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德瑞阿爾卑斯雙峰、國王湖新天鵝堡 13天 
第 一 天（一） 桃園／(香港)／法蘭克福（德國） 

團員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 CHECK-IN，帶著一顆愉悅的心，背起行囊出發了。前往德國第一

金融大城法蘭克福，祝您機上好眠，GUTE NACHT 晚安~明早我們將開始我們這趟幸福的德國、瑞

士美麗旅程。 

 

第 二 天（二） 法蘭克福－130KM(02:00)－烏茲堡－95KM(01:00)－班堡 

今早班機飛抵法蘭克福機場後，在領隊帶領下，辦理好入境手續，領取行李後，搭乘專車前往造

訪烏茲堡 Wurzburg，這個位在羅曼蒂克大道上的起點城市，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賽爾特人在梅

茵河沿岸的山丘上建造碉堡，之後便以此地為中心逐漸發展。1981 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烏茲堡

主教宮，美輪美奐的巴洛克庭園、金碧輝煌的宮廷教堂是不可錯過的拍照景點。 

下午專車前往素有小威尼斯之稱，不容錯過的班堡，班堡曾經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與主教的駐

地，又因幸運躲過戰爭肆虐，所以這堪稱「千年古城」的老城區得以大量保存 11～18世紀的歷史

建築，並於 1993年入選世界遺產名錄。 

烏茲堡主教宮: 

美輪美奐的巴洛克庭園、金碧輝煌的宮廷教堂是不可錯

過的拍照景點。 

主教宮目前規劃為博物館,珍藏著皇宮貴族與主教們的

豐富而燦爛的過往風采，主教宮天頂的壁畫可是義大利

著名壁畫大師提波羅（Tiepolo）的作品! 至今仍是全

球最大的屋頂壁畫, 說真的....讓人驚艷的是內部! 

班堡舊市政廳 : 

市政廳是班堡的地標，最有名的莫過於市政廳外牆的濕

壁畫，據說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濕壁畫是 1755年時重新繪

製的，上面充滿著活潑的小天使還有人像，以鮮明的紅

棕、黃色所畫的聖經人物與希臘柱，這些都是文藝復興

的裝飾風格。 

 

 

 

【下車參觀】烏茲堡:瑪麗亞聖母教堂、舊美因橋， 

            班堡:班堡大教堂(如欲彌撒無法入內僅外觀拍照) 

【貼心門票安排】烏茲堡:主教宮（世界遺產）+專業導覽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百年建築餐廳-主廚推薦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三道式料理 

住宿：RESIDENZSCHLOSS或 HOTEL BAMBERGERHOF BELLEVUE或 LINDNER HOTEL SCHLOSS 

REICHMANNSDORF同級 

 

 

 

http://www.welcome-hotels.com/en/welcomehotel-residenzschloss-bamberg/info/


 

第 三 天（三） 班堡－63KM(00:50)紐倫堡（紅磚童話城鎮）+++ICE頭等艙+++慕尼黑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紐倫堡，紐倫堡是巴伐利亞州的第二大城市，僅次於首府慕尼黑，熱鬧的市集

廣場及美麗的童話故事”胡桃鉗與老鼠王”紐倫堡，被譽為世界“玩具之都”。 

現代化大都市和中世紀中心城市的共生體，是一座充滿中世紀風情的生機盎然的大都市 。 

午餐後，我們專車南下，前往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黑，一座保留著原巴伐利亞王國都城的古樸

風情，熱情好客又擁有悠久傳統的國際化大都市，它迷人、恬靜、繁華、如夢似幻，是德國的生

活品味之都。帶大家參觀瑪麗亞廣場、心市政廳及那宏偉的

聖母院。來到巴伐利亞，當然不可錯過那著名的豬腳餐以及

那風味獨特的啤酒囉！ 

紐倫堡香腸 :  

紐倫堡的香腸小故事，紐倫堡早期都有城門管制，如果太晚

城門一定是關閉的，但是太晚來到此地的游子，無法吃到晚

餐，所以當地餐廳業者想到新的生意方式，就是把香腸做得

小小的從城門的鑰匙孔投出去，賺取外快，這種紐倫堡小香

腸就從１５世紀至今，成為地區特色。 

慕尼黑新市政廳: 

「慕尼黑新市政廳 Neues Rathaus」位於舊城區 瑪莉恩廣場 

Marienplatz 前，正面左側高聳的鐘樓，就是老城的大地標，

伴隨著聲勢浩大的啤酒節，每年吸引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來

訪。 

如果只有一次來訪慕尼黑的機會，或是假設你只有一天的時

間，那麼新市政廳絕對是不能錯過的景點。 

 

 

 

【下車參觀】紐倫堡:聖母教堂、慕尼黑:瑪麗安廣場、新舊市政廳、葛芬格精品大街。 

【另類體驗】紐倫堡:百年香腸麵包體驗。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體驗紐倫堡百年小香腸包每人一份  

晚餐：慕尼黑地窖米其林推薦餐廳-豬腳風味餐  

     (如遇訂位已滿則改訂慕尼黑 HB皇家啤酒館或其他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 EUROSTARS BOOK HOTEL 或 PULLMAN MUNICH HOTEL同等級 

 

第 四 天（四） 慕尼黑－90KM(01:00)－基姆湖（赫蓮基姆湖宮）80KM(01:15)－貝希特斯加登 

                BERCHESGADEN 區 

離開大都會的壅擠氛圍，今早起，將是一連串精彩緊湊的阿爾卑斯山水自然美景之旅。首先來到

巴伐利亞人的海—基姆湖，安排搭船前往男人島，上岸後，搭乘馬車前往巴伐利亞的小皇宮—赫

蓮基姆宮。午餐後，我們續往位於德奧邊界上的--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帶大家來趟知性與感

性的鹽礦之旅，深入了解這個埋藏在地底的白金礦場。 

◆備註：因冬天鹽礦入場時間較早，關門會受到限制，因

此若來不及進場則改隔天進行。 

赫蓮基姆湖宮: 

受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影響，從 1878 年開始，路德維

http://www.ratskeller.com/


希二世在基姆湖中寧靜安逸小島上建造一座奢華的城堡。這位巴伐利亞國王特別崇拜的太陽王路

易十四的偉大，找到這一座與世無爭的寧靜之地，蓋了一座輝煌的光榮，抵達這座小皇宮並不容

易必須利用船隻才能登島，這座宮殿有〝小凡爾賽宮〞的美名。 

貝希特斯加登鹽礦:  

是具有教育及歡樂的地區它建立於 1517年是個老地質

區，體驗鹽對於阿爾卑斯地區的重要性，首先先穿上傳

統的礦工保護服，再搭乘小列車穿入隧道下行至 34米

深處，在體驗原木滑道溜滑梯，十分有趣。(當然不敢

滑行的客人可以選擇步道)，礦井中有著鹽礦的知識導

覽，還有搭船體驗地下鹽湖及步行於天然鹽壁的隧道

中。 

【貼心門票安排】赫蓮基姆湖宮(琴湖渡輪)、貝希特斯加登:地下鹽礦之旅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五星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KEMPINSKI HOTEL BERCHTESGADEN五星飯店或同級 

如遇五星飯店客滿則改安排其他區域五星飯店替換或無替換飯店則改四星飯店並每人退 20歐元。 

 

第 五 天（五） 貝希特斯加登－10 KM(00:15) －國王湖(遊船) 198KM(03:00)－加米許區域 

今早前往位於國家公園內的一顆明珠—國王湖，搭上電動遊船，徜徉在這片翠綠山林美景，享受

這片無汙染的明鏡，上岸參觀造型獨特的聖巴爾多祿茂教堂，午餐安排鮮美的鱒魚餐。午後，離

開這片美景，前往德國南部另一處度假勝地—加米許地區。 

◆ 備註：加米許區域住宿多為就地取材，依山而建，阿爾卑斯建築特色，德式木質骨架建築，此 

區域飯店多無冷氣及空調，請體驗阿爾卑斯的自然空調 

國王湖: 

貝希特斯加的阿爾卑斯山國家公園中央，湖水清澈翠

綠，四面環繞陡峭高聳的山壁瓦茲曼峰，石海，哈根

山脈之間，是東阿爾卑斯山最美的珍珠，鑲崁在群山

裡的一顆祖母綠，湖邊峭壁形成天然巨型音響，小喇

叭號聲迴盪不絕。峰頂白雪熠熠生輝，令人心曠神怡

又震懾人心。 

加米許地區: 

近德國巍峨的最高峰楚格峰（Zugspitze），西面 10公

里是清秀的高山湖艾泊湖（Eibsee），東面 10公里有 

Warchensee 湖 。因此，加爾米施-帕滕基興是今天德

國南部一座風景迷人，風俗濃郁的小城市 ，遊客似乎

比別的小城多一些，但絕沒有大都市中的喧鬧和熙攘。 

【下車參觀】國王湖:聖巴特羅梅修道院禮拜堂。 

【貼心門票安排】國王湖:國王湖遊船。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湖區鱒魚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饗宴 

住宿：QUALITY HOTEL KOENIGSHOF、HOTEL REINDLS PARTENKIRCHNER HOF、或同級 

 

第 六 天（六）加米許區域－10(00:15)KM(楚格峰 MT.ZUGSITZE-60KM(01:00)--福森 

今早前往位於楚格峰山腳下的艾柏湖站，在此我們換搭齒軌登山火車，前往德國最高峰—楚格峰，

高望遠，換搭冰河纜車，登上楚格峰頂，順道帶各位出國一下，踏進奧地利國境，這也是登上楚

格峰的樂趣之一！午餐安排於山上的景觀餐廳用餐。餐後，換搭纜車下上，專車前往位於羅曼蒂

克大道最南端的小鎮—福森，抵達後，帶大家小逛街一下。 

楚格峰: 

德國最高峰，可從山下的加米許搭乘齒軌火車，從海

拔 710公尺處，抵達標高 2600公尺的冰河平台，再

從此地搭乘冰河號纜車，登上 2964公尺高度的楚格

峰頂。抵達峰頂觀景台，旅客便可以享受無可取代的

感受，山上還有一個黃金十字架，象徵德國光榮閃

耀，就是「一身跨兩國(德奧邊境)，四國(德.義.瑞.

奧)美景盡在眼下」。 

 

福森: 

老城充滿了歷史的浪漫氣氛，同時也是舒適的漫步及購物

場所。在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小巷子中，主教夏宮(Hohes 

Schloss)腳下，有無數的巴羅克風格的教堂裏，都可以看

見七百多年的城市歷史遺留下來的豐富藝術寶藏。 

【貼心門票安排】楚格峰(齒軌電車＋纜車)。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楚格峰觀景餐廳  

晚餐：巴伐利亞風味餐廳 

住宿：HOTEL SCHLOSSKRONE、HOTEL LUITPOLDPARK FUSSEN 或同級 

 

第 七 天（日） 福森－5KM(00:10)-新天鵝堡－105KM(01:30)--林道(波登湖區) 

歐洲最著名的夢幻城堡，正在呼喚著我們，今早前往新天鵝堡山腳下，我們先換搭登山公車上山，

帶大家先來到瑪麗亞鐵橋上，這邊是拍攝整座城堡最佳的取景點。隨後慢慢地徒步下山，往城堡

前進，在預定時間內，進入這座夢幻城堡參觀(內部禁止拍照，每旅客配發一部中文導覽機)。午

後，沿著美麗的阿爾卑斯景觀道路前往被喻為博登湖上最漂亮的港口--林道。 

新天鵝堡: 

是 19世紀晚期的建築，位於今天的德國巴伐利亞西南

方。這座城堡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行宮之

一。共有 360個房間，其中只有 14個房間依照設計完

工，其他的 346個房間則因為國王在 1886年逝世而未

完成，在他死後的七個星期城堡向公眾付費開放。是德

國境內受拍照最多的建築物。也是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

之一。 

林道: 

又譯作林島，是德國巴伐利亞邦的城市，位於波登湖東岸

的島上，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三國的交界處。林道是一座

旅遊城市，是德國南部「阿爾卑斯山之路」的起點，最具

特色的是它以阿爾卑斯山為背景的港口、燈塔和代表巴伐



利亞的獅子雕塑。 

 

 

 

【貼心門票＆入內參觀】新天鵝堡＋馬車一趟 

早餐 : 酒店內早餐  

午餐 : 德式鄉村餐廳   

晚餐 : 五星飯店內主廚晚宴 

住宿：BAYERISCHER HOF 5星或 ALLGÄ U SONNE 5星或 STEIGENBERGER INSEL 5星或同級五星 

 

第 八 天（六） 林道－68KM(00:50)-瓦度茲(郵票小國)－131KM(01:30)--盧森+++黃金快線觀景 

               火車+++茵特拉肯(格林德瓦) 

今日上午我們前往歐洲最迷你的國家列支敦士登首都 – 瓦度茲（Vaduz），這個全國不到

４萬人口的列支敦士登，夾在奧地利與瑞士之間，有「郵票小王國」之稱，隨後我們驅車

前往盧森，盧森是來到瑞士不可錯過的一個城市，有許多出現在電視以及明信片上的景點，都出

現在盧森。最有名的，莫過於路易斯河畔的卡貝爾橋。盧森的魅力，光是簡單幾句介紹是無法完

整呈現的，最後我們搭乘黃金快線景觀火車前往少女峰根據地---茵特拉根。 

● 備註：黃金列車景觀路線車行時間約為兩小時，沿途的景色真的很美! 大大的窗戶讓大家可以

盡情享受這樣的湖光山色，即日起已正式更名為 Luzern-Interlaken Express，車體外觀變更

為紅白色外觀。 

獅子紀念碑: 

位於瑞士城市琉森的一座負傷獅子的雕像。這座雕像由丹

麥雕塑家巴特爾·托瓦爾森設計，用以紀念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保衛巴黎杜伊勒里宮的戰鬥中的約 1100 名瑞士僱傭

兵。在這 1100 名士兵中，大約 760 名戰死，350 名生還。

在石像的上方刻有拉丁文」HELVETIORUM FIDEI AC 

VIRTUTI」，意為「獻給忠誠和勇敢的瑞士」。 

黃金快線景觀火車: 

是世界上第一列來往蒙特勒和茲懷斯文的觀景列車。

黃金快線從 Brünig 隘口上的盧森湖岸出發，經過古

老的風化木屋和其擺滿花卉的窗戶，前往深受名人青

睞的山村谷地格施塔德 Gstaad。火車緩緩下降至蒙特

勒，途經葡萄園梯田和鄉村莊園，最後到達波光粼粼

的日內瓦湖。在抵達蒙特勒之前，沿途近  150 英里都

是瑞士著名的風景區。 

 

【下車參觀】盧森:獅子紀念碑、卡貝爾橋、郵票小國 

【另類體驗＆貼心門票安排】黃金列車頭等艙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如遇餐廳客滿則改米其林推薦餐廳替代) 

住宿：格林德瓦 ROMANTIK HOTEL SCHWEIZERHOF 或 VICTORIA JUNGFRAU HOTEL同級五星 

如遇五星飯店客滿則改安排其他區域五星飯店替換或無替換飯店則改四星飯店並每人退 20歐元。 

 

第 九 天（日） 茵特拉肯(格林德瓦)－少女峰之旅【世界遺產！】－75KM(01:10)伯恩 

http://www.bayerischerhof.de/hbh_intro_flash_en.html
http://www.allgaeu-sonne.de/
http://de.steigenberger.com/Konstanz
https://www.victoria-jungfrau.ch/en/home-en


今日我們登臨少女峰，取名少女峰，是因為此山峰地形險峻，人煙難至，就宛如不曾受過塵世侵

擾的少女一樣；終點站的少女峰車站更是歐洲最高的火車站，有「歐洲屋脊 Top of Europe」的

美名。車站集結餐廳、商店、瞭望台以及冰宮甚至郵局，讓您可以買張明信片，蓋上少女峰專屬

郵戳，從歐洲標高最高的郵局寄出祝福。隨後我們前往瑞士首都---伯恩。 

少女峰: 

 (世界自然遺產)－有著歐洲屋脊之美稱（體驗阿爾卑斯

山的冰河世界）。也於 2001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為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且少女峰鐵道公司因應 2012年百年

紀念新增全新設施“阿爾卑斯的震撼”先由 360度的壯

麗震撼影音開場，接續體驗各種不同燈光效果伴隨音樂沿

著輸送道循序參觀生動的少女峰鐵道建造史以及當地旅

遊發展。 

伯恩: 

瑞士的首都，既然來到與熊有深厚淵源的伯恩，自然一

定要去拜訪伯恩的「熊噴泉」。來參觀鐘塔，若能趕上

中午整點報時，就可以看到精美的小金人以及木偶等小

機關運作展示，相當有趣。 

【另類體驗＆貼心門票安排】少女峰登山火車(特

別贈送少女峰鐵路紀念護照,送完為止喔!) 

【下車參觀】鐘樓、國會大樓和熊噴泉、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少女峰山頂西式套餐  

晚餐: 伯恩地窖區域風味餐廳(遇餐廳客滿或 CLOSE則改伯恩旅遊局推薦餐廳) 

住宿：ALLEGRO或 BERN HOTEL 或 BAREN HOTEL同級旅館 

 

第 十 天（一） 伯恩－192KM(01:50)科瑪－73KM(01:00)史特拉斯堡 

今日我們前往德法邊境的小鎮—科瑪，科瑪 COLMAR有法

國"小威尼斯"之稱。也是宮崎駿動畫電影霍爾的移動城堡

場景，法國送給美國的紐約自由女神像創作者巴多第，正

是道地的科瑪人喔! 

隨後我們繼續前往歐洲會議所在地---史特拉斯堡。 

科瑪 : 

科瑪是亞爾薩斯酒鄉之路首府，是一個被彩色的半木造屋

與藍色小河所包圍的美麗古城，同時也是備受觀光客青睞

的藝術之城。在這裡散步會讓人有種走入童話故事場景中

般的夢幻。 

史特拉斯堡: 

史特拉斯堡的歷史中心位於伊爾河兩條支

流環繞的大島，這一區域擁有中世紀以來

的大量精美建築，包括史特拉斯堡大教堂

與市集廣場，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首次有一個城

市的整個市中心區域獲此榮譽。 
 

【下車參觀】科瑪:聖馬丁大教堂、小威尼斯區 史特拉斯堡:聖母院主教堂、市集廣場 

早餐: 酒店內早餐  

http://www.bindella.ch/de/kornhauskeller.html
http://www.kursaal-bern.ch/Hotel-en


午餐: 米其林一星餐廳(遇餐廳客滿或 CLOSE則改其他城市米其林一星替換) 

晚餐: 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 HOTEL MERCURE STRASBOURG CENTRE或 HILTON STRASBOURG 或同級旅館 

 

第 十一 天（二） 史特拉斯堡-134KM(01:30)海德堡－92KM(01:00)-法蘭克福 

今日前往造訪電影“學生王子”故事背景地所在的大學城─海德堡，參觀古城堡及堡內的大酒

樽、於老橋上眺望舊城及內喀爾河的優美景致，漫步在民舍與學院錯落的舊城區，享受閒適的歐

洲風情。隨後返回法蘭克福是一個將古典與現代成功地融合為一的城市，老城區內非常適合徒步

旅行，您可以悠遊在歷史的氛圍中，懷想城市的浪漫過往。海德堡無疑是在世界範圍內最為著名

的德國城市之一。要說原因那可太多啦：宏偉壯觀的古堡，街道蜿蜒的老城；眾多哲學家、詩人

和思想家常來造訪的聖地，這一切構成了德意志浪漫主義的縮影。隨後前往法蘭克福，雖為德國

的金融重鎮，但在市區裡仍保有著許多充滿歷史的建築及綠蔭的公園。這個商業和文化的動感之

都，傳統和現代，商業和文化，動感和寧靜，蘭克福老城區中心：羅馬人廣場。自中世紀以來，

這裡即為法蘭克福市政廳廣場。廣場被老尼可教堂、市政廳環抱，廣場中央以正義女神像為視覺

中心，成為這座古老城市的主要精神象徵、跨過馬路就會前往法蘭克福名牌精品逛街的中心點、

別讓此景點匆匆一瞥。 

海德堡: 

一個充滿活力的傳統和現代混合體。過去它曾是科學和藝術

的中心，如今的海德堡延續傳統，在城市內和城市附近建有

許多研究中心。海德堡不僅有著引以為榮的中世紀城堡，歐

洲最古老的教育機構之海德堡大學亦座落其中。古堡、古

橋、大學城，浪漫的愛情故事，讓海德堡成為最受喜愛的一

座歷史古城。 

法蘭克福:  

正式全名為美茵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

是德國中西部黑森邦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德國第五大

城。自中世紀起，法蘭克福即為德國的中心城市。法蘭

克福是許多歐洲及跨國大型企業的總部所在地。另外德

國聯邦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及多

家大型商業銀行總部也設立在此，它是歐盟的經濟中

心。法蘭克福掌握了全德國乃至全歐洲的鉅大財富，遂有「美茵河畔曼哈頓」之戲稱。 

【入內參觀】海德堡:海德古堡+纜車套票+大酒桶。 

【下車參觀】海德堡老橋、銅猴子、聖靈教堂、羅馬人廣場、法蘭克福舊市政廳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五星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THE WESTIN GRAND FRANKFURT或 KEMPINSKI HOTEL FRANKFURT 或 HILTON FRANKFURT CITY 

CENTRE 或 INTERCONTINENTAL FRANKFURT同級五星 

如遇五星飯店客滿則改安排其他區域五星飯店替換或無替換飯店則改四星飯店並每人退 20歐元。 

 

第 十二 天 （三）法蘭克福/(香港)/桃園 

行程已近尾聲了。返家的喜悅不掩淡淡的離愁，在班機起飛聲中，重遊的願望愈來愈清晰，窗外

的景物卻逐漸模糊。再次祝您一夜好眠！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http://www.maison-kammerzell.com/
http://www.hiltonhotels.com/fr_FR/france/hilton-strasbourg/
http://www.westingrandfrankfurt.com/
http://www.kempinski.com/de/frankfurt/hotel-gravenbruch/welcome/


第 十三 天（四） 桃園 

班機飛抵桃園中正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旅遊。不捨中互道珍重，期待下一次的相逢，在

美麗的歐洲！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