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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荷蘭 比利時 花現 饗宴 11 日遊 

荷蘭、比利時 的五彩繽紛，不僅僅是鬱金香 

尋常百姓窗前、大城小鎮的市集廣場中、鄉間公路石板小徑旁，花藝高手盡在民間 

平安喜樂的日常、郊野田間小花剪影、簡單生活的悠揚頌歌，油然而生的真實感動 

賞花看畫 AlphaGoTour 陪您從容悠閒 視覺饗宴雙滿足 

《航班食宿安排 最順暢》 

➢ 建議搭乘中華航空直飛 阿姆斯特丹，可輕鬆加價升等豪華經濟艙 

➢ 行程安排最順暢，城市與城市拉車距離短，深度慢遊 不趕打卡行程 

➢ 比利時 最美小鎮＿根特連泊 + 阿姆斯特丹市區三連泊，節省天天打包換飯店的時間與精神 

➢ 安排 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區內 享用米其林一星 RIJKS 餐廳、法蘭德斯 道地傳統料理、

異國 Fusion 料理，滿足您味蕾多樣的享受 

《景點安排 最精采》 

➢ 精心規劃 親臨週五 阿克馬起士拍賣會場，體驗有趣又非常傳統的交易模式 

➢ 季節限定 優遊 庫肯霍夫公園，欣賞群花爭豔、五彩繽紛的花花世界 

➢ 綠意羊角村、經典北海漁村、傳統風車村、荷蘭青瓷發源地，印象荷蘭真實呈現旅人眼前 

➢ 雙遊船、懷舊蒸汽火車、公園花園花田路，輕鬆盡覽荷比春天最美菁華 

➢ 比利時 啤酒廠參觀、中世紀最美小鎮—根特 & 布魯日 完整呈現中世紀的比利時 

➢ 世界最美書店、世界最美市集廣場，好逛好買好開心 

➢ 精心安排參觀：庫勒慕勒美術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 充裕時間觀賞世界級藝術典藏 

➢ 阿姆斯特丹 市區三連泊 + 半日自由時間，購物、遊河、賞景、逛博物館 超自在 

➢ 精緻小團 深度慢遊 資深領隊，團費已含 領隊、司機、導遊 服務費 

出發(集合)日期： 2020/4/16 (四) 即將成團  

團費每人 不含機票款   NT$79,800.- （單人房補差 600 歐元/人） 

越早訂機票越有機會享優惠票價 請來電洽詢  訂金請繳交 TWD 30,000/人 若無法成團，所收訂金全數無息退還 

阿法國際旅行社   報名諮詢專線：02-7719 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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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以下行程說明僅供參考，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表示購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4/16 Thu. 台北 直飛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Holland 

今晚(周四)於桃園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乘中華航空 次日(周五)凌晨 00:25 班機直飛阿姆斯特丹 

Day 2  4/17 Fri.  阿姆斯特丹—贊斯堡風車村—阿克馬—羊角村 

因時差關係，週五上午抵達荷蘭 阿姆斯特丹機場 展開 花現春饗宴的精彩旅程： 

贊斯堡風車村 Zaanse Schans 荷蘭全國各

地仍可見到風車轉動的景色，贊瑟航斯曾擁

有多達上千座的風車，因而有荷蘭『傳統風

車博物館』之稱。除了風車，還能欣賞到『非

常荷蘭』印象：起士、木鞋工坊和牛羊成群

的田園風情。 

阿克馬 Alkmaar 特別安排逢週五，前往阿克

馬小鎮的中央大街上、充滿娛樂效果的 起

司市集拍賣會場，感受熱鬧有趣的歡樂氛

圍，同時也會有無數的露天攤販、商家聚集

於此，熱鬧非凡。 

續往羊角村，沿途可欣賞非常荷蘭的景色，一望無際、未經雕琢的鬱金香花海天然景致與黑白相間

的乳牛點綴於牧草田中，美不勝收。 

羊角村 GIETHOORN 有「北方威尼斯」／「荷蘭威尼斯」之稱。過去村子內是沒有道路，僅有運河

連通彼此，以船運為主要交通方式。河面上一棟棟小屋倒影，印襯以蘆葦編成的屋頂與綠樹，幽靜

美景令人嚮往。體驗羊角村最好的方式絕對是沿著運河，隨意慢步於寧謐的村落小道間，細賞各個

房子的布置與巧思，親炙小村迷人氛圍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風味料理     晚餐：羊角村西式套餐 

四星級 Stadspaleis Hotel OldRuitenborgh or Hotel Luman in Zwolle 或同等級 

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27KM 贊斯堡—26KM 阿克馬—141KM 羊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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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4/18 Sat. 羊角村附近—梵谷國家森林公園—馬斯垂克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 HOGE VELUWE 全歐洲最大、結合藝術與建築雕塑的★森林國家公園，19 世紀

末期許多著名雕塑家的雕塑，散置水池、草地、花叢、沙地、樹蔭中，呈現雕塑作品本身的概念、

與週遭自然環境所共同創造意境和理念，讓這座森林充滿不一樣的美感。參觀公園內收藏梵谷近 90

幅油畫作品與 180 多幅素描作品★庫勒慕勒美術館 Kroller Muller Museum，1938 年由庫勒慕勒伉

儷所創，是全球私人美術館的先驅，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梵谷作品展出地。在這裡不論是梵谷、畢卡

索、蒙德里安

Mondriaan 等

人的大作，都

大剌剌地掛在

可以儘量讓觀

賞者平視的牆

上，近距離地

欣賞名作、細

細觀察畫家的

筆觸和色彩。  

馬斯垂克 Maastricht 荷蘭最

古老的城市，也是最不像荷蘭、

建築風貌呈多樣化的城市。市

區石磚路散發著文藝氣息

的中世紀風格，＠聖瑟法斯

橋是建於 13 世紀的美麗石橋，

是馬斯垂克的標誌性建築。 

＠市集廣場的中央是擁有大

型玄關階梯獨特造型的＠市

政廳。古城中心有座美麗＠多

明尼肯書店，由 800 餘年歷史

的修道院改造而成，英國衛報

讀者票選「世界最美麗的書店」

之一，有「天堂書店」之美稱。 

馬斯垂克的第一道護城牆建於 1229 年，包括城南古城門，又稱＠地獄之門（Helpoort），是馬斯垂

克現今唯一僅存的城門，同時也是荷蘭境內最古老的碉堡式城門。城門要塞環繞大樹成蔭，是當地

居民最愛的休憩公園。＠聖瑟法斯橋 跨越馬斯河，建於 13 世紀，也是馬斯垂克代表性建築之一。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公園風味料理     晚餐：西式套餐 

四星級 NH Hotel, Maastricht 或同等級 

沃勒茲—63KM 梵谷森林國家公園—171KM 馬斯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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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4/19 Sun. 馬斯垂克－聖彼得洞窟—比利時 布魯塞爾—根特 Gent 

馬斯垂克近郊之★聖彼得洞窟 自羅馬時代起，馬斯垂克居民為取得淡黃色泥灰岩石塊(Marl)作建

材，長久挖掘聖彼得堡山，留下超過二萬條以上的通道，宛如地下迷宮，形成獨一無二的特殊景觀，

洞穴牆上並且有許多當時挖掘工人所留下的彩繪壁畫，以及許多的古代生物的化石。18 世紀末與

二次大戰期間，聖彼得堡穴窟也曾作為市民躲避炮火的庇護所，隨著導覽員展開有趣的探險之旅。 

比利時首都 布魯塞爾 Bruxelles  列名世界文化遺產、法國大文豪雨果讚譽為世界最美＠大廣場

Markt Square、＠布魯塞爾市政廳、國王沒住過的＠國王之家 Maison du Roi，一定要湊湊熱鬧去看

看家喻戶曉、布魯塞爾年紀最老的市民 ＠尿尿小童 Petit Julien，童趣十足。 

『啤酒、鬆餅、巧克力』是訪比利時絕不可錯過的三寶！要品嘗或是購買比利時精品巧克力，一定

要逛逛全歐洲最古老的購物拱廊之一＠聖胡貝長廊 Galerie St. Hubert，不但聚滿市民最愛的潮店，

更是比利時世界聞名的各家老牌精品巧克力名店雲集之地，一起來尋找您味蕾最喜歡的口味~ 

比利時的漫畫同樣聞名於世，最為人熟悉的漫畫人物，莫過於藍色小精靈和丁丁（Tin Tin），布魯

塞爾市政府特別規畫街頭數十面出自名家之手的 街頭漫畫牆 步行精華路線，按圖索驥，各種漫畫

人物成為空間主角、栩栩如生描繪小市民的生活面貌，是觀光客不可錯失的風景。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西式套餐 

四星級 NH hotel, Gent 或同等級   

馬斯垂克－102KM 布魯塞爾—59KM 根特  

 

Day 5  4/20 Mon. 根特—布魯日 BRUGES—根特 

根特 Gent 傳遞中世紀繁華歷史的公會建築與萊爾河，

是根特的重要標誌。參觀由白色石頭砌成的＠聖巴夫教

堂 St. Baafskathedraal，這裡收藏了許多傑作而出名，包

括凡艾克 van Eyck 兄弟的曠世巨作【神秘的羔羊】、及

魯本斯的油畫；建於 1300 年前後、1999 年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的@鐘樓 Belfork；帶著復興式閣樓

的根特著著名建築＠伯爵城堡 Gravensteen；及 20 世紀

初由石頭打造的拱型橋梁、可以看到隔萊斯河相望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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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著名的古老公會建築群的@聖米歇爾橋 Sint Michielsburg，站在橋上一覽＠香草河岸 Graslei & ＠

穀物河岸 Korenlei 的迷人景緻。面對柯倫市場廣場的＠De Post 購物中心，是舊郵局改造再生，購

物休憩兩相宜。 

布魯日 Bruges 『比利時威尼斯』美譽，縱橫交錯的運河與橋樑，透露出往日商運的繁華。特別

安排★遊船 欣賞這充滿典雅氛圍的中世紀城市。 

慢步於舊城區內石板街道，全歐洲排名前五名的美麗＠

市集廣場 Markt、鐘聲悅耳的＠鐘樓 Belfort、面對＠城

堡廣場、存有「聖血遺物」＠聖血禮拜堂  H. 

Bloedbasiliek，以及擁有米開郎基羅製作的『聖母子像』

的＠聖母教堂 O. L. Vrouwekerk。原本是港口，現在被運

河及河水隔成一座湖泊＠愛之湖公園  Minnewater 

Park，擁有無盡綠意與天鵝嬉戲，散步於此，融入畫中。 

特別安排參觀 布魯日城區內最後一家啤酒釀酒廠 —

★半月啤酒廠（De Halve Maan Brewery），已有 160 餘年悠久歷史，現由家族第六代經營。參觀過

程可以看到古法製啤酒的器具，了解啤酒味道的深度與麥芽烘烤程度之間的關係，釀造廠頂樓更是

眺望整個布魯日的風景絕佳地點。導覽結束後，一定要試試此地招牌鮮釀「布魯日瘋狂」啤酒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精選比利時燉菜料理     晚餐：西式套餐 

四星級 NH hotel, Gent 或同等級   

根特—41KM 布魯日—根特  

Day 6  4/21 Tue. 根特—小孩堤防 Kinderdijk—鹿特丹 ROTERDAM 

小孩堤防 Kinderdijk 鹿特丹近郊，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為

荷蘭最負盛名＠小孩堤防，擁有 19 座壯觀風車，從 1740

年開始勤奮地轉動，將風力轉為水車的動力，抽取過多的

水並導入河中，使得附近低於海平面地區免於水患之苦。

特別安排★遊船欣賞美麗的風車景觀 

鹿特丹 Roterdam 荷蘭的第

二大城／曾經是「世界最大

的港口」。到鹿特丹旅遊最值得一看的不是教堂和城堡，而是一座座

的造型特異、標新立異的現代建築。特別安排入住市區，可徒步參觀

＠立體方塊屋、＠中央車站、＠聖羅倫斯大教堂與鐘樓，以及挑高圓

頂天井妝點著描繪食材的鮮豔壁畫、荷蘭最美的＠時尚菜市場

Markthal，盡情享受華麗的食材旅程。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時尚菜市場自理餐 

四星級 NH Atlanta, Roterdam 或同等級   

根特—156KM 小孩堤防—23KM 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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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4/22 Wed. 鹿特丹—台夫特 Delft—庫肯霍夫花園—阿姆斯特丹 

台夫特 Delft 荷蘭青瓷 Delftware / Delft Blue 發源地、

荷蘭知名畫家維梅爾的故鄉、荷蘭獨立戰爭時的實質

首都跟作戰總部，也是在二次大戰中保留最完整「沒有

被轟炸」的寧靜小鎮。極具特色的運河屋街景、新教堂

Nieuwe Kerk、老教堂的鐘樓，甚至風車，都是最老的

古蹟，也保存了它的舊日風情。舊城區外的東門（VVE 

Oostpoort te Delft）是台夫特碩果僅存的老城門，也有

出現在維梅爾畫中台夫特的一景中。 

庫肯霍夫花園 Keukenhof 前往荷蘭最負盛名的★庫肯霍夫花園，

為了讓全世界的遊客能仔細欣賞鬱金香，花匠專家們專程打造的

花園。特別安排★搭乘園區電動船，一覽花園及遼闊花田的景色。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四星級 NH Collection Amsterdam Flower Market 或同等級 

鹿特丹 17KM 台夫特—48KM 庫肯霍夫－40KM 阿姆斯特丹 

 

Day 8 Thu. 阿姆斯特丹—荷恩 梅登布雷克—沃倫丹—阿姆斯特丹 

特別安排 搭乘體驗中世紀的★懷舊

蒸汽火車之旅，前往 17 世紀荷東印度

公司全盛時期非常繁榮的城市—荷恩

Hoorn ，參觀＠蒸氣火車博物館 

Steamtram Museum 

木造的小火車站、舊式的長凳，彷彿穿

越時光隧道，充滿復古風情。火車行駛

於無盡綠意的田間地帶，抵達寧靜小

鎮—梅登布雷克 Medemblik，重拾純

真童趣。 

沃倫丹 Volendam 典型荷蘭的北海漁村之一，是一座保

有傳統民族服飾而出名的城市。傳統的漁村建築，加上

遊人如織，是非常好逛、好買的觀光景點。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西式套餐 

四星級 NH Collection Amsterdam Flower Market 或同等級   

阿姆斯特丹－43KM 荷恩／梅登布雷克－39KM 沃倫丹—31KM

阿姆斯特丹 



                                                                  

 

                                                              報名諮詢專線：02-7719 9129                             

Day 9  4/24 Fri.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規模比起其他國家的首都並不算大，主要的景點都分布

在半徑約 1.5 公里的扇形區域。最外圍的辛格爾運河是屬於十七世紀以後整座城市的護城河。整個

同心圓型的運河區已於西元 201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 阿 姆 斯 特 丹 國 立 博 物 館 

Rijksmuseum 於 1885 年開幕，是

全荷蘭規模最大的博物館，與中央

火車站出自同一位設計師之手，是

全歐洲第一座純粹以博物館為使

用目的而建造的建築物。國立博物

館座落在綠意盎然的花園之中，典

雅的建築外觀十分吸引人，館內最

為知名的收藏就是西元十七世紀

荷蘭畫家－林布蘭的作品。林布蘭

最為人熟悉的畫作：「夜巡」(Night 

Watch)，原作有一面牆之大，絕對

要花時間細細鑑賞這幅畫的構圖與光線的處理技巧。二樓的中央畫廊的榮譽廊，除了林布蘭，其他

幾位荷蘭黃金時期的著名畫家如維梅爾、詹斯汀及法蘭斯哈爾斯的作品都在這兒展示。另外還有精

緻美麗的娃娃屋、炫麗的銀製品、骨董陶瓷等各式饒富趣味的蒐藏。 

特別安排於國家博物館內正宗米其林一星餐廳享用午餐 

午後 自由時間，可隨意由博物館廣場 信步走訪歐洲的「紐約第五大道」—P.C. Hooftstraat 時裝精

品街，或跨越辛格運河，逛逛阿姆斯特丹的心臟—水壩廣場、皇宮與新教堂；也推薦走走被《紐約

時報》 稱為阿姆斯特丹最好的購物區、《國家地理》雜誌 稱作真正阿姆斯特丹的味道—@九小街 

De Negen Straatjes聚集許多時髦店家、咖啡館和精緻小巧的攤販。荷蘭阿姆斯特丹很多博物館，

海尼根博物館 是推薦景點之一，建造於 19 世紀的建築物，直到 1988 年都是海尼根的釀酒工廠， 

2008 年再以博物館的形式重新呈現在大家眼前，專門介紹這歷史悠久且世界聞名的啤酒品牌。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國家博物館內正宗米其林一星料理     晚餐：自理餐 

四星級 NH Collection Amsterdam Flower Market 或同等級   

Day 10  4/25 Sat. 阿姆斯特丹 台北 

今日輕鬆享用飯店早餐後，專車送往機場辦理出境手續，登機返台，期待再相會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機上用餐  

Day 11  4/26 Sun. 台北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報名諮詢專線：02-7719 9129                             

《參考航班訊息》                                   航班資訊僅供參考! 實際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航班 

編號 
起始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當地) 

抵達時間 

(當地) 
飛行時數 

CI 073 
桃園機場 

第一航廈 

阿姆斯特丹 

國際機場 
4/17 週五 00:25 週五 07:40 13H 15  

CI 074 
阿姆斯特丹 

國際機場 

桃園機場 

第一航廈 
4/25 週六 11:00 4/26 週日 06:00 13H  

《行程地圖參考》 

 

  

 

 

 

 

 

出發(集合)日期： 2020/4/16 (四) 即將成團  

團費每人 不含機票款   NT$79,800.- （單人房補差 600 歐元/人） 

越早訂機票、越有機會享優惠票價 請來電洽詢  訂金請繳交 TWD 30,000/人 若無法成團，所收訂金全數無息退還 

精緻小團 深度慢遊 團費已含 領隊、司機、導遊 服務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