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德瑞 金秋紅葉 10 天   

 

 

秋來了怎知到？一葉知秋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 

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秋詞》劉禹錫 

    廣袤的德國土地，豐富的植被，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使得歐洲所呈現出的自然美更自然，而

秋天的歐洲，就是上帝饋贈給人類的一幅畫卷，在風情建築物的映襯下，美的氣勢磅礴，美的淋漓

盡致；這是屬於秋天的榮耀！每到十月，隨著秋意一天天加深到十一月底，氣溫也越來越低。但和

氣溫轉冷相反的是，高緯度和高海拔的國家地區，秋遊卻越來越“紅”。 

 

行程重點 

1. 金秋紅葉：一葉知秋，秋賞金色歐洲。 

2. 典藏特選體驗：全球最陡纜車，看似啤酒桶的 Stoos 車(Schwyz-Stoos funicular)。 

3. TOP OF EUROPA：全歐洲海拔最高的火車站 3,454 公尺少女峰山腰火車站。 

4. 南徳醉美之境：超然絕塵，遺世之美 - 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國王湖、巒騷)。 

5. 美景就在窗外：搭乘黃金列車行駛於風景如畫。 

6. 門票絕對不少：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黃金列車、世界唯一台石丹峰雙層敞篷纜車、新天鵝城堡

(上山小巴)、威斯教堂、國王湖遊船、海德堡古城(纜車) 

7. 精選住宿地點：3 晚五星旅館+2 晚古城旅館  

8. 品嘗德瑞美味：2 次米其林推薦餐廳+ R-181 旋轉景觀餐廳+傳統香烤豬腳+海德堡必訪餐廳+阿

爾卑斯山融漿火鍋 Fondue+少女峰山頂西式套餐..等等美食。 



參考航班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香港 國泰航空 CX-565  19:30 – 21:30 01 : 50 

香港 → 法蘭克福 國泰航空 CX-289 00:35(+1)– 06:10(+1) 12 : 35 

回程 
法蘭克福 → 香港 國泰航空 CX-282  20:05–14:10(+1)     11: 05 

香港   →   台北 國泰航空 CX-472 15:50(+1)–17:35(+1)     01 : 45 

 

 

  



第 一 天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機場 

懷著一顆愉悅的心，背起行囊。我們將航向幸福的德國、瑞士美麗旅程，祝您機上好眠。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565  19:30 – 21:3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 : 50 

 

最舒適的航班選擇： 

香港與法蘭克福之間航線則採用 A350 執飛，皆是全球第

一間採用此種高效率、高載客量飛機旳及更環保的航班機

型。各客艙皆具備的先進自選視聽娛樂系統，務求為乘客

提供舒適愜意的飛行體驗。 

 

締造愈臻完美的飛行體驗 

最短飛行途徑和時間，國泰航空飛行時間最為少，又下一

段轉機時間也最為早，避免你睡眠被中斷，您可以於充分

休息，迎接精彩的明日行程。 

 

第 二 天 香港機場 / 法蘭克福機場－史特拉斯堡 - 柯瑪 

『我的朋友們，我……我…』，他轉過身子，呆在那裡，頭靠著牆壁，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手向我 

們示意：『課完了……你們走吧…』─Alphonse Daudet。班機抵達後，我們來到被冠上「歐洲首都 

」史特拉斯堡，位於伊爾河兩條支流環繞的大島歷史中心，融合了拉丁民族與日爾曼民族的文化特 

色，擁有中世紀來的大量精美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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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來到可愛的童話小鎮~科瑪，是宮崎駿動畫「霍爾的移動城堡」的靈感來源；這裡的市容不同 

於法國的其他城市，卻有濃濃的德國風格。粉色柔合的木條屋、山型屋，帶點漫畫童話的城市景點 

觀光，讓你在每一條小街巷穿梭遊走時，充滿享受發現的樂趣。 

 

〈下車參觀景點〉聖母院大教堂、市集廣場、小法國區、人頭屋、聖馬丁大教堂。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289   00:35– 06:10 預計飛行時間約 12 : 35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法蘭克福機場-(213KM 02:10)-史特拉斯堡-(73KM 00:50)-柯瑪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阿爾薩斯 Alsace 名廚輩出 

這區不但米其林餐廳密度極高、名廚輩出，甜點界畢卡索 Pierre 

Hermé 便來自阿爾薩斯糕點家族，果醬女王 Christine Ferber 也

出身於此。此外，此區因為降雨量少而盛產白葡萄酒，以阿爾薩斯

葡萄酒之路 Route des Vins d’Alsace 聞名；更是法國重要啤酒

產地。 

 

四花級絕美夢幻小鎮 - 柯瑪 

如果看過宮崎駿動畫《霍爾的移動城堡》，對此一定不陌生。小巧

可愛且色彩繽紛的木式建築，窗台上艷彩的花朵盆栽，照映在小威

尼斯運河上，美麗如夢幻般的小鎮。1959 年法國舉辦了『鮮花小

鎮』的城市競賽，分別為一到四朵鮮花評比，得到四朵鮮花的城市

是最高榮譽，柯瑪就是獲得四朵花的城市之一喔！  

 

第 三 天  柯瑪 - 伯恩 - 茵特拉根 

今來到可位於瑞士的心臟地帶的伯恩，是通往阿爾卑斯山的大門。世界上少有像瑞士首都伯恩那樣，

保留了許多噴泉、砂岩外牆、狹窄的街道和歷史悠久的塔塔樓，這種中世紀氣息是獨一無二的。舊城

裡六公里長的拱廊是當地人喜歡，稱之爲「Lauben」，也是歐洲最長的有蓋購物拱廊。你可自由購買 

各式琳瑯滿目的紀念品。 

午後抵達瑞士重量級的渡假勝地“湖間鎮”茵特拉肯，在此您可遠眺週邊群峰英姿。 

 

〈下車參觀景點〉伯恩鐘樓、國會大樓、熊公園、有頂長廊購物街、愛因斯坦故居、茵特拉肯。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柯瑪-(162KM 02:05)-伯恩-(55KM 00:50)-茵特拉根 

 

伯恩這座城市得名於一隻熊 

伯恩 Bern，由德文熊 Bär 而命名。1191 年伯恩城由 Zähringen

公爵所建，他以捕捉的第一隻動物「熊」來為城市命名，所以州旗

幟也是以熊設計，遊覽伯恩必須要去熊公園觀熊，從公園的玫瑰

園可以俯瞰舊城和阿勒河 River Aare 的好據點。 

早餐：機上 午餐：亞爾薩斯米其林餐廳 晚餐：亞爾薩斯米其林餐廳 

住宿：四星 Best Western Grand Hotel Bristol 或 Mercure Colmar Centre Unterlinden 或  

          Europe 或同等級。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673512.htm


 

阿爾卑斯山融漿火鍋 Fondue 

是一種融漿火鍋(法語：Fondue，意指融化)，做法是把起司煮溶，

以麵包蘸來吃。瑞士的冬天既漫長又寒冷，幾世紀前當地在冬天

時用乾掉的起司添酒加熱成液狀，再以乾掉的麵包蘸取食用，這

就是 Fondue 起士鍋的起源。在冬天裡的瑞士吃甚麼特別溫暖有

氣氛？ 

 

第 四 天  茵特拉根 - 少女峰 - 茵特拉根++黃金列車++盧森 

歐洲之巔少女峰，又有歐洲屋脊之稱號，擁有全歐洲最高的少女峰火車站(標高 3454 公尺)。少女峰 

，因山峰地形險峻，人煙難至，就宛如不曾受過塵世侵擾的少女一樣。我們特別安排少女峰登山齒軌

火車之旅，100 多年來，齒軌列車一年四季從 Kleine Scheidegg 出發穿過一座隧道駛往歐洲海拔最

高少女峰火車站；峰頂的斯芬克斯觀景台可一覽阿爾卑斯山脈宏偉全景和阿萊奇冰川的冰雪和岩石奇

景，令人印象難忘，爲您的瑞士之行鑲嵌一顆王冠上的寶石。 

午後搭乘黃金列車行駛於風景如畫，有如鑲嵌在令人難忘的山嶺湖泊間的蜜月之鄉－盧森，這一線路

列車所經之處的美麗風光，叫人捨不得眨眼。 

 

《含門票參觀景點》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黃金列車。 

〈下車參觀景點〉斯芬克斯觀景瞭望台、冰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茵特拉根-(12KM 00:30)-少女峰-(12KM 00:30)-茵特拉根++黃金列 

                          車++盧森 

 

歐洲屋脊 I 少女峰登山齒輪火車 

2001 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搭乘最具歷史的登山齒輪火車，

沿著軌道穿梭在群山之間，在克萊雪德換車之後，穿過長達 7 公

里的岩洞隧道，前往標高 3,454 公尺的少女峰山腰火車站，這裡

是全歐洲海拔最高的火車站，有歐洲最高的郵局、錶店等。 

 

我漫遊在美如天堂的茵特拉根小鎮上 

依山傍水的茵特拉肯小鎮，其獨特地理位置，造出童話一般美如

仙境美景。壯觀的少女峰群從這望去，少了霸氣多了點優雅的姿

態，讓你渡過美美的瑞士悠閒時光。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未免打擾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阿爾卑斯山融漿火鍋 Fondue 

住宿：四星 Hotel Interlaken 或 Hotel Royal St Georges 或 Hotel Metropole 或同等級。 



 

第 五 天  盧森 - 石丹峰雙層敞篷纜車 - 林島(或)BREGENZ 

盧森位於瑞士中央的盧森湖畔，如水晶般瑩澈眩目的湖水，盪著如詩似畫的景象，作曲家華格納在 

盧森湖畔的戀情，貝多芬微醺的月光曲，洋溢音韻的寧緻城鎮，素有〔湖畔巴黎〕之稱，長久以自 

然風光馳名於世令人心生嚮往，早餐後展開市區觀光。 

之後我們將安排搭乘 1893 年全世界唯一台石丹峰雙層敞篷纜車，木造的開放式空間，讓人先親近 

瑞士的鄉村美景。隨著纜車升高，盧森湖美景慢慢浮現眼前，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接續來到林島，一個典型的精美小鎮，擁有美麗的教堂與建築，湖邊的遊艇港充滿著海濱渡假風情 

，也是每年諾貝爾獎得主聚會的地點。 

 

《含門票參觀景點》全世界唯一台石丹峰雙層敞篷纜車(如遇冬季維修則改鐵力士山取代)。。 

〈下車參觀景點〉盧森湖、卡貝爾橋、獅子紀念碑。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盧森-(27KM 00:40)-石丹峰-(225KM 02:40)-林島  

 

全世界唯一台敞篷纜車 

瑞士多山，到處都是登山纜車，但盧森石丹峰有座號稱世界第 

一台「會呼吸的纜車」，2012 年下半年才正式啟用，乘坐全球 

首架雙層露天纜車 CabriO 登上 1,898 米的石丹峰，感受高 

空震撼 (如遇冬季維修則改鐵力士山取代)。 

 

博登湖上最美的港口-林島 

林島又譯作林道，是德國巴伐利亞邦的城市，位於波登湖東岸的

島上，德、奧和瑞三國的交界處。林島是一座旅遊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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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天  林島 - 新天鵝堡 - 威斯 - 阿爾卑斯小鎮 

藏身於阿爾卑斯山中，集夢幻、童話和浪漫於一身的新天鵝堡，四季皆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今日我 

們如『天鵝騎士』般拋開塵世憂愁縱情於山林間，彷若國王般搭乘馬車來到天鵝古堡，純白色的大 

理石建築，隱匿在蒼鬱動人山水之間，聆聽一段動人的故事與傳說。 

接續前往被稱為「巴伐利亞草原奇蹟」威斯教堂，由外觀看來曲面與曲線被靈活的運用於壁面的窗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少女峰山頂西式套餐 晚餐：旅館內主廚推薦 

住宿：五星 Hotel Schweizerhof 或 Nationa Grand Hotel 或同等級(如遇滿則升等四星面湖房)。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未免打擾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德國當地料理                        

住宿：五星 Hotel Bayerischer Hof 或 Hotel Villino 或 Hotel Lindauer Hof Hotel 或同等級 



形與裝飾及山牆上，繼承巴洛克式的傳統充滿華麗的感動；雖然內部空間不大建築師齊默爾曼卻能 

表現岀極度華麗與優雅的風格，尤其是天花板的濕壁畫更是登峰造極的精品，運用高超的繪畫技巧 

在一個平面上畫出立體的感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是德國宗教建築中最崇高的傑作。 

今晚夜宿阿爾卑斯山城。 

 

《含門票參觀景點》新天鵝城堡、小巴士、威斯教堂。 

〈下車參觀景點〉新天鵝堡景觀台、威斯教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林島-(144KM 02:00)-新天鵝堡-(28KM 00:30)-威斯-(28KM 00:30)-阿 

                         爾卑斯小鎮 

 

「不愛江山、不愛美人、只愛藝術」 

自由、孤獨的國王為實現夢想花了 17 年時間及巨額費用建造城 

堡，看過的人沒有不被那充滿中世紀童話夢幻世界深深吸引， 

就連狄士尼動畫中睡美人城堡則是依照此城堡塑造。(若休館， 

則改參觀郝恩斯瓦格城堡，若遇兩城堡都休館時則以退費每人 

10 歐元，敬請見諒） 

 

「悲劇國王」路維德維希二世 

芳齡 16 歲的小王子在一次機會下欣賞到華格納的「羅恩格林」 

，一部描述中古世紀天鵝騎士英勇事跡的歌劇，觸動了他內心

最深處，就這樣蓋一座天鵝城堡的夢想，慢慢地在小王子心靈

中綻放。為實現夢想花了 17 年時間及巨額費用建造城堡，看

過的人沒有不被那充滿中世紀童話夢幻世界深深吸引，就連狄

士尼動畫中睡美人城堡則是依照此城堡塑造。 

 

第 七 天  阿爾卑斯小鎮 - 國王湖(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 - 巒騷 - 慕尼黑 

Gutun Morgen！日安！貝希特加敦國家的獨特在於擁有阿爾卑斯山如詩如話般迷人的風景，我們來 

到德國境內最美麗的山中湖泊國王湖，清轍的湖水映照著天光雲影及嶙峋綺麗的山色，湖泊的深處， 

幽靜無比，給人無限的感動與驚奇，深深烙印在每一個人心底。 

午後來到了依在雄偉壯闊的山下巒騷、小鎮有如童話般的小屋、朝聖者的教堂…老橋、流水，共織

起令人屏息的美景。 

之後沿著阿爾卑斯山如詩如畫般迷人的風景來到了南德巴伐利亞州的首府慕尼黑。今晚我們特別安 

排於 R-181 旋轉景觀餐廳，享受美食當下同時能欣賞到城市美景。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巴伐利亞 MaMa Cook 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四星 Yachthotel Chiemsee 或 Thermenhotel Ströbinger Hof 或 Wohlfühlhotel 

Ortnerhof 或 Hotel Bachmair am See 或 Hotel Terrassenhof 同等級 



 

〈下車參觀景點〉聖巴爾特羅梅禮拜、巒騷。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阿爾卑斯小鎮-(05KM 00:15)-國王湖-(9KM 00:10) -巒騷-(140KM  

                01:50) -慕尼黑 

 

超然絕塵，遺世之美  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 

210 平方公里的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是一個保護區，這裡風景

如畫，寬闊的森林、綠草青青的高山牧場和陡峭的懸崖，構成

了德國獨一無二的國家高山公園的風貌。許多來訪的旅人每每

讚嘆國家公園有如避世桃源，暢遊山間小路，每一處山谷的俯

視、每一個小鎮的回眸，都超然絕塵的遺世之美。 

 

陶然一把山水事，一葉輕舟入畫裡 

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內最美麗的山中湖泊－國王湖，清轍的湖

水映照著天光雲影及嶙峋綺麗的山色，湖泊的深處，幽靜無

比，給人無限的感動與驚奇，深深烙印在每一個人心底，愜意

而寧靜的氛圍，宛如一幅畫。 

 

第 八 天  慕尼黑 - 洛登堡 

慕尼黑，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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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著綠色洋蔥頭雙塔造型的聖母教堂及錯落瑪麗安廣場上的新市政廳，皆是慕尼黑象徵性的地標， 

也是遊客必到之景點，絕對令人印象深刻，怎能錯過。 

午後來到有著中世紀的自由城市建築織就出獨特風格的洛登堡，堅固的城牆及稜堡、紅色的屋瓦、鵝 

卵石的巷弄、傳統的桁架木屋、石板街道、窗櫺上的鮮花…，這裡的一切未曾改變，置身其中讓你有 

種置身中古世紀的感覺。 

 

〈下車參觀景點〉瑪麗安廣場、市政廳堂、馬克廣長、聖雅各教堂、聖喬治屠龍雕像噴水池。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慕尼黑-(220KM 02:30)-洛登堡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湖區香烤鱒魚餐   晚餐：R-181 旋轉景觀餐廳(如遇滿則改

安排米其林一星餐廳) 

住宿：五星 The Westin Grand Munich 或 Le Méridien Munich 或 Roomers Munich, 

Autograph Collection 或同等。 



 

獅子公爵一把火 燒出了慕尼黑 

每年 6 月 14 日為「城市建成日」，今年的 6 月 17、18 日，慕

尼黑舉辦了慶祝活動。據記載，到了公元 1156 年，巴伐利亞公

爵獅子亨利石頭橋一把火焚燒了木頭橋，在慕尼黑建起了一座石

頭橋。那時慕尼黑只有幾座修道院和教堂，我們今天在慕尼黑市

徽上看到的標誌「慕尼黑之子」一個小修道士伸展雙手，左手拿

聖經，右手指著方向，就是起源於 Munichen 這個名字。 

 

中世紀絕美小鎮-羅騰堡 

在 30 年宗教戰爭裡，一飲而盡解圍城之憂。今晚我們特別安排

入宿於素有『中古世紀之寶』美譽的羅騰堡古城中，讓你在避開

旅客如織的白天後，古城、月亮、泛黃的燈光，讓建築物多了份

神秘色彩，讓你能在寧靜的小城夜晚，享受「南德」的浪漫之

夜。 

 

第 九 天  洛登堡 - 海德堡 - 法蘭克福機場 / 香港機場 

什麼樣的地方吸引著無數的文人雅士到訪，讓浪漫派詩人歌德把心遺失，讓雨果無法自拔？今早洋溢

著學術氣息的氣氛中抵達德國文化古城－海德堡，我們特別安排臨上盤踞山腰間的古堡，遠眺山蓊鬱

的綠葉半掩著內喀河，陽光灑落波光躍金，紅瓦白牆、古橋，一座美麗又充滿文化氣氛的大學城，無

怪乎博得許多人對它的讚美及親近，讓它變成德國浪漫主義的化身。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旅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時光真

的能在此停留，之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夜宿機上。 

 

《含門票參觀景點》海德古堡(纜車)、大酒桶。 

〈下車參觀景點〉內喀河、古橋、聖靈大教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洛登堡-(160KM 01:40)-海德堡-(88KM 01:10)-法蘭克福機場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282  20:05–14:10(+1)預計飛行時間約 11:50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未免打擾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中華家鄉料理 

住宿：古城四星 Tilman Riemenschneider 或 Prinz 或 Villa Mittermeier 或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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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心遺失在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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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天  香港機場 / 桃園機場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德瑞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國泰航空 CX-472  15:50–17:3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 : 45  

 

 

 

貼心安排及保證 
 

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晚餐含飲料一杯。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海德堡必訪餐廳(學生王子或公牛餐廳)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