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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想要出國探險的心，從來沒變過；自從前年老爹帶了一家大小前往巴黎度假(感

興趣的請見連結: http://www.hi-dear.net/?p=470, http://www.hi-dear.net/?p=485 )，

就沒有再出過遠門，中間雖然去了日本，但是對老爹來說…日本…根本不算遠門

(拍桌)；就在今年初，老爹一直思考什麼地方是一輩子一定要去的，腦中浮出的

畫面竟然是…西藏！確實…西藏應該是所有人都夢寐以求想要出國旅遊的地方，

於是開始蒐集資訊，結果發現…台灣人去西藏竟然 「一定要跟團」 ？！ 認識

老爹的 「捧油」 都知道，老爹出國是不跟團的，於是東問西問到處問，除了正

常管道之外…不正常的管道我也問…（這個小朋友不能學喔！叔叔有練過！沒有

關說喔…關說會被退黨的喔～）就是一定要跟，因為台灣人比照外國人；我真搞

不懂，不是一個中國政策？ 怎麼現在又變成外國人，真是政策會轉彎…算了！

不要抱怨，就在開始要失望放棄的時候，忽然逛到 EZTRAVEL 網站，也不是不經

意，應該說…老爹本來就有逛旅行社網站的習慣（隨時隨地在注意機票狀況），

因為只要便宜，女王就有機會答應，就這樣東看看、西看看，就看到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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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啊～看到沒，台北至阿姆斯特丹來回機票只要兩萬八千多哩，算是便宜啦！ 

通常以老爹的標準，飛西歐的機票，三萬以下就可以進場，老爹還曾經買過兩萬

四的台北巴黎來回機票，還是國泰航空，不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遠目… 出國

成本愈墊愈高了）；也許有人會說，只要搭乘中國的航空公司都會有這樣的價錢，

嗯～不可否認，中國南方航空，以及東方航空轉機到西歐，也大多是這樣的價錢，

但是老爹要的是「中轉」，因為中轉還有機會可以再逛一個城市啊！大陸的城市

說真的，不是不好逛，而是老爹大概都去過了，但是各位看官想想，中轉約旦安

曼，老爹還可以去逛逛「死海」以及「佩特拉」神廟，真是一兼二顧啊～ 

 

就這樣…老爹給他訂位下去，訂了後…忽然想到荷蘭似乎是腳踏車友善國家，聽

說自行車道普及率高達 98%以上，既然如此，何不來趟腳踏車自由行？於是，訂

票時就標註： 1. 是否在允許負重下運送自行車？ 2. 是否中轉時可以進入安曼？ 

不得不佩服 EZTRAVEL 的客服的迅速，當天就回應，確認是可以停安曼，並且跟

我確認回程哪些天要停安曼…但是不幸的是…日期對不上，老爹只好放棄安曼的

計畫，整整待 12 天的荷蘭吧～不過慶幸的是，約旦航空允許載運自行車，只要

一個邊在 157cm 以下；嗯，有機會，所以就開票了，共 282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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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始規劃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規畫的過程中，老爹推薦幾個工具，這

些工具都是免費的，只要您好好利用，其實不僅僅在荷蘭，其他國家也是依

樣通用的，請您就依照下面的步驟，一步一步前進吧~ 

 

2.1 景點標記 

開了票之後，之後就得要規劃路線要怎麼騎？ 聽說荷蘭的國土面積跟

台灣差不多大，十二天環台沒什麼問題，所以「還荷」對老爹來說應

該也沒有問題才是，再說荷蘭是低地國，又不像台灣有高山，騎起來

應該是輕鬆不少；老爹在出國時，都會用 GOOGLE MAP 將地點標記出

來，所以老爹將荷蘭所有的景點標記出來，並且依照各屬性標記，比

如說…老爹習慣用 ” 旗標旗標旗標旗標 ” 標註景點 ；用 ” 餐具餐具餐具餐具 ” 標註好吃的餐

廳 ；並且用 ” 火車火車火車火車 ” 標註車站 …等等；反正看官您要用什麼標

記，就依照您的習慣就可以，若您不知道怎樣使用 GOOGLE MAP 做標

記，請透過下面連結，裡面寫的很詳細：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hu.edu.tw/wow/shi-xin-google-zhi-shi-ku

/google-de-tu/zhi-shi-googlemap-ying-yong-pian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684227 

（如果上面兩個連結都死掉，請 MAIL 到 chikang@hi-dear.net 給老爹我） 

 

老爹就這樣一直標，一直標，標出了許多景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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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Google 搜尋荷蘭許多景點後，並標註在 Google Map 上，老爹發

現絕大多數的景點都在西北部，以及南部的一個大城 Maastricht，其他

的大城如：Eindhoven 或是 Arnhem…等等，似乎沒有景點，所以現在

的動作，就是將每個景點串起來，老爹的串法如下： 

 

 

 

當老爹決定好這樣串接後，接著就是看看距離(公里數)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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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路線 1 就是從 Schiphol 機場 （就是荷蘭機場）到 Maastricht，

單趟公里數約是 215 公里；剛下飛機就要騎這種距離，應該會死人，

所以這種距離是不可能騎自行車的（因為老爹體力不好? 也是吧~~哈

哈），當然是坐火車； 

 

再來就是路線 2 … 結束 Maastricht 的行程後，要到 Utrecht，距離也是

高達 180 公里，一樣的 … 也必須靠火車；到了 Utrecht 後，為了到羊

角村去玩； 

 

路線 3 以及路線 4，還是靠火車；緊接著路線 5 ~ 15 完全都是自行車，

每天約 50~60 公里，應該是在一般人的負荷範圍內，僅僅最後一天的

路線 16 是搭火車，但是路徑 17 是最後我們在荷蘭的自行車 50 公里； 

 

也許有人會問老爹，為什麼一定要走路徑 16, 17？（怪怪的對吧~為了

這個點，還額外拉一條路徑）沒辦法，因為 Alkmaar 的乳酪市集，該市

集只有星期五有開，既然都到荷蘭了，這個點一定要去的。 

（ PS: 有 興 趣 看 老 爹 的 地 圖 ， 請 用 下 面 連 結 :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ms?msid=217971689548900492656.0

004e5eadd6239499093a&msa=0 老爹有公開喔～） 

 

寫了一堆，或許會有許多的看官想要知道老爹怎麼會知道每條路線的

公里數? 其實很簡單，舉例來說，老爹第一天到達 Schiphol 怎麼知道距

離 Maastricht 有 214 公里呢？ 首先，我們先將滑鼠移到 Schiphol 機場，

在上面按下「右鍵右鍵右鍵右鍵」」」」，會出現「路線起點路線起點路線起點路線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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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給他點下去；然後滑鼠再移到 Maastricht 上面，一樣滑鼠 「右右右右

鍵鍵鍵鍵」按下去，這是選擇「路線終點路線終點路線終點路線終點」，這時你會看到左邊路徑規劃顯示

距離以及開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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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您可以切換「步行步行步行步行」 或是 「自行車自行車自行車自行車」，Google 會很貼心的幫您將

所需的路徑以及時間畫出來；其他的路徑（甚至是每個城市景點的路

徑）您都可以這樣做規劃假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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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列出時程 

既然標記出這麼多景點，並且路線大致抵定，緊接著就必須將每天的

行程一天接著一天紀錄並做規劃，這時 EXCEL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老爹

先將第一天的行程嘗試完成如下： 

 

 

老爹的機票是 4/1 日從桃園出發，預計 4/2 11:46 AM 到達Schiphol 機場，

所以從這邊開始紀錄就可以（各位看官可以看到 Time-Start 的第一格就

是 11:46），給自己抓一個小時多一點點的時間取得行李，預計 13:00 去

趕往 Maastricht 的火車；好了，在這邊有人或許會發問，老爹怎樣知道

13:00 會有火車從 Schiphol 往 Maastricht 呢？當然是從荷蘭的國鐵網站

啊…請接下去慢慢看… 

 

進入荷蘭的國鐵網站（www.ns.nl），您可以很清楚看到下面的視窗 

 

 

整站荷蘭文嗎？不打緊…有上方有一個 ENGISH 的連結，點下去就會變

成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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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在： 

 

A：填入火車起點；在這裡老爹是從 Schiphol 機場出發，所以輸入 Schiphol

（您不需要擔心，在輸入前面幾個字母後，官網會很貼心的帶出剩

下的字母） 

B：輸入火車出發日期；在這邊，大家會很好奇，老爹不是 2014/04/02

到達機場嗎? 為什麼卻是選 2013/10/02 號呢? 因為老爹在寫這份

計畫書時，是 2013/09/29~~這時候 2014/04/02 的火車時刻表都還沒

有出來，所以當然就用一樣的星期來做預估（通常火車的變動不大；

再者…現在只是規劃，屆時還需要再 CHECK 一遍啦） 

C： 填入時間；這邊…我們先暫時填寫 12:28 分，之後會有說明。 

 

填完這些夠了嗎？當然不是，我們沒有填寫終點站啊！終點站被

Schiphol 的下拉是選單蓋住了，那邊有一個欄位，只要填寫老爹要前往

的目的地 Maastricht 就可以…跟 Schiphol 一樣，您只要輸入前面幾個字，

後面的字母就會自動帶出喔~ 填寫完畢後，就可以按下確定鍵，到下面

火車時刻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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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面我們可以知道: 

 

A：13:00 有一班火車可以到 Maastricht，並且 15:32 會到達目的地 

B：中間約在 13:32 分到達 Utrecht Centrral 14b 月台；並且要在 13:38

分趕到 15 號月台換車(上面沒有紅線的說明…SchipholL 搭車是在 1-2

月台) 

C：票價是 24 歐/人 

 

當然，您可以透過時間表下面有兩個選單「Earlier」以及「Later」兩個

選項選擇早一點或是晚一點的火車。 

 

就這樣…我們可以將 EXCEL 表一格一格的填下去囉～下表標紅色框框的

部分 DISTANCE 表示「自行車所要騎乘的公里數」；FEE 表示「所需要的

花費」，一個一個記錄下來，這樣最後才可以掌控總花費。（爾後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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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尋找住宿 

緊接著老爹開始來解決住宿的問題；找尋住宿的第一個要件就是要先

定義一天你願意花多少錢在住宿？老爹給自己的花費是75歐元（也就是

每人1500台幣一天），有人覺得很好奇75歐元怎麼算也是三千，怎麼會

只有一千五，原因是老爹這次帶著老爸一起去，所以一個人就是一天

一千五囉！ 

 

定義好每天住宿的預算後，就是找網站預訂，老爹比較常用的網站是： 

http://www.agoda.com.tw 

http://www.hotelclub.com 

這兩個（你也可以使用EZTRAVEL等網站，只是…貴的要死，不適合我

這窮人）；網路上也不少人推崇http://www.booking.com，其實不管那間，

老爹覺得價錢差異都不大，但是訂房時要注意下面幾點： 

• 訂房時，是否就需要使用信用卡付款（或是做保證） 

• 退訂時（萬一行程變更逼不得以）是否需要收取退房手續費 

 

就老爹的經驗： 

Agoda的房價較便宜，若你過去有常用他們的網站訂房，還有折扣；不

過訂房流程最後都會直接要你用信用卡付錢，若因為行程邊更想要退

訂，都會收15%的手續費，所以若您的行程不確定，老爹不建議您使用

Agoda訂房。 

Hotelclub的房價普遍稍微貴一點點，最後也會直接要你用信用卡付錢

（有些房型不用），但是通常出發前三天幾乎都可以免費退訂。 

Booking這間老爹沒有用過，聽說不論是訂房或是退訂，只要在規定中，

幾乎都不收錢。（這也是背包客網站絕大多數人推薦的於原因） 

 

其實不管如何，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您細心一點閱讀訂房以及退訂

的規範，並且依照您的行程需求，應該都可以找到價錢便宜的好房間。 

 

寫了這麼多，老爹都不是用上面的網站找房，為了體驗正港的荷蘭生

活，老爹決定找B&B（縮寫：Bed and Breakfast）或是民宿（迷之音：

其實是你窮想省錢吧！），所以透過 http://www.bedandbreakfast.nl/ 這個

網站來找尋B&B民宿；因為老爹前兩天預計住在Maastricht，所以就在A

欄位填上Maastricht，B欄位填上到達以及離開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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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按下Search，網站就會列出相對應的民宿；老爹針對其中一家民

宿做簡單的說明 

 

A: 鬱金香標誌為荷蘭政府認證優良民宿，愈多的鬱金香，愈優良喔! 

B: 住過這間民宿的旅客給的平均評分，愈高當然是愈好，我記得最高

應該是10分 

C: 是說明有178個旅客給這間民宿評分 

D: 表示這間民宿有四個房間 

E: 住宿的金額 

若您需要再仔細確認詳細內容，您可以點選”More about this B&B in 

Maastricht”，就可以進入較詳細的說明。 

 

確定您要的房間，就點下”Reservation request”，(這間好貴，一天一個人

要85歐元，老爹沒有住，純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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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好上面資訊，按下確認鍵，您的預定就會寄給屋主，等待屋主的

回應即可。 

 

其 實 老 爹 在 Maastricht 預 定 的 是 

http://www.bedandbreakfast.nl/bed-and-breakfast/maastricht/la-cour/5131/  

 

這間一天只要68歐元(剛好在老爹的預算內)，預訂的信件寄出不久，屋

主很快地就回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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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用這封信回應給屋主做確認，一切就OK了…簡單吧! 只要依照這樣

的方式，將往後的幾天行程搞定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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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行車準備與相關攜帶物品 

自行車相關的準備事實上不難，只要上網用 google 查詢自行車環道準

備事宜，應該就足夠了…於老爹就整理了下面清單： 

 

至於其他生活用品，我想大多數介紹國外旅遊的網站，應該都有清單，

老爹就不介紹了，請各位看官自己去查就可以，唯獨因為我們是自行

車旅遊，所以對於「重量」必須要有取捨，千萬不要帶一堆無用的東

西喔。 

本節最後，大家最關心的應該是出國上網的問題吧～荷蘭這個地方，

不像台灣有上網吃到飽，所以老爹得去尋找解決方案，於是找到一家

虛擬的電信業者 https://www.lycamobile.n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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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沒？右上角有一個 Get Free SIM，點進去就對了！ 

 

接著填寫右邊的聯絡信息，之後電信公司就會將免費的 SIM 卡寄給你；

至於己到哪？你可以寄到你第一天要住宿的飯店或是民宿，並且打電

話或是 email知會他們你將會有包裹，並且說明是這間電信寄來的SIM，

應該就可以了。 

 

接著當你拿到 SIM 卡後，選擇首頁中的 Top-Up 

 

接著跳出下面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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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您的需求，看看需要多少的 Plan，去買就可以…我們出國需要的應

該只有上網，用用 Google map 了不起打打卡，傳傳照片，所以選擇左

上角的 1.5GB 10 歐元，應該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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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路去了 

3.1 第一天 台灣�香港�安曼�Schiphol 機場�(火車) Maastricht 

終於到了出發當天，怎樣攜帶兩大台的腳踏車呢？老爹的車子是轎旅

車，所以後座躺平，要放下兩台沒有問題，接著就是開車到第一航站

搭乘約旦航空，下完腳踏車後，要去找機場停車擺放我的愛車；因為

老爹機票買很早，所以只好自己花錢停放…問過所有的信用卡公司，

最便宜的大概就是中國信託，停放中興嘟嘟房中正旗艦店，美國運通

一天要 130 元，正當老爹要沿著機場前往嘟嘟房停車，沿路上竟然發現

一家停車場，一天只要 100 元，真的是太便宜的，請見下圖 

 

瞬間左轉進去停車場，進去付了 1300 元（因為這次出國 13 天），管理

員跟我說…直接開回第一航站的停車場去停…啥？有沒有搞錯，我才

剛剛從那邊過來，於是半信半疑，進入第一航站出境停車場（其實第

一航站入境停車場也行），拿了票卡，停好車後，半信半疑的拿著剛剛

的發票以及票卡，跑到人工收費的車道，詢問收錢的大姐…沒錯～可

以停這裡，也可以停入境停車場，原因是第一航站的停車場跟剛剛的

那個停車場是同一個老闆，所以直接可以停在第一航廈停車場，至於

第二航廈可就不適用囉喔（因為不同老闆）…天啊！若沒有過去先付

錢，直接停第一航廈停車場的話，一天可以要付 490 元呢…有夠貴～有

需要得客官以後可以嘗試這樣停喔～ 

 

接著…就是 check in，約旦航空往阿姆斯特丹的香港段，是由國泰航空

飛行，所以我們前往國泰櫃台…沒問題…一件 23 公斤，一件 25 公斤，

可以過…但是由於今天香港下暴雨，有可能會影響下一班連接的班機，

所以國泰希望我們提前一班（也就是下午兩點的飛機，原本是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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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手錶…現在時間下午一點三十五分，我狐疑的看了一下國泰櫃

台人員，有沒有問題？他竟然跟我說…沒問題，去電聯絡過了，他們

會等你…哦…好吧！竟然你都這樣說了，我就早一班飛機過去吧！ 

 

國泰香港段飛行沒有什麼好介紹的，我們就直接跳到香港到安曼段，

很快的到達香港，下班飛機…九點多～～上了飛機，我們來看看約旦

航空部份… 

 

整體來說，我蠻喜歡約旦航空外觀這個黑黑的顏色，蠻漂亮的；至於

內部…有些椅子是灰色，有些用的是紅色，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

樣的分配 

 

聽說今年是約旦航空五十週年紀念…五十週年耶～應該算是一間蠻老

的航空公司，並且聽說…世界飛安紀錄可以排在前十名，聽起來就很

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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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位置的大小，老爹 174cm/70KG 坐起來剛剛好，膝蓋也沒有碰到前

面的椅子，我覺得跟早期的國泰用的椅子差不多，這時候就不得不讚

美一下國泰，國泰這次飛香港的飛機，椅子似乎有做改良，腰部部份

還有稍微突出來一點，往後躺也不會干擾到後面乘客，有一點像商務

艙座椅的設計。 

 

飛往安曼的過程中，約旦航空會在曼谷下一些人，但是…持續飛安曼

的旅客「必須」在機艙裡面等；等曼谷人員下光後，大概會有快 20 個

人上飛機開始清理打掃，並且無視你的存在的在那邊使用掃把以及吸

塵器，然後還規定你要將行李放在你身邊，安檢人員會檢查機艙是否

有其他行李遺留，中間停留曼谷，大約一個小時；接著就要做 13 小時

的飛機到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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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曼皇后國際機場又大、又新、又漂亮…緊接著繼續等…轉阿姆斯特

丹的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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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飛機，再坐四個小時飛機，終於到達阿姆斯特丹，看看時間也大

概是台灣下午五六點，為了這張便宜的機票，足足需要花一天才可以

到阿姆斯特丹，真累！網路上有行家提到，其實不需要轉香港，台灣

泰國段，聽說可以由泰航接駁，這樣可以省一個停靠時間～至於有沒

有這樣便宜的機票，這老爹可就不知道了～扣除花比較多的時之間外，

約旦航空其實服務也沒有外傳說的這麼差啦！香港飛泰國段，主要都

是由泰國空姐服務，從泰國起飛後，絕大多數都是約旦的空姐了，不

論是泰國或是約旦，我都認為服務都是相當不錯的。 

 

到了 Schiphol，在行李轉盤等了許久，還是找不到我們的兩台腳踏車…

怎麼辦了，該不會就這樣其腳踏車計畫就功虧一簣了吧！這麼大件的

行李，也應該不會掉啊…於是去問荷蘭航空的美眉（不!是大姐），原來

大件行李是在額外的的「大件行李」處領，走過去看，還真的有哩～

老爹的腳踏車就在那… 

 

老爹的第一站…依照計畫是殺到 Maastricht，當然…原先的計畫本來就

不是騎過去，開玩笑三百多公里…剛下飛機，會死人，於是買了兩張

Schiphol 到 Maastricht 的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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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拎著兩件超大件行李，（沿路上還不少人投以好奇的驗光）前往

搭乘火車囉 

 

就這樣…終於到了 Maastricht，老爹跟老爹的爸爸，在「月台」上開始

拼腳踏車，因為老爹的爸爸腳踏車龍頭似乎被摔歪了，所以拼起來有

一點困難，至於我自己的部份，倒是沒有多大的問題，所以重點是…

要帶腳踏車出門，真的要找一間好的店家幫你裝箱，像老爹找得是「小

哲居」（希望沒有廣告的嫌疑），雖然包一次八百元，但是紙箱包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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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重點部位都有海綿保護，所以萬事 ok…這樣搞著搞著，都快五點

了，接著去找我們前兩天住宿的 Henry 先生。 

 

出了車站，窘了～東南西北搞不清楚，因為 SIM 卡還在 Henry 先生那，

我又沒有開通國際漫遊服務（有開也很貴），幸好…我有將地址以及

google map 印出來，就這樣沿路問…沿路問…竟然就這樣給我找到；

Henry 先生的家很藝術，我們住的房間跟他住的地方僅僅隔著一個用餐

的房間，房間算是溫馨（忘了照相），一天 68Euro…接著 Henry 先生跟

我提到我的 SIM 卡到了，一張是 Lycamobile，另一張是 Lebara，反正 free 

SIM 都免錢，所以我上網將這兩家的 SIM 全叫他寄來，就如前面所說

的，寄到民宿 Henry 家裡就可以；在來就是…儲值～依照網路上的費率，

Data 傳輸 Lycamobile 比較便宜，10Euro 就有 1.5GB 的流量，Lebara 卻只

有 1GB，當然一定要用 lycamobile 對吧？結果～lycamobile 刷了我所有

的信用卡，全部都不能過，最後逼不得已只好用信用卡刷了 10Euro，

沒想到很快就開通了，馬上試試…當初 google map 上標記得景點都可以

在智慧型手機上列出，明天的導航應該就沒有問題了（網路上有鄉民

建議下機場就可以直接過去買 SIM，靠～～我怎麼沒想到…）；緊接著，

整理一下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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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Henry 先生民宿的幾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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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了一天的飛機，今天就早早睡了～ 

 

3.2 Maastricht�Vaals�Aachen�Valkenburg�Maastricht(Saint 

Pietersberg/Bonnefantenmuseum/Helpoort/O.L. Vrouwebasiliek 聖母教堂/聖

瑟法斯聖殿/Coffeelovers Dominicanen/市政廳) (70 KM) 

昨天傍晚就跟 Henry 約號七點半吃早餐（民宿有提供早餐），本來是想

要早一點的，因為今天想拼遠一點的地方，但是對 Henry 來說似乎太早

了，他建議七點半，客隨主便，我跟老爸都沒有多大的問題，沒想到

一早到飯廳看到是這個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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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份量以及擺設，回不會太隆重一點…吃完了這一頓，就出門去

了，第一站前往荷蘭、比利時以及德國的邊界 Vaals；一出門就遇到風

和日麗的好天氣，剛出門就來一張吧 

 

Maastricht 到 Vaals 約有 27KM，我們也悠哉悠哉的慢慢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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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到了邊界，看到了三幅荷蘭、比利時、德國的國旗就結束了嗎？

沒有～～將將將將 

 

中華民國國旗，除了腳踏車外…我們還帶了這福超大幅的國旗，不過…

好像只用這麼一次，似乎不划算～不過正值國會被佔領之際，我也來

「愛呆丸」一下。 

在逛完 Vaals 後，下個目標…跨境前往德國 Aachen，但是我發現一件事…

我沒有德國地圖，此外～我的 Lebara 離開荷蘭後，還可不可以用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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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導航…這我就沒把握了，再說，若前往 Aachen，應該會在多 12KM，

於是跟老爸討論結束之後，決定放棄 Aachen，直接前往 Valkenburg；

Valkenburg 位於 Vaals 以及 Maastricht 中間，沿著 N590 騎乘，我們中間

經過一個小鎮，順道拍下一些景色 

 

 

還有美麗的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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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騎一段時間，終於到 Valkenburg，因為Valkenburg的土質富含石灰。 

當地的黃色泥灰石自從羅馬帝國以來就一直被用為建築材料，所以在

山坡上有一個要塞，看樣子已經成立許久，不知道是我找不到入口，

還是沒有開放，在下面騎了一圈，仍然無緣上去，只好在外面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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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城鎮除了堡壘要塞外，還又一個就是洞穴壁畫參觀，我…沒有進去

（第一是沒有時間，第二是怕車子停在外面被偷走）聽過超棒，可惜

的是趕時間，所以這個小鎮無法停留太久，對這個城鎮有興趣的，可

以上

http://blog.xuite.net/fanglanhsu/blog/48971962-%E3%80%90%E6%85%A2%E

6%B4%BB%E8%8D%B7%E8%98%AD%E3%80%91%E6%B3%95%E8%82

%AF%E5%A0%A1+Valkenburg 這個網站，介紹得很詳細喔！ 

 

參觀完 Valkenburg，就開始往 Maastricht 回程騎乘，首先到聖彼得堡洞

窟 Cavs of Saint Pieter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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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洞窟，也沒進去…） 

再來是「地獄門」以及「O.L. Vrouwebasiliek 聖母教堂」 

 

聖瑟法斯教堂 St. Servaaskerk 也跟著映入了眼廉 

 

旁邊還有一間從遠處就非常顯眼的教堂-聖揚教堂 St.Jankerk，這座哥

德式教堂建於 14 世紀；紅色部分在古代是由六百頭牛的鮮血塗漆而成；

接著不遠處的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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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中，另外的重頭戲：教堂書店 Selexyz Dominicanen Bookstore 

 
既然來了 Maastricht，一定要附上幾張馬斯河的照片囉！（傷眼莫怪）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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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總騎乘旅程七十多公里，本以為荷蘭都是平地，誰知道在 Vaals 竟

然是個小山，額外消耗了一些體力 

 

  



38 

 

 

3.3 Maastricht�Thorn�(火車)Utrecht�Slot Zuylen�德哈爾城堡

�Utrechr(Muntbrug/Dick Bruna Huis (Miffy 創辦人故居)/ Dom Tower) (35 

KM) 

經過昨天 70KM 的摧殘，即便身心不允許，為了行程，仍然得需要打起

精神起床；用完 Henry 準備好的早餐後，得需要跟 Henry 先生道別，說

真的 Henry 先生的民宿地點離火車站以即是中心有一點點遠，但是他的

熱情卻是一點也不遠，雖然遠…但是 Henry 有提供腳踏車借用，所以逛

逛市區應該不成問題，由 B&B 評價中許多的好您就可以知道 

 

Henry 先生比作者的老爸要大上一歲，看起來還蠻年輕的，Henry 先生

的民宿位於 Dorpstraat 128, 6227BR Maastricht, 0433670053，有興趣的朋

友，可以嘗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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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了 Henry 先生，依照計畫八點半騎到 Maastricht 車站買要前往 Utrecht

車票，買票時還特別被叮嚀…九點前腳踏車不准上火車！是的，沒錯！

爾後需要腳踏車上火車的朋友需要注意，除非六日，平常時間六點半

到九點間，自行車是不允許上火車的喔～離開 Maastricht 前的最後留影 

 

自行車要上火車前，除非您是折疊車，不然不要忘記為他買一張票喔

（我記得是 7.5 歐，不過我發現似乎查票不會查它），荷蘭的火車幾乎

都有自行車車廂，只要你在車門上看到有「自行車」的符號，您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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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停在這，內部狀況大概就是下面情形 

 
就這樣扣扣扣的前往 Utrecht；此時看官應該會覺得很好奇，作者不是

有安排預計前往 Thorn 嗎？因為昨天太累，外加這周竟然遇到火車維修，

由 Maastricht 到 Utrecht 必須額外多換一些車，在人生地不熟得狀況下，

只好作罷放棄。 

今天在 Utrecht 住的不是民宿，是一般的酒店，在車站附件的 Park Plaza 

Utrecht， 

 

這間飯店的服務生知道我們騎腳踏車旅遊後，認為放在外面不安全，

所以建議我們較踏車停放在室內樓梯間，避免遭竊，真是感謝這位妹

妹的細心，下完行李…僅僅留下簡便裝備，下午前往我們的第一站：

日意倫城堡。 

日意倫城堡(Slot Zuylen)在 Utrecht 郊區，約建立的 13 世紀左右，這附近

的屋子幾乎都蓋成紅色的喔！唯獨可惜的是，因為當天是星期五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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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城堡早早就不開放，我們也僅能只在附近的小鎮閒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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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的日意倫城堡的閒晃，接著前往的就是有名的 Casteel De Haar-得哈

爾古堡；前往的過程中，我們路程上第一次看到風車，於是也停留下

來拍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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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荷蘭觀光於網站得知，德哈爾古堡最早的歷史可以回溯到約13世紀，

她原本是中世紀軍事要塞上的一個堡壘為 Van Zuylen 家族所有，約 16、

17 世紀時曾重建過一次，但是一直到 19 世紀以前，這座壯觀的建築仍

然是破舊不堪的面貌。1892 年繼承人 Etienne van Zuylen van Nijevelt van 

de Haar 男爵為回復家族往日的光榮而決定重建，除了城堡的整修外，

男爵與他妻子更收藏了大量珍貴的藝術品，以裝飾城堡內每個寬闊的

房間。這樣浩大的工程 Van Zuylen 夫婦當然得假手大師級的建築師才

放心，主持這件重建工程的市曾經是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車站、國立博

物館與荷蘭境內 100 多座教堂的 P.J.H. Cuypers 博士，而且花了將近 20

年與無數工匠與藝術家的心力，才完成這個傑作。 

這個城堡，要收門票，作者並沒有進去古堡裡面，僅僅只有在花園外

面閒晃，不過就算是花園，也需要門票喔！於是作者跟老爸將腳踏車

牢牢的所在柱子上，買了票就進去參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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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這一張，有凡爾賽宮的 fu 哩！參觀完成城堡後，最痛苦的是…

騎回 Utrecht，不過我覺得這是值得的，因為在整個荷蘭的旅程中，我

個人認為這個城堡最漂亮，也最壯觀，今天在這也看到新人結婚喔～

期望往後的行程可以分享他們的喜氣。 

 

回到 Utrecht 後幾個行程我們也逛了一下，如：Dick Bruna Huis (Miffy 創辦

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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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塔(Domtoren/Domkerk)…………哥德式建築、112 公尺高的主教塔擁有

600 多年的歷史，烏特勒支主要地標，也是荷蘭境內唯一的主教教

堂(Domkerk)也是位於烏特勒支市內，因為只有主教所居住的城市

才被允許建造主教教堂。 

 
話說…或許是作者我沒有找到好玩的景點，總覺得 Utrecht 就只有

這樣，亂逛之下，附上幾張城市照，傷眼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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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日的行程都交給了火車，所以僅僅騎乘 35KM 左右，輕輕鬆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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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Utrecht � (火車) Steenwijk � 羊角村 � Steenwijk � (火車)Utrecht � 

Gouda (50KM) 

由於昨天騎的里程數比較少，在加上今天要去傳說中粉漂亮的羊角村，

所以六點就早早起床，從 Utrecht 到羊角村距離也太遠，所以我們的行

程也是做火車，根據背包可網站去過的前輩指示，羊角村必須要搭火

車到 Steenwijk，再加上聽說那一站是小站，於是我們立馬買了來回票，

這樣就不需要發愁回程到底要怎麼買票，本來預計是想要搭70路公車，

但是今天適逢星期六，不知道公車有沒有開，於是請櫃台幫我們看守

大部分行李，我們決定把腳踏車也帶過去。由於出門的早，Utrecht 車

站冷清清的 

 

快八點就到 Steenwijk，然是小站…任意進出，而且都沒人，由 Steenwijk

到羊角村大概五公里左右，我們跨上愛駒，依照咕狗大神指路，前往

羊角村，中途就不贅述，羊角村確實有如童話搬的漂亮（但是作者我

怎麼照都照不好…網路上有許多神人照相，就不出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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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了一下羊角村，騎乘回 Steemwijk，過程中遇到搭乘 70 號公車上頭有

一員黑髮女子跟作者以及老爸揮手，應該是台灣人吧！我跟老爸也有

揮手致意呢！ 

回到 Utrecht，跟飯店領好我們的行李，我們前往預定的下一個城市

Gauda 前進，途中經過 Montfoort 沒想到也有好風景 

 

 

這次的旅程讓我感到驚訝的…沒想到荷蘭沿路也蠻多櫻花的，以後賞

櫻花應該也不需要到日本去了； 

就這樣一直騎到 Gauda，我們先去找民宿的主人 Peter，Peter 提供住宿

空間也很大，包括了客廳、臥室、浴室、廚房還有前後庭院，這樣一

天僅僅只要 6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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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的民宿離就城區很近，所以不需要騎腳踏車就可以去逛，作者跟

老爸就這樣雙腳步行前往（其實是因為屁股很痛）；Gauda 其實是荷蘭

的一個一個古老城鎮，並且從十五世紀開始就是荷蘭一個重要的商業

城市（我個人覺得由於位於幾近荷蘭中心吧），十七世紀後，乳酪工業

的興盛更為豪達帶來財富，現在每年夏天的星期四上午，都還可以看

到乳酪市場熱絡交易的景象。而以前為起司秤量所的地方(Waag)，現在

也改為起司的博物館(Chees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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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內還有兩間最具古蹟價值的建築，分別為市鎮廳(Stadhuis) ，

以及大教堂(Grotekerk) 。市鎮廳的年代可以追朔到西元 1450 年，為世

界著名的哥德式建築，高聳的尖塔、以及可愛的自鳴鐘，都是其特色。 

 

逛完 Gauda，回民宿休息去了，吃什麼呢？正因為坐在參觀 Gauda 的時，

正巧遇到市集（不過快關了），順道買了些晚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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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看官看到沒？右上角的那盤就是在台灣賣得貴鬆鬆的白蘆筍，我

們買了這一堆才不到 200 台幣，聽說法樂其一根就要八百…嗯～～我們

今天把他當「甘蔗」啃了，這樣會不會太俗氣？今天的騎乘里程數約

為 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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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的民宿住過的人也給了不少好評喔～～有興趣的人可以嘗試看看 

 

感謝紙條貼滿了整個鏡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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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ouda � Kinderjik � Rotterdam � Delft (72KM) 

今天的行程可以說是相當艱辛，因為今天從 Gouda 出發後，會繞到

Kinderjik 去看風車，再接到參觀鹿特丹，最後下腳 Delft，距離有多長，

讓我們看一看（這是事後的里程數） 

 

是的看官…你沒看錯，今天可以說是最辛苦的一天，除了里程數超越

第一天之外，還有氣候…攝氏八度…其實攝氏八度也不是重點，但是

下雨天的攝氏八度就冏了…度論如何，還是要出發啊～硬著頭皮拜別

了 Peter，前往 Kinderjik；打開 google map，依照 google map 導航，google

很神奇的幫我們找了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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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路有什麼特別？因為他真的是一條自行車…（這不是廢話嗎？）

唯一不同的事，這條路…沒有車走 

 

從上面的照片，其實右邊是一望無際的草原（或說沼澤也可以），雖然

照片沒有顯示左邊，但是左邊跟右邊一個樣，外加這條路的柏油還很

爛，又騎不快就算了，還下雨…下雨也就算了，雨中竟然還帶冰塊，

只好披上雨衣，當然馬鞍袋跟行囊也得穿上雨衣 



57 

 

 

就這樣呱呱單單期了快十公里，天氣冷…雙手凍僵，外面濕…裡面也

濕（因為汗水），不過過程中也看到許多意外的景色，如… 天鵝孵蛋

（老婆孵蛋，老公守衛，過去拍的時候，首位那隻好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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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老爸竟然說…這麼多天鵝，怎麼沒有被打來吃…真有他的；還

有馬媽媽跟馬寶寶 

 
就這樣一路逛啊逛！終於離開這偏僻的道路，接著需要做渡輪到

Kinderjik，坐一趟渡輪 0.75 歐，還不貴 

 

根據孤狗大神指出，做完渡輪，小孩堤防應該就在前防的，天啊！真

的嗎，今天的辛苦應該是值得的，下渡輪後…遠遠地小孩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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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把勁，是的…我們到了，我們的國旗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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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美好的時光總是過的特別怪，還是得離開這個漂亮的地方，回

去繼續搭渡輪 

 
緊接著，就是往鹿特丹的方向前進；鹿特丹是荷蘭第二大城市，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國入侵荷蘭；為了迫使荷蘭投降，德軍對鹿特丹進行

了狂轟濫炸並威脅轟炸其它城市。鹿特丹市中心的建築物幾乎全部被

毀，現在的鹿特丹是重建過的，對作者而言，對於現代化建築比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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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興趣（筆者喜歡自然風景以及文化），不過有些仍要去逛的，如：方

塊屋 

 

天鵝橋（呵…好多電車線） 

 

自然博物館（咖噌連ㄉㄨㄚˇ退）以及歐洲之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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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短暫的停留，就 gogo 前往最後的落腳處 Delft；如同以往的，我們會

先去 check in…這次在 Delft 住的是酒店 Campanile Hotel，嗯～～打死我

不會再住第二次，因為 Delft 鎮中心實在太遠了（大概 3 公里），為一個

優點，大概就是旁邊有麥當勞，可以不愁吃（這對於單車一族其事是

莫大的福音），一樣…我們卸了一些裝備在酒店，動身前往參觀 Delft；

Delft 跟 Gouda 一樣，都是古老的城市，Gouda 以乳酪聞名，Delf 則是以

瓷器聞名，因為 Delft 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荷蘭的 6 個據點之一。也就

是在那時中國的瓷器引入荷蘭，並發展成了荷蘭著名的 Delft 藍陶，Delft

的幾個景點：老教堂與新教堂 

 

金碧輝煌的市政廳（話說為什麼人家市政廳都這麼好看），還有一座不

知道啥名稱的教堂（知道的包友請透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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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就這樣東晃晃、西晃晃，並且在採買隔天的補給後，安然回酒店

睡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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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Delft � Den Haag � Leiden (50KM)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應該是在荷蘭最弱的行程！一早起床，用完飯店的

早餐，我們就往海牙出發，告別昨天悲慘的的天氣，今天的天氣算是

不錯的…Delft 到海牙不遠，大概近一小時就到，我跟老爸通常都很早

出門，所以不一會就到了國會大廈；國會大廈是 13 世紀荷蘭伯爵的住

所，也是荷蘭的政治中心和政府所在地。這座大廈位於這座城市最古

老的地區。國會大廈的中央是美麗的騎士廳。自 1904 年起，精緻的室

內裝飾配合各省旗幟和描繪著荷蘭城市的彩色玻璃窗，女王的年度演

說（9 月的第三個星期二）、國會開幕、官方接待以及國會內部會議都

在這裡召開。 

 

結束國會大下的參訪，接著就是國際法庭；國際法庭是聯合國的司法

裁決機構，根據《國際法院規約》於 1946 年 2 月成立，位於荷蘭海牙。

國際法院的主要功能是對各國所提交的案件做出有法律約束力的仲裁，

或在聯合國大會及聯合國安理會的請求下提供諮詢性司法建議。它還

可以審理涉嫌違反國際法的案件。（以上…作者沒這麼厲害，維基百科

上超出來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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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下一個景點，海濱度假勝地 - 席凡寧根(Scheveningen)…嗯…各位

看官覺得…四月天十度的天氣，外加早上九點多還天氣陰陰的…不要

說人…連一隻鬼都沒有 

 

閒晃完海牙，接著往 Leiden 出發；前往 Leiden 的旅途中，你可以漸漸

看到漂亮的花田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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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預計住宿 Leiden，一如往常的，我們會先到民宿去卸行李，今天住

的是 Elly 以及 Martin 經營的民宿，說真的，這間也是因為在 B&B 的網

站上有三株鬱金香認證（請見前面鬱金香意義），以及諸多台灣人也住

過，如：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667681，

所以我們選擇這家，其實 Elly 跟 Martin 人不錯，也很好相處跟溝通，

整個民宿的住宿環境與溫馨度也不錯（下圖是住宿以及我們吃早餐的

地方） 

 

但是離市中心…有一點點遠；anyway…老樣子，放下行李，往 Leiden

出發…萊登也算是個歷史悠久的城市，而荷蘭的第一所大學-萊登

大學，在 1575 年就在此設立。而且，荷蘭聞名世界的鬱金香據說

就是從萊登大學附屬的植物園裡所栽培出來的。到了鎮中心，幾乎

所有的店家都沒開，路上以都沒人，探聽之下…因為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休息…好吧！盡可能逛一下，先找到彼得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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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教堂屬晚期哥德式建築。在 1100 年左右建立。還有一些鎮裡的風

景，Morspo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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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也有遇到一位住桃園在 Leiden 大學就讀的女留學生，堅持要幫

我跟老爸以國旗拍照…順便也推薦一下他們架設的網站，關於荷蘭與

台灣交流的社會文化網站『荷事生非』，網址是：

http://www.oranjeexpress.com/ Facebook 粉絲頁是：

https://www.facebook.com/OranjeExpress.org 裡面也有一些旅遊的實用

資訊，但更多是荷蘭經驗的分析與分享，若有要去荷蘭旅行的朋友，

這個網站可以提供各位不少資訊。 

今天的總騎成數約 50KM，因為星期一…哪裡都不能去外加天氣也不錯，

很快就結束行程早早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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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Leiden � 庫肯霍夫花園 � Haarlem � Zaandam (62.5KM) 

今天的主要行程跟重點就是參觀荷蘭有名的庫肯霍夫花園，Leiden 到花

園騎乘時間不到一個小時，但是我們騎了一個多小時，今天的天氣很

神奇，忽然來個大雨並且雨中夾雜冰塊，好不容易穿完雨衣後，竟然

給我出大太陽，就這樣糊里糊塗的騎到花園；花園有什麼？當然是花…

說真的我這輩子從沒看過這麼多「品種」鬱金香，有花瓣邊邊長毛的…

還有白色鬱金香看起來像一沱「衛生紙」，還有不需要很多水就可以重

起來的水仙花（因為在台灣種水仙，貌似要有許多水，不知道為什麼

在荷蘭，隨隨便便種土裡就長得很好看） 

 

 

當一堆花擺在一起時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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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不管你喜不喜歡看花，庫肯霍夫花園真的值得您來逛逛，作

者約逛了三個小時，要不是要趕行程，我還真的希望在這裡多待一陣

子。 

離開公園，前往今日目標 Zaandam 投宿，途中經過 Haarlem 的 St. Bravo

教堂（應該沒錯吧） 

 

繼續前進…在坐一次渡輪，本來預計掏出前來要付費，結果…沒人來

收..好吧！就省了一趟錢（也許真的是免費）…不一會，看到特別的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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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棟分別是火車站跟 HOTEL，聽說是新地標，我由昨天遇到的女流學

生給我的網站找到的，右邊的 Hotel，耗資一千五百萬歐元，由荷籍建

築師–威爾菲德（Wilfried van Winden）規劃，設計構想是來自名畫家

莫內到桑丹旅行時所畫的一棟藍色傳統民房，概念是希望讓套房內的

旅客享受「住在家的感覺」。飯店主體由五款共七十座當地標誌民屋

組成，漆上四色不同層次桑丹代表色：綠。飯店雖鋼筋水泥結構，但

外觀屋群全以木材搭建。大膽奪目的屋疊屋設計，是在傳統與摩登翹

翹板中達到完美平衡的經典範例。（摘錄自： 荷事生非） 

接著前往民宿前進，今日住的民宿相當特別，屋主 Hank 以及 Ank 的房

子是一間完完全全的木造房，但是內部的裝修非常典雅喔！一天包含

早餐才算我們 50 歐元，我跟老爸觀察了屋子的一根木頭，大概每跟木

頭只少有七十年的歷史，您想想…整間屋子要多少跟木頭啊，這間民

宿聽 Hank 提到整個 Zaandam 也只剩七間，下面是我跟老爸住宿以及吃

早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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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 Hank，Hank 已經 77 歲了，有 11 個孫子，並且當天還自己爬

到屋頂上漆油漆，真厲害！若硬要說這間民宿的缺點…大概就是…離

Zaandam 中心比較遠，不過～～這間離風車村很近，騎自行車十分鐘就

到（我預計走路半小時到四十分也能到）算是一個蠻好的過夜地點喔！

我們也有幸成為待在這裡的第一組台灣人；今日行程約 6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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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Zaandam � Zan Schan � Edam�Volendem � Marken(取消) � Amsterdam 

(60 KM) 

每天都很早睡，昨天也不例外，七點多就起床，用完 Ank 幫我們準備

的早餐後， 

 

我們就出發前往 Zan Schans；昨天提到 Zan Schans 離 Hank & Ank 的民宿

很近，末約十多分鐘就到了，這個地方不愧是著名的觀光景點，一大

早就有一堆觀光團（我甚至覺得比 Kinderjik 還要多）若硬要說這兩個

地方的差異，我覺得 Kinderjik 比較自然，數量比較壯觀；但是 Zan Schans

規劃比較好，配合住家與人文生活結合，讓人有不錯的印象。 

 

（一直到今天我整理照片，我突然發現我在 Zan Schans 照的有夠少，竟

然找不出好看的…其實是照不好） 

快速結束 Zan Schans 的參訪，預計參訪的目標將會事北海三個漁村，

Edam，Voldendam 以及 Marken，由路線圖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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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確實騎到 Edam，但是我們穿過去發現，貌似沒有啥好看的東西，

但是在前往的途中，常常有意外的風景，就像這條路…看不見盡頭呢 

 

到了 Volendam，一定要逛逛大家常常最喜歡拍的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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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港都的腳踏車 

 

逛了一會，看到一隻「焦啊～」，竟然不怕人停在那給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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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啊」拍完後，來荷蘭一定要吃傳說中的 Harring（有人拼 Herring，

anyway，反正就是那個音，老闆們都聽得懂啦） 

 
話說，這個東西好不好吃，網路上有人說…不喜歡的人，吃一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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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不會再吃第二口，喜歡的人，會一直想吃，猜猜看…我們是屬於

哪一種？答案揭曉…老爸吃了半塊，完完全全放棄，馬上拿水漱口，

作者我則是整盤吃完，而且往後幾天，我還想再買來吃。逛了逛…找

到一家渡輪貌似名稱叫做 Marken Express，詢問一下價錢…一個人單趟

到 Marken 外加自行車 10 歐～五告貴…一直掙扎要不要去傳說中的綠村，

結論是…放棄，因為相關的建築我們在附近的漁村已經有看過，外加

我跟老爸想吃 Mussel，所以就把這筆錢花去吃 Mussel，這次的 Mussel

大餐沒有拍下來，只好求救上次前往比利時的照片 

 

自從上次老爸去比利時就愛上他，於是我們兩個就在漁港的餐廳，一

邊喝著海尼根，一般想受著 Mussel 的下午時光。 

結束午餐，既然不前往 Marken，就開始前往 Amsterdam，騎腳踏車的好

處是每每都有驚喜，回程的路上有一個漂亮的風車 



79 

 

 

今天住宿是住酒店，選的是在 Amsterdam Sloterdijk 的 Amsterdam Identity 

Apartment，選這間的原因有幾個：第一，Agoda 有打折，依照公寓式酒

店，三千元左右算便宜的（Amsterdam 市中心有夠貴）；第二，這間酒

店位於 Amsterdam Sloterdijk 離車站走路三分鐘就到，離 Amsterdam 

Centraal 也僅僅只有一站距離，所以就安排這裡。今天的行程 6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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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msterdam (Walking 15KM) 

今天不騎自行車了，今天打算步行；一早八點近火車站，買了來回的

車票，前往 Amsterdam Centraal，其實昨天從 Zaandam 過來坐渡輪早就

已經看過 Amsterdam 中央車站，告訴看官…中央車站後面有免費的渡

輪，可以前往 Zaandam 方向，想體驗一下坐船的滋味，這是一個不錯

的免費選擇；一大早得 Amsterdam 真是冷清，我們只好跟街頭的藝術品

拍照 

 

安靜的早晨，稀少的人群，錯綜的河道，還有一堆停放的腳踏車以及

矗立的老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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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目前女王在用的阿姆斯特丹皇宮以及水壩廣場上的國家紀念碑 

 

 

逛到安妮之家…果然大家對小小安妮的歷史感到傷心可憐以及悲痛，

早上九點不到，一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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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應該是…北教堂（好像是～～）北教堂興建於 1620–1623 年，服

務於新的喬達安區快速增加的人口。當時喬達安區已經擁有一座教堂

（西教堂），但是市政府決定再修建第二座教堂，供該區北部地區使

用。北教堂主要供平民使用，而西教堂的使用者主要是中上階層。北

教堂與南教堂和西教堂的建築師是同一人（凱澤）。 

 

荷蘭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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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梵谷博物的路上，巧遇漂亮的櫻花，還有坐在櫻花樹下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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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博物館裡面不能拍照，只能外頭拍拍到此一遊，這間博物館是作

者跟老爸唯一有進去的一間博物館，老實說…梵谷這位老兄貌似很喜

歡畫自己，光是自畫像就一堆 

 

（摘錄自 google picture） 

梵谷也算是天才，1886 年開始學畫畫，一直到 1890 年掛掉，短短四年

時間，就成名了不少畫作，唯一比較可惜的是「向日葵」這幅畫被英

國借走了，害我沒看到。 

結束博物館的參觀，已經下午了，該吃中飯了，吃什麼呢？我們閒逛

之餘，找到這家日式料理 shabu shabu 



85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家店名為什麼叫 shabu shabu，但是他不是賣火鍋，他

是賣單點的日式料理（待會介紹），位於梵谷博物館不遠（地址：Ferdinand 

Bolstraat 20），走路就可以抵達；之所以選亞洲料理的原因是因為老爸

算是對吃很傳統的人，快兩週的麵包三明治，我想他快受不了，該要

吃點米飯了，我們在外面看了一下菜單，中餐 19.5 歐，菜單上的菜任

意點，有一點像吃到飽，所以我們就進去了，服務生會講英文，並說

明了一下規定，中餐確實一人 19.5 歐，但是菜單上有一些額外的菜，

若加點需要加錢（菜單上有寫，只要避開就可以，大多是生魚片），飲

料額外點，不在 19.5 歐內，點餐總共可以點四 run，每一 run 可以點八

道菜，（也就是說我跟老爸一個 run 可以點 16 道菜），還有…若點了沒

有吃完，一道菜需要加收錢；好了…我們就這樣吃得飽飽的，點到第

三 run 就不行了，說真的 19 歐在阿姆斯特丹算是蠻便宜的了，若看官

到梵谷博物館後，想吃一點日本菜，這間算是不錯的選擇（晚餐好像

是 23 歐）。 

接下來前往馬格勒吊橋，話說梵谷貌似也有為這座橋作畫，應該算是

蠻有名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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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尼根體驗館 

 



87 

 

Albert Cuyp Market ，市內最大的傳統市場，販賣食材、雜貨及布料等 

 

 

鑄幣塔又稱孟圖恩塔，是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一座古代塔 

 

南教堂（Zuiderkerk）是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新市場地區的一座 17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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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堂，是該市第一座專門為新教儀式興建的教堂，建於 1603-1611

年，坐落在聖安東尼街附近的南部墓地廣場。其獨特的鐘樓，控制著

周圍環境，直到 1614 年才完成（節錄 wiki） 

 

當然，紅燈區身為男性，一定勢必需要去逛的，只是…不能拍照片… 

最後在補上幾張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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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整天都沒有騎車，完全步行，約 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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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最後兩天）Amsterdam � (火車)Alkmaar � Schiphol (20 KM)�打包 

我跟老爸的旅程終於邁向終點，今天應該算是我們最後的第一個景點

（貌似也是最後一個），所以這最後兩天我把他合併一篇記錄；為了這

個景點，我們將飛機安排到星期六走，因為這個景點只有星期五才有

開放，是的…就是 Alkmaar 的乳酪市場（聽說 Edem 也有，只不過六月

到九月才有，這是 Zaandam 民宿的 Henk 告訴我的，有錯的話，請包友

修正一下），乳酪市場十點才開始，但是依照老爸的個性，通常都要我

們早早出門，所以八點我們就出門了，很幸運的 Amsterdam Sloterdijk

有直接到 Alkmaar 的火車，約莫單趟 40 分鐘，一樣買了來回票，前往

目的地；坐到 Alkmaar 後，朝著 Waagplein 方向走約十五分鐘左右，就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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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到九點到，幸運的佔到了一個相當好的看位置，幾近十點，人

愈來愈多，活動也漸漸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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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總是飛逝，該去機場了，完成這趟旅程最後的終結；今天住在機

場附近的 Best Western 酒店，從 Amsterdam 騎過去，約 15 公里；騎到

Best Western 第一件事就是到機場問問明天自行車到底怎樣打包？雖然

作者我從網路上看到 Schiphol 有賣自行車紙箱，但是也僅僅止於網路上

看到，萬一真的沒有，明天可能就要找自行車店買箱子，為避免這樣

的慘狀發生，我們今天就去機場問，去機場怎麼去？騎腳踏車嗎？當

然不！有 shuttle bus 可以搭乘，幹麼這麼累；到了機場，直接問

information 櫃台，櫃台說…有！位於入境大廳第一區以及第二區中間的

地下室，網路上有人說第一航站以及第二航站出境大廳的中間地下室，

我在這裡稍微仔細的陳述，為什麼我用第一區第二區…因為 Schip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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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棟大樓就包含了第一區及第二區（三四區在另一棟），我的概念裡…

航站指的應該是不同棟的獨立大樓，但是這兩「區」，是同一棟樓；第

二，這棟樓出境在二樓，入境在一樓，賣紙箱的應該是在 B1，B1 也是

出租 Locker 的地方，應該不至於認錯；找到正確的地點，問一位櫃台

先生，答案是…有賣～一個 23 歐元，不需要預約，這下子終於放下忐

忑不安的心，買了晚餐，再坐 shuttle bus 回去酒店。 

隔天，賣紙箱的先生人很好，直接交我們怎麼打包，箱子組起來，就

變成這樣子 

 

很大的一箱對不？是的！長度 175 公分，前輪連拆卸都不需要（不過記

得要將氣洩掉），當初來荷蘭的時候，約旦航空僅僅允許不得超過 157

公分，於是…我心存懷疑的問賣紙箱的先生，這樣…真的…可以？結

果他風趣的回我，我賣的箱子，那家航空公司敢不載，儘管來找我，

哈哈～真是風趣的回應（雖然我還是戰戰兢兢），最後裝箱完變成這個

樣子（有點模糊，請見量） 



97 

 

 

帶著這兩台腳踏車，前往約旦航空櫃台，秤一下重並且 check in 後，需

要自己搬到「加大行李區」去安檢，最後…我們終於踏上回家的旅途，

結束我們這總共約 420 公里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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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以及注意事項： 

憑著印象終於寫完這些遊記，在荷蘭騎腳踏車的經驗，是輕鬆且愉快的（前

提是天氣必需要不錯）；說真的…每個城市的旅遊，其實我跟老爸一點都不

深入，反倒是到處走馬看花，但是每個旅程中間的風景，我想…若我沒有騎

著腳踏車，我可能也體驗不到（我們也不知道要怎樣跟各位說明，中間實在

沒有太多時間停留拍照），途中有好多人看到我們的國旗，都好奇的問我們

從哪來（有的指國家，有的指從荷蘭哪裡開始騎），聽到我們的旅行，都是

驚訝的，甚至我跟荷蘭人介紹老爸說他快 70 歲了，沒有人願意相信。 

我問老爸，下次要騎哪裡？他說…人生瘋一次就夠了，不需要再瘋第二次，

也是啦～諸位看官，您想想…當您長達 10 公里的強逆風，每騎十分鐘，就

需要休息十分鐘，你就知道有多沮喪…我呢？應該有機會…但是我不要再規

劃了～規劃一個行程好累，下次我只要當個 follower 就好。 

這次的旅行仍有部份缺憾沒有準備好，我紀錄在下面，僅供各位參考： 

� 如果下次要跨國，一定要準備好地圖，或是漫遊的 SIM 可以查詢 Google 

map，要不最糟最糟，也要準備指北/南針，避免騎不回來。 

� 騎自行車主要是欣賞全部的旅行過程，所以逛博物館機會不多，最多最

多只有在外面繞；相信我…當你騎了一天的車子，你一點也不會想進博

物館，你只會想快點進到旅社睡覺。 

� 不要相信台灣的信用卡，我帶去的卡即便全部設定好，都無法在機器上

買鐵路票，所以出門時請注意您的火車時間；若要單點來回，請記得買

來回票，因為有些小站根本沒人賣票，不然你就要準備一堆零錢…相信

我～你不會想帶著一堆零錢騎自行車的，行李能減重就減重。 

� 自行車週一到週五早上六點半到九點期間，無法上火車，所以若您腳踏

車要上火車，要不早點出門，要不晚點出門。 

� 若您不是常常騎自行車的鐵腳，我個人認為 50KM 是一個最適當的距離，

超過就會有點累，別忘了…你是來旅遊的…不是來鍛鍊身體的，鍛鍊身

體的話，請自己去健身房騎飛輪就可以，不需要到荷蘭。 

� 使用 Google map 導航所需的傳輸數據要多少？相信我 1GB 在這兩週使

用上綽綽有餘，但是請關掉您的 email 以及改掉您到處打卡的習慣，以

及關閉一些需要網路的程式，單用 Google map 我覺得用上一個月的

Google Map 應該都沒有問題。 

� 下雨天的話…不要猶豫…直接上火車吧～不要撐！我由 Gouda 前往

Kinderjik 時，就是遇到下雨，穿著雨衣…外面濕就算了，裡面也濕，然

後又要背行李，輪胎一直濺水，一停下來，就是發冷（因為只有四度）

那種感覺…我不希望你也有這種經驗。 

� 不用擔心坐火車會坐錯或下錯站，因為荷蘭火車上面都有提供 wifi，只

要你連上 wifi，就可以知道現在是哪一站，預計下一站是哪裡，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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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當然～你也可以用火車上的 wifi 上網，但是速度很慢，有時下載一

個網頁會等到你瘋掉 

� 補給要注意，荷蘭雖然跟台灣差不多大，但是不是到處都有 7-11，所以

你必須在前一天稍微補給一下，避免隔天旅途中肚子餓或是沒水喝。 

最 後 ， 謝 謝 荷 事 生 非 的 編 輯 林 小 姐 專 訪 了 我 們 一 篇 文 章

（ http://www.oranjeexpress.com/2014/04/26/%E5%8F%B0%E7%81%A3%E4%B

A%BA%E5%9C%A8%E8%8D%B7%E8%98%AD%E4%B9%8B%E8%90%8A%E7%99

%BB%E5%A5%87%E9%81%87%E8%A8%98/），此外！本遊記所有的紀錄都記載

於 Hi Dear 我的寶貝（http://www.hi-dear.net），歡迎您連結，若有圖片使用，

請來信告知，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