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29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後旅遊：J團4/17-4/23法比荷賞花團7日旅遊

荷蘭：荷蘭不但是個海爭地的國家，也是終年花團錦簇的國家。相比亞洲地區，荷蘭的四季鮮

明、交通便利、本地人民和善，確實是個旅遊的好地方。順順旅遊特別推薦有「荷蘭風車博物

館」之稱的贊瑟斯漢斯，讓大家遊覽荷蘭的特別景觀！

比利時：比利時王國是一個西歐國家。它是歐洲聯盟的創始會員國之一，首都布魯塞爾

是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大型國際組織的總部所在地。比利時自北起順時針分別與

荷蘭、德國、盧森堡和法國接壤，西面則濱臨北海。

二十人成團

報價:每人1620歐元（兩人一室）, 單人加價：600歐元

訂金：每人500歐元，請於12月20日前支付, 我們將於報名後提供信用卡刷卡連

結

順順旅行社將於報名截止後 10天內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

美報價包含

1- 全程50座大巴， 10小時用車。

2- 6晚4星級酒店住宿或特色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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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程導遊/司機的服務,住宿及餐補

4- 所有門票

5- 6份早餐, 10餐(中式料理或特色餐), 含水, 不含酒

6- 6天司機及導遊小費

報價不包含：

1-未提及所有景點門票

2-私人消費及回程機票（返回僑居地機票請自行預定於4月23日阿姆斯特丹史基姆機場（

SCHIPHOL ), 機場代號：AMS, 起飛

3--第四天晚餐及第五天午餐, 為了讓行程上更方便, 請自行安排餐食

取消條款：

1. 如果客戶取消訂位並退團，我們將依照荷蘭ANVR的取消政策。

2. 付款: 支付訂金每位500歐元團費，餘款必須於出發前一個月內全數繳付

3. 取消行程費用:

訂位付訂金後，如需取消，將按下列方式扣除費用:

-以出發日起計算，超過45 天取消，訂金將全數退還。

-以出發日起計算，45 至15 天內取消，需繳付團費30%。

-以出發日起計算，8 至14 天內取消，需繳付團費50%。

-以出發日起計算，0 至7 天內取消，需繳付團費100%。

行程內容（★入內參觀◎僅參觀外觀）

第1天 04/17 星期一巴黎酒店大廳集合-蘭斯Reims（144km)-Hans sur
lesse(172km)-迪南Dinant(35KM)

上午前往法國著名的Reims★蘭斯香檳區，我們將參觀香檳酒製造並品嚐香檳。Reimes
是加冕與香檳酒之都，全世界只有蘭斯的氣泡酒，香甜可口的氣泡式葡萄酒, 稱得上香檳
，因為該區的氣泡酒有專利註冊，唯有產自法國香檳區的氣泡酒 ，才能稱為香檳，產地在
其他地方的話，即使是法國其他產酒區，都不可冠以Champagne 芳名，只能稱作是氣泡
酒。
我們還會前往★蘭斯主教教堂，蘭斯大教堂在法國歷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其重要程度
絕不亞於巴黎聖母院。蘭斯主教教堂這裡曾經是法國第一位國王Clovis克洛維接受洗禮
的地方，而從1027 年開始一直到法國大革命，這裡也是幾乎每個法國國王舉行他們加冕
儀式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莫過於，1429年聖女貞德護送查理七世來這裡加冕。

2

http://www.facebook.com/ShunShunTravel


下午前往榮獲比利時米其林指南3星級評價的漢瑟勒斯Han Sur Lesse(37km)參觀歐洲
第二大的★漢瑟勒斯鐘乳石溶洞。來比利時阿登地區遊玩，其中一個不容錯過的景點當
屬鐘乳石岩洞；當地特殊的地質結構孕育了珍貴的寶藏。荷比盧地區十分神奇的鐘乳石
岩洞——漢瑟溶洞Grottes de Han，裡面經過百萬年形成的鐘乳石、石筍閃耀著童話般
的光芒，非常值得一看。

入住薩克斯發明地：迪南。

早餐：自理 午餐：法式特色餐 晚餐：比利時特色餐

住宿飯店：迪南4*酒店

第2天 04/18 星期二迪南Dinant-布魯塞爾Brussels(100km)-布魯日
Brugg(233km)

上午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整座城市有中世紀的風格，更是歐洲行政中心。首先來到
◎歐洲議會◎市政廳、◎國王之家、古代商會……等古典建築林立、法國大文豪雨果譽為
全世界最美麗的◎黃金廣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之世界文化遺產），循著觀光人潮
湧向不遠處稚態可掬的◎小童尿尿像。我們將帶大家到尿尿小童的衣帽間,這個「高齡」將
近400歲的「尿尿小童」,高僅61公分的赤裸男童銅像卻共計133套風格套裝。
比利時著名的巧克力GODIVA總店也在這華麗的建築中，絕對是您不可不買的紀念品。
在黃金廣場上選個座位，點杯咖啡，靜靜地看著攘來熙往的人們，享受專屬於您的悠閒歐
式時光。

午餐後，我們驅車從前往比利時水鄉◎布魯日，這是座位於比利時西北部的歷史文化名
城。“布魯日”在佛蘭德語中有“橋”的意思，由流經市內的萊伊河上的一座古羅馬橋樑而得
名。布魯日14世紀為歐洲最大的商港之一；19世紀末葉，開始了大規模的港口疏浚和修
建工程；20世紀初，連接外港澤布臘赫的運河通航，工商業發展興起。素有“北方威尼斯”、
“比利時藝術聖地”、“佛蘭德珍珠”等美稱。簡直就是水城與中世紀的完美結合體！我們將
參觀◎愛之湖的波光倒映湖畔的綠蔭楊柳，濃烈的中世紀風情釋放出自成一格的清新；
高聳的◎鐘樓以地標建築之姿傲視馬克廣場，對面的法蘭德斯建築群也不示弱的引伴聚
焦；隱身一側的◎博格廣場散發不同的風采，兼蓄◎聖血教堂的神秘與◎市政廳的華麗。
今晚，我們夜宿於布魯日。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午餐 晚餐：比利時特色餐

住宿飯店：布魯日附近4*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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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天 04/19 星期三布魯日Brug-台夫特Delft(220km)-海牙 Den haag
city-海牙Den Haag hotel(12KM)

早餐後，前往位於荷蘭南部的◎台夫特。台夫特雖然,對亞洲觀光客較不具知名度, 但在
荷蘭的歷史上, 卻是舉足輕重:他是唯一一個在戰爭時保留最完整沒有被炸的城鎮，所以
教堂的鐘樓、風車都是最老的古蹟。台夫特也是荷蘭的皇家藍瓷發源地台夫特生產的瓷
器——台夫特陶器曾是歐洲王室專用的陶器，在歐洲享有盛名。
台夫特更是荷蘭皇家的家族重地。荷蘭王室的奠基人——奧蘭治的威廉就是在台夫特開
始執掌政權的.直到今天，荷蘭王室的家族教堂仍然是在台夫特。荷蘭著名畫家楊·維梅
爾和顯微鏡的發明人列文虎克也都是在該城出生,成名的。我們將入內參觀★台夫特皇
家工廠。

隨後,前往◎海牙是荷蘭政府的官方所在地，也是荷蘭君主，議會和最高法院的所在地。
海牙也是外國駐華使館的所在地，而阿姆斯特丹通常是這些國家相應的小型領事館的所
在地。
海牙距離阿姆斯特丹約66公里，距離鹿特丹只有27.1公里。 這三座城市是荷蘭人口最多
，規模最大的三角地帶。參觀海牙市中心的核心景點◎首都國會大廈 ◎騎士之館◎霍夫
菲法湖（Hofvijver），還有一個必去博物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鎮館之寶是《戴珍珠耳
環的少女》）。

今晚，我們夜宿於海牙。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荷蘭特色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飯店：海牙4*酒店

第4天 04/20 星期四海牙Den Haag hotel-豪達Gouda(35KM)-小孩堤防
Kinderdijk(45km)-鹿特丹 Rotterdam-Den Haag hotel(30km)

早飯後，前往豪達。◎豪達(Gouda)為典型的荷蘭古老城鎮之一。古老的建築、錯綜交織

的運河、熱鬧的市集，以及友善的居民，豪達似乎一直停格在古老的年代，有如童話世界

的城市。來到豪達，不可錯過的就是參觀知名的★傳統豪達起士市集交易市場。荷蘭起司

的種類有很多，其中以豪達(Gouda)起司與與艾登(Edam)起司最為著名。 而豪達起司就
佔了百分之六十產量，連最著名的阿克馬(Alkmaar)乳酪市場拍賣的乳酪也是以豪達起司
為主。 豪達起司的形狀以扁圓車輪型聞名，口感較重，外皮包覆有一層指明不同口味的

薄蠟，其中以棕褐色外皮的煙薰起司，最受國人喜愛。可以說，來到豪達，嚐一嚐芝士是

不可錯過的活動。

下午前往★小孩堤防（Kinderdijk）是荷蘭西部南荷蘭省的一個村莊，部分屬於新萊克蘭（
Nieuw-Lekkerland），部分屬於阿爾布拉瑟丹，距鹿特丹東面15公里。小孩堤防坐落在萊
克河（Lek）與諾德河（Noord）交匯處，為了排出水，1740年建立一個由19座風車組成的
系統。這組舊風車是荷蘭最大的系統。小孩堤防風車群已成為荷蘭最知名的景點之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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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之後前往◎鹿特丹，鹿特丹這個城市宛如一座開放式的摩登建築博物館，讓人驚嘆各種
型式的文化豐富了城市的風貌！鹿特丹不但是個現代化的港口，也是迷人且具歷史性的
城市參觀靠近舊天堂(Oude Haven)附近的◎立體方塊屋，就相當值得一看。立體方塊屋
(Cube House)位於布拉克(Braak)地鐵站周圍,造型獨特,彷彿一個個斜放的魔方,非常引
人注目。 51座方塊屋中的38座是私人住宅,其餘一些是學校、咖啡館、小吃店、服裝店
等。這裡總會留出一間“示範屋”,供遊客進入一探究竟。 1984年,皮埃特•布羅姆設計了立
體方塊屋。他所設計的房屋象徵著一棵樹,所有房子組合起來成為樹林。布羅姆的理念在
於為荷蘭主要城市鹿特丹建造一個村莊,在這座避風港裡一切皆有可能, 隨後參觀◎鉛筆
屋，緊接著是被管道爬滿的◎市立圖書館。
最後參觀◎Markthal這裡是參觀鹿特丹不能錯過必訪的景點之一，就是有著「歐洲最美
的時尚菜市場」、「全球最高顏值」之稱的「Markthal創意市集」,「Markthal創意市集」更被
時代雜誌票選為2015年全球最佳旅遊景點，以及歐洲十大美食廣場之一。這個馬蹄形中
空拱廊建築中，展示了荷蘭最大型藝術品！

我們將讓大家在此自由覓食, 想用各式各樣不同的當地食物。今晚，我們夜宿於海牙。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荷蘭特色餐 晚餐：自理

住宿飯店：海牙4*酒店

第5天 04/21 星期五 海牙Den Haag hotel-鮮花拍賣市場Flower
Auction(48km)-庫肯霍夫Keukenhof-鬱金香博物館Flower
experience(28km)-海牙Den haag hotel(35km)

今天是滿滿ㄧ天的鮮花日。起一個大早，造訪荷蘭鮮花拍賣市場,領略荷蘭『花的王國』的
商業奇蹟。

荷蘭最大的鮮花拍賣市場★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Flower Auction Aalsmeer)，也是世
界上最大的鮮花交易市場；世界上有80%的花卉產品是來自於「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
的交易，對許多花商而言，阿斯米爾(Aalsmeer)可以說是花卉王國的首都城市。「阿斯米
爾鮮花拍賣市場」的商業大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物。這裡每天平均拍賣

1千4百萬朵的鮮花與1百萬株的盆栽植物，相當於8千個苗圃每年共生產約30兆的鮮花
與4億株的盆栽植物。
隨後，前往荷蘭景點的一個重頭戲：★庫肯霍夫花園（Keukenhof）看鬱金香！4月是荷蘭
旅遊的旺季，原因無非是一到春天，天氣春暖花開非常宜人之外，荷蘭的國花鬱金香也正

值綻放的時刻，因此吸引大批遊客選在4、5月到此一遊。庫肯霍夫（廚房花園，因15世紀
時園內主要種植貴族廚房所需的草藥和蔬菜而得名），又稱歐洲花園，位於荷蘭利瑟附近

，占地33公頃，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園。根據庫肯霍夫公園的官方網站，大約7,000,000株
花球莖被種植於該公園內。中午為了不打擾您賞花,自費於園中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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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 ★鬱金香博物館, 在博物館內你可以了解鬱金香的生產過程，這裏也是荷蘭最
新網紅打卡地點。您還可以自由拔鬱金香帶回去酒店作紀念。今晚，我們夜宿於海牙。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荷蘭風味餐或中式晚餐

住宿飯店：海牙4*酒店

第6天 04/22 星期五 海牙Den Haag-風車民俗村Zaans Schans(70km)-
利斯小鎮Lisse(46km)-一年一度鮮花遊行-阿姆斯斯特丹
Amsterdam(39km)-機場酒店

上午我們前往★風車村民俗村(20km)， Ｚaanse Ｓchans 民俗村至今仍保留著16、17世
紀的舊式建築、傳統文化與工藝，並融和了現代化生產方式。該民俗村集生活與旅遊於一
體，以其優美的自然環境、莊重古 樸的舊式建築、豐富的展品及傳統工藝展示和古老的
風車每年吸引了大量的遊客。那裡有風車，磨坊，乳酪坊還有牧場等供人參觀。

下午前往參觀一年ㄧ度的★鮮花遊行, 荷蘭身為“花之國”有許多賞花勝地。從萊頓到哈勒
姆之間，是荷蘭著名的花田區域(Bollenstreek)，在這段區域間，還包括卡特維克（Katwijk
）、利瑟（Lisse）等地。
Bloemencorso Bollenstreek是荷蘭春天最大型的慶典活動，最近它被認定為荷蘭非物質
文化遺產。每年都有超100萬遊客前來觀看花車巡遊，慶祝這場色彩繽紛，芳香四溢的花
海奇觀。

隨後前往阿姆斯特丹市區，進行市區中獨一無二的★市區運河體驗。阿姆斯特丹，華人有

時也稱其為荷京，是荷蘭首都及最大城市，位於該國西部省份北荷蘭省。遊覽運河，在船

上，我們可以看到阿姆斯特丹獨特的古老的房屋和美麗的街景。結束後，我們前往阿姆斯

特丹市中心，進行遊覽這座城市。前往位於老城區中心的◎水壩廣場，廣場的正前方便是

◎皇宮，緊跟著，我們將步行至◎新教堂，◎老教堂，也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教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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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鑽石切割場，親眼目睹鑽石的成型。

今晚，我們夜宿於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酒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荷蘭風味餐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飯店：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4*酒店

第7天 04/23 星期六返回僑居地

返回僑居地機票請自行預定，請定4月23日阿姆斯特丹史基姆機場（SCHIPHOL )回程機
票, 機場代號：AMS, 起飛。機場酒店有交通車前往機場。我們將『協助』您預定機場酒
店交通車，帶著滿滿的禮物及回憶，法比荷7天之旅全程至此結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詳情請洽: Shun Shun Travel 順順旅遊

電話: +316.2888.3080

郵件:shunshuntravel4@gmail.com

Line/Wechat: shunshun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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