼嚮導娓娓細說各個房子的歷史與特色，除了欣賞美景外，文化收穫也不少。在露營

區租一間小木屋和一艘小木船，或者租輛腳踏車在林蔭大道間閒逛，以最親近自然的方式，

享受生活的愉悅。廣大的湖泊、密佈的水道可是考驗著都市人依賴交通標誌的能力，通常遊

客在租船時，店家都會附贈一張羊角村的水路地圖，遊客只要先找到羊角村最主要也是最大

的湖泊 Bovewijde，再根據水面上標有號碼的旗竿，尋找地圖上的水道標號，就可以清楚地找

到自己的方位。 

 

烏特勒支 (Utrecht) 

烏特勒支的地理位置位於荷蘭的正中心，是荷蘭交通

系統上相當重要的樞紐。雖然荷蘭許多的古城都有自

己獨立的運河系統，但烏特勒支的運河卻更充滿詩

意。烏特勒支運河最大的特色在於碼頭，這些碼頭的

水平低於一般的道路、臨水之畔，形成獨特的景觀。

由運河堤防的階梯而下，站在碼頭上，遠望河流蜿蜒

穿梭一座座的拱橋、古老的建築、悠揚的教堂鐘聲與

綠意盎然的所構成的美景。碼頭緊鄰的運河堤防以前是一間間相隔的倉庫，大部分是提防上

的人家所有，而現在這些倉庫大部分都已經改成酒吧、餐館或咖啡廳，而天氣晴朗時，碼頭

也變成露天咖啡廳最好的地點。 

 

烏特勒支擁有荷蘭最高的鐘塔-聖馬丁主教座堂塔樓

（Domtoren），這座鐘塔不只是烏特勒支最顯眼的地標

外，更突顯了烏特勒支歷史發展與宗教的密切關係。

烏特勒支原本是西元一世紀羅馬人於萊因河上建築的

一個軍事堡壘，後來才發展為一個城市。西元七世紀

時，盎格魯薩克遜的傳教士受命於的德國皇帝擔任烏

特勒支的主教。由於主教不但具宗教上相當大的權威

外，也擁有地區性的行政管轄權。除了主教居住城市

外，附近的區域也在管轄範圍之內，而烏特勒支即成為整個主教管轄區的權力中心。 

 

烏特勒支還有世界百大名校烏特勒支大學 （Utrecht 

University），創校於 1636 年的烏特勒支大學，位於荷

蘭交通樞紐的烏特勒支，不但是荷蘭最古老大學之

一，也是歐洲規模最大的大學之一。烏特勒支大學是

荷蘭綜合研究實力最強的大學，也是歐洲最好的研究

型大學之一。該校在台灣的姊妹校包括：國立台灣大

學以及政治大學等。 

 

 



 

 

DAY6  烏特勒之---海牙---台夫特---鹿特丹  

  

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 Mauritshuis  

提到荷蘭美術館，最有名的是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跟梵

谷美術館，但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也不惶多讓，裡

面不乏維梅爾、林布蘭的曠世巨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就展示於此。原是錫根親王約翰．毛里茨(Johan Maurits)

的住宅，西元 1822 年對外開放，成為首屈一指的美術館，

除館藏豐富，建築是非常對稱的典雅建築，除戴珍珠耳環

的少女、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來看還有哪些大師的嘔心瀝血之作吧！ 

 

 

海牙國會大廈 (Binnen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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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士廳 (Ridderzaal) 

建於 13 世紀時期為一座哥德式的建築，是國會議事堂的

心臟建築，原本是荷蘭公爵佛羅里斯五世的宴會廳，現已

用做皇室年度國會開幕禮的演講、重要國宴或典禮場所；

騎士樓左側為休戰廳，是為了紀念西班牙休戰十二年而

建，騎士之館後為國會議事堂中心部份，城內色彩豐富線

條簡潔；漫步於周邊河畔除了感受濃濃古典雅緻的景緻

外，河畔四周的各種藝術雕像品讓人耳目一新。 

 

 

霍夫維弗湖 (Hofvijver) 

霍夫維弗湖是海牙市中心的一個人造湖。它的南側坐落

了荷蘭國會議事堂（內庭）和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西

側是外庭，東側和北側分別接短維弗堡街與長維弗堡

街。十三世紀時，一群荷蘭伯爵在沙丘附近挖掘出一個

天然水體，是為霍夫維弗湖的前身，後漸漸擴展成為今

日的湖體。挖出的沙被運往湖水北側堆疊，成為後來的

長維弗堡街，今日保留了許多十八世紀時建造的宅邸。 



 

 

 

De Passage 購物街 

De Passage 購物街擁有 115 年的歷史，是荷蘭較古老的購

物中心之一。這裡匯聚了眾多世界品牌店。在這裡購物，

您會有穿越到荷蘭一百年前的感覺。 

 

 

台夫特 (Delft) 

台夫特又譯代爾夫特，是荷蘭南荷蘭省的一個城市，地處

海牙和鹿特丹之間。由於擁有荷蘭高等學府台夫特理工大

學和研究機構荷蘭應用科學研究所，台夫特也被稱為知識

之城。台夫特是荷蘭著名觀光城市之一。擁有一個歷史性

內城，內城以前有環城水道護城，但現在只能看到部分河

段。內城遍布水道和小橋，老建築林立，和阿姆斯特丹的

市中心頗有相似之處，因此也有人稱台夫特是阿姆斯特丹

的縮影。今日將帶您觀光舊教堂(Oude Kerk)、市政廳(Stadhuis Delft)、市場廣場(Marktplein)、

新教堂(Nieuwe Kerk) 以及東門塔樓(Oostpoort)。 

 

鹿特丹 (Rotterdam) 

人口約六十萬左右的荷蘭南部都市鹿特丹是荷蘭的第二

大城，鹿特丹港還曾經是世界最大的港口，是荷蘭一座以

港口興起的重要都市。和歐洲其他大都市觀光景點多半集

中在舊城區，以美術館、博物館、市政廳、教堂等舊式建

築為主不一樣，到鹿特丹旅遊最值得一看的不是那些哥德

式、羅馬式、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克克的教堂和城堡，

而是一座座的造型特異、標新立異的現代建築。將帶您前

往鹿特丹中央圖書館(Central Library Rotterdam) 、鉛筆屋、布萊克車站(Blaak Station) 、方塊

屋(Kijkkubus) 、市集廣場(Markthal)觀光。 

 

 

DAY7  鹿特丹---小孩堤防---安特衛普---布魯塞爾   

小孩堤防 (kinderkdijk) 

是荷蘭境內唯一能夠一次看到 19 座風車並列的地方。此

處也已經被列為世界遺產。鹿特丹（Rotterdam）是歐洲

最大的港口和荷蘭第二大城市。同時，它也是一個低於

海平面的城市，40%的面積都低於海平面。在這個城市

裡，大部分的建築都在二戰中被摧毀。戰後，人們開始

修復和重建了一些建築物，同時還新建了許多著名的現

代化建築。因此，它還被譽為“歐洲較現代化的城市。 



 

 

 

安特衛普 (Antwerpen) 

比利時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港口城市和法蘭德斯的首

府。安特衛普出現了許多卓越的藝術家。城市規劃、

舊城保護和城市雕塑藝術獨具特色。安德衛普是一個

文化古城，它的市政廣場、市政廳是一百多年前的，

現在的市長和議員就在裡邊辦公。舊城區建築多為三

至四層磚砌建築，保護完好。城區街道房屋立面頗具

地方特色。街道寬敞，路面鋪砌的石塊錯落有致，遊

人乘座著馬車可盡情地欣賞街道兩側變化各異的房屋和街景。除此之外，安德衛普以其獨特

的露天雕塑聞名於世。街頭各處隨處可見雕刻精美的人物雕塑，這裡的露天雕塑公園裡安放

著數以百計的精緻雕塑作品更是一座名符其實的露天雕塑博物館，當人們漫步在這座綠樹成

蔭的公園裡，邊走邊欣賞著這些形態各異的雕塑作品時，實在是一種極具品味的文化薰陶。 

 

 

 

布魯塞爾 (Brussels) 

布魯塞爾不但是比利時的首都和第一大城，還因為歐洲

理事會、歐盟委員會和歐盟理事會以及歐洲議會的分部

位於此地的關係有「歐洲首都」之稱。市內最重要的旅

遊景點非「布魯塞爾大廣場」(Grand-Place)莫屬，另還

有「尿尿小童」(Manneken Pis)、「聖彌額爾聖古都勒主

教座堂 」(聖米歇爾大教堂，Cathédrale des Sts Michel et 

Gudule, Bruxelles)和「比利時漫畫藝術中心」(Musée belge de la Bande dessinée)等景點。 

 

 

 

DAY8  布魯塞爾 (布魯日+根特)    

根特 (Gent)  

（舊譯岡城、崗城、崗省）是比利時佛萊明大區的一個

自治市，也指這個自治市中的根特城。根特源於利斯河

和斯海爾德河匯合的凱爾特定居點。中世紀時因為羊毛

和亞麻產業發展蓬勃，根特成為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當時根特也具有儲存糧食的權利。16 至 18 世紀末根特

遇上了經濟方面的挫折。棉花產業卻讓根特變成歐洲的

第一座工業城市之一。根特自治市據 2015 年 4 月統計

有人口 25 萬 4 千，為比利時第二大自治市，它地處交通要衝，歷史悠久，現在仍為旅遊勝地。 

 

 



 

 

根特鐘樓 (Het Belfort van Gent)    

根特鐘樓高 91 米，是比利時根特俯瞰老城區中心的三座中

世紀塔樓之一，另外兩座屬於聖巴夫主教座堂和聖尼閣老

教堂。 根特鐘樓的建設始於 1313 年，1380 年完成。它不

僅用於報時和警報，也曾用作瞭望塔。 根特鐘樓，連同其

附屬建築，作為比利時和法國的鐘樓的一部分，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聖米迦勒教堂 (Sint-Michielskerk) 

聖米迦勒教堂是位於比利時城市根特的一座羅馬天主教的

教堂，外觀為哥德式建築，內部裝飾華麗。這座教堂在 12

世紀初期曾兩次被燒毀但得到重建。現在的教堂建築可能

修建開始於 1440 年。教堂內有很多巴洛克風格的藝術品。 

 

 

布魯日 (Brugge) 

您可穿越時空隧道來到中世紀風味洋溢的古城--布魯日，市

中心的馬克廣場及矗立一旁的鐘樓是遊覽的最佳起點，聖

血教堂的神蹟傳說則更添布魯日的傳奇色彩，您可安排一

趟運河遊船，將各式美麗的建築與河景一次看盡，您更可

以利用短暫的自由活動時間，充份感受布市的悠閒氣息。  

 

 

布魯日鐘樓 (Bel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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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血聖殿 (Basilica of the Holy Blood) 

聖血聖殿是一座羅馬天主教的宗座聖殿，位於比利時城市

布魯日。最初興建於 12 世紀，作為弗蘭德伯爵宮殿的小堂，

這座教堂收藏有亞利馬太的若瑟收集的聖血遺物，由弗蘭

德伯爵阿爾薩斯的蒂耶德里克從聖地帶回。興建於 1134 年

到 1157 年，1923 年升格為次級宗座聖殿。 這座 12 世紀的

聖殿位於城堡廣場，由上下兩座小堂組成。 



 

 

 

聖救主主教座堂 (Sint-Salvatorskathedraal) 

聖救主主教座堂是天主教布魯日教區的主教座堂，位於

比利時的布魯日。 聖救主主教座堂在歷史上進行了修改

和翻修。這座教堂建立於 10 世紀，原本只是普通的本堂

區聖堂，到 19 世紀才獲得主教座堂的地位。早期的主教

座堂是位於最中心的聖多納廷主教座堂，位於市政廳對

面，在 18 世紀末，法國人占領了布魯日，廢除了主教並

拆毀主教座堂。 

 

 

 

 

DAY9  布魯塞爾機場 / 香港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布魯塞爾機場，完成

CHECK IN 手續(別忘了辦退稅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

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DAY10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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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華旅行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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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