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利時-布蘭肯貝爾赫健走之旅~ 

 

第 1 天  台北／伊斯坦堡(土耳其) 

5/03(週三) 今日聚集桃園國際機場，經伊斯坦堡轉機前往法國首都巴黎。 

早：X    午：X    晚：機上 

         宿：機上 

 

第 2 天  伊斯坦堡／巴黎(法國)-亞眠 Amiens-里爾 Lille 

5/04(週四) 班機於上午抵達，入境後隨即前往法國

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亞眠，不僅是法國重

要的旅遊城市之一，更被法國文化部授

予「藝術與歷史之城」稱號。抵達後將

前往參觀 1981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 

◎亞眠大教堂與◎亞眠鐘樓，中世紀壯觀  

的建築令人難忘。 

隨後，前往法國北部最大的城市-里爾，今晚夜宿於此。 

早：機上    午：亞眠傳統料理    晚：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宿：Hôtel l'Arbre Voyageur Lille 或 Novotel Lille Centre Grand-Place 四星或

同級 

 

第 3 天  里爾-布魯日 Brugge(比利時)-布蘭肯貝爾赫 Blankenberge-會場報到 

5/05(週五) 早餐後，前往素有【小威尼斯】之稱的

布魯日，這裡是近來浪漫的觀光客趨之

若鶩的遊覽名勝，BRUGGE 荷語是[橋]的

意思，50 座以上的橋樑多以哥德式或文

藝復興時期的樣式為主體。布魯日的中

心廣場◎馬克廣場，映入眼簾的是充滿哥

德式建築風格的市政廳及象徵布魯日浪

漫情調的◎鐘樓，在廣場東側的聖血禮拜堂式布魯日最著名的教堂，堂內供奉著

耶路撒冷聖地取回的基督聖血和遺物。下午前往布蘭肯貝爾赫健走會場報到。 

早：飯店自助式    午：法蘭德斯燉肉料理   晚：西式餐食 

宿：Fletcher Hotel-Restaurant De Dikke Van Dale 或 Van der Valk Hotel 

Brugge 四星或同級 

 

 



第 4 天  布蘭肯貝爾赫健走 

5/06(週六) 全日健走活動。 

早：飯店自助式    午：行動糧(發餐費 15 歐元)   晚：西式餐食 

宿：Fletcher Hotel-Restaurant De Dikke Van Dale 或 Van der Valk Hotel 

Brugge 四星或同級 

 

第 5 天  布蘭肯貝爾赫健走-安特衛普 Antwerpen 

5/07(週日) 全日健走活動。 

   閉幕式後前往比利時第二大城安特衛普。 

早：飯店自助式  午：行動糧(發餐費 15 歐元) 晚：中式六菜一湯 

         宿：Radisson Blu Astrid Hotel, Antwerp 或 NH Collection Antwerp Centre

四星或同級 

 

第 6 天  安特衛普-庫肯霍夫花園 Keukenhof (荷蘭)-烏特勒支 Utrecht 

5/08(週一)  安特衛普是比利時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港口城市和法蘭德斯的首府，其◎中央車

站擁有「鐵路大教堂」的美稱，並前往市集廣場參觀◎安特衛普大教堂、◎市政廳

以及教堂前的[龍龍與忠狗]紀念雕像。 

 隨後來到歐洲春天最重要的花園★庫肯霍

夫鬱金香花園－由鬱金香、水仙花、風信

子以及各類球莖花構成一幅繁茂的色彩，

襯以參天的古木森林，灌木花叢，一千多

種的鬱金香在春天裡為您綻放！位於荷蘭

盛產球根花田的中心城市麗絲，花園四周

環繞著種滿鬱金香和各類球莖花的花田，

美麗造景如蜿蜒的林徑、優雅的池塘、噴泉交織著一叢叢的花圃，此外還有日本

公園，歷史花園以及多所主題花園，令您歎為觀止，尤以一百多座在公園內展示

的著名荷蘭藝術家之創作最為吸睛。每年九月底至初霜來臨之前，辛苦的農人們

就會在花園裡種下七百萬顆不同花種的球莖，在花農的細心照料照顧，每年三月

底就是庫肯霍夫花園盛大的花期，迎著春風，趕快到荷蘭欣賞這場繽紛的花宴

吧！ 

 之後前往荷蘭第四大城烏特勒支，在荷蘭的獨立歷史上，烏特勒支占了一席之

地，北方七省集結與此，成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對於新教徒的打壓的同盟，而十

七世紀開始的烏特勒支大學，則是讓這座城市開始有更多年輕的活力。老城區雖

小，但也有運河行經其中，散步運河旁的小徑，也有一番悠閒風味。 

早：飯店自助式    午：方便參觀敬請自理    晚：中式六菜一湯 

         宿：Park Plaza Utrecht 或 Van der Valk Hotel Houten 四星或同級 

 

 



第 7 天  烏特勒支-羊角村 Giethoorn-梵谷森林公園 De Hoge Veluwe-烏特勒支 

5/09(週二) 上午前往「綠色威尼斯」之稱的優雅

小村－羊角村 Giethoorn。早期羊角

村居民為了挖掘出泥煤塊賺錢，而不

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道狹窄的溝

渠，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

物資，將溝渠拓寬，如今水面映射的

都是一幢幢綠色小屋的倒影，形成一

幅運河湖泊交織的美景。任何一個來到這個具有百年歷史小鎮的人都會情不自禁

地愛上它，讓我們邀請您搭上★平底小船探訪這個與世隔絕的水鄉村落，兩岸綠

意盎然、波光粼粼，欣賞由小木屋、小運河、小扁舟所共同編織而成、如童話般

的水鄉澤國。 

 午後前往★De Hoge Veluwe 森林國家公園，倘佯於梵谷森林國家公園，騎著☆

單車深呼吸，並安排參觀因珍藏許多梵谷的作品與擁有歐洲最大的雕塑公園而聞

名世界的★庫勒慕勒美術館(Kroller Muller Museum)！自然公園內建立一座博物

館，正象徵著自然、藝術與建築的結合。傍晚返回烏特勒支。 

早：飯店自助式    午：羊角村豬肋排料理佐啤酒  晚：西式餐食 

         宿：Park Plaza Utrecht 或 Van der Valk Hotel Houten 四星或同級 

 

第 8 天  烏特勒支-馬斯垂克 Maastricht-布魯塞爾 

5/10(週三) 早餐後後造訪馬斯垂克，這座羅馬時代即建立的歷史古城，自 20 世紀開始，整

座城市鋪滿美麗的方石街道、商家進駐、馬斯垂克大學的年輕學子更為此城增添

無限活力。首先帶您前往★聖彼得山洞穴

參觀，聖彼得山丘位於八千萬年前形成

的石灰尼台地上，山丘裡經過長期的鑽

鑿通道作為住宿或避難用，如今已有超

過兩萬條以上的通道，宛如隱藏在岩石

中的迷宮，非常有趣。在專業導遊的帶

領下，憑藉著煤油燈的熒熒微光，欣賞

洞窟內的彩繪壁畫與古生物化石，別有

一番神秘的風味。 

之後回到城裡，帶您前往位於聖多明尼各教堂內，有"全世界最美的書店"及"通往

天堂的書店"的美譽的◎教堂書店；建於 13 世紀的教堂，被拿破崙攻陷後便荒廢

了兩世紀，後來由阿姆斯特丹建築事務所接手，設計融合現代元素於古老建築的

書店，極簡的黑色框架隔出三層樓的空間，教堂雖注入新生命，卻不失當初的莊

嚴，置身其中不管是參觀建築、買書、或享用咖啡，都能在壯觀中感到平靜。 

隨後前往以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位於西歐十字路口，歐盟成立之後，許多重要

部會皆設立於此，因此也享有歐洲首都的美名。 



早：飯店自助式    午：中式六菜一湯  晚：西式料理 

         宿：The President Brussels Hotel 或 NH Brussels Bloom 或 NH Brussels 

Louise 四星或同級 

 

第 9 天  布魯塞爾／伊斯坦堡 

5/11(週四) 早餐後前往大文豪雨果譽為「歐洲最華

麗的客廳」的◎黃金廣場（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名之世界文化遺產），鋪設著美麗

石磚的大廣場，周圍盡是文藝復興和巴

洛克式的華麗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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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帶您

與布魯塞爾最長壽的市民相見，與世界馳名的◎尿尿小童來張可愛合照吧！傍晚

前往布魯塞爾機場搭機，經伊斯坦堡轉機返回台北。 

早：飯店自助式    午：淡菜鍋風味料理   晚：機上 

 

第 10 天 伊斯坦堡／台北 

5/12(週五) 班機於今日抵達，結束愉快的比利時布蘭肯貝爾赫健走之旅。 

 

 

參考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台北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 25 10:25 06:05+1 

伊斯坦堡 巴黎 土耳其航空 TK1821 08:25 10:05 

回程 

布魯塞爾 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1940 18:05 23:25 

伊斯坦堡 台北 土耳其航空 TK 24 02:10 1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