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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將乘班機降落瑞士日內瓦國際機場，自瑞士境內搭乘專車進入法國夏慕尼。
第四日行程，從迪尼雷班至尼斯，將搭乘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松果觀光列車。
第七日行程，從亞維農至圖爾，搭乘法國高鐵TGV子彈列車，橫跨法國中部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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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萊茵河遊船---法蘭克福

HOTEL MONOPOL或同級

台北 / 法蘭克福

DAY 1

DAY2

萊茵河遊船

今晚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人文薈萃
的歐洲，今晚夜宿機上。

今早班機抵達後，搭車前往萊茵河谷地，您可搭乘萊茵河遊船，欣賞倆岸雄偉的城堡與浪漫的小鎮，蘿蕾萊
淒美的傳說故事，更讓這段的遊船添增感動。午後返回法蘭克福休息，以消除長途飛行的疲勞。



DAY3
法蘭克福---海德堡---法蘭克福

HOTEL MONOPOL或同級

海德堡大學

DAY4
法蘭克福---慕尼黑

 COUNTRYARD BY MARRIOTT MUNICH CITY CENTER或同級

慕尼黑新市政廳廣場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巴伐利亞省會--慕尼黑，下午市區觀光：
由1867年動工至1908年才建成的新市政廳，鐘樓上有音樂
木偶表演，聖母院的洋蔥的塔樓，成為慕尼黑的標誌。您可
在慕尼黑最熱鬧的瑪麗恩廣場自由逛街，或前往馬克西米連
大道選購名牌精品。

今日搭車前往德國最著名的古老大學城—海德堡，自古以來
即是以學生之城聞名，許多藝術家及詩人都造訪過此地，最
有名的詩人歌德的愛情故事便是在此發生。舊城狹小的街道
、古橋、教堂、海德堡大學、古堡與大酒桶都是您不可錯過
的景點。(您亦可選擇住海德堡)



DAY5
慕尼黑---新天鵝堡---慕尼黑

COUNTRYARD BY MARRIOTT MUNICH CITY CENTER或同級

新天鵝堡

DAY6

NH CITY HOTEL或同級

紐倫堡河

今早您可搭車前往參觀十九世紀末巴伐利亞浪漫主義國王路德
維希二世所建的新天鵝堡，您可搭乘小巴士或徒步上山，在城
堡後山的峽谷吊橋上縱覽置於群山中的城堡全景，若有薄霧繚
繞，更增添其夢幻之美；隨後進入城堡之中，其內雕樑畫棟華
麗脫俗，多取材自華格納歌劇中的場景，天鵝形像處處。難怪
華德迪士尼會以此城堡為範本，在其主題樂園中構築出灰姑娘
的城堡。

慕尼黑---紐倫堡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奧林匹克公園參觀，這裡是1972年舉辦慕
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會場。公園旁的BMW總部，其汽車博
物館非常值得參觀。午後搭車前往巴伐利亞州的第二大城市
---紐倫堡。歷史上，這裡曾是多位德意志皇帝誔生和居住
的城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直轄的統治中心之一，所以具有
濃厚及強烈的歷史氣息。



EXCELSIOR HOTEL或同級

DAY7

INTERCITY HOTEL DRESDEN或同級

紐倫堡凱薩皇帝堡

德勒斯登大教堂

DAY8

紐倫堡---德勒斯登

上午紐倫堡市區觀光：城市中的皇帝堡，或稱凱薩 (Kaiser-
burg), 是12世紀由霍恩斯陶恩家族的皇帝腓特列巴巴羅沙所
建立，是紐倫堡內的重要景點，聖羅倫斯教堂，也是老城區
內著名的教堂，另中央廣場上的美之泉、杜勒之家…都是您
值得參觀的景點。下午搭車前往有易北河翡冷翠之稱的---
德勒斯登。

德勒斯登---柏林
德勒斯登的美，令人屏息，那是一種揉合古典、藝術、浪漫、
溫暖的美，與前衛、冷硬的現代美不同。如果您想要了解什麼
是古典美，或是對古堡、藝術、浪漫氛圍心生嚮往，那麼一定
來德勒斯登。以火車站為起點，走過以少年合唱團聞名的十字
架教堂、前方便是市政廳，隨後來到中心地----劇院廣場，廣
場周遭的天主教宮廷教堂、塞姆佩爾歌劇院、雷茲登茲城堡….
美不勝收。茨溫格宮---由奧古斯特強王命令建造的宮殿，目
前主要的展出有由奧古斯特時代所收藏的麥森瓷器和東方瓷器
，可以說是歐洲數一數二的蒐藏。傍晚搭車前往柏林。



柏林新博物館

HOTEL MONOPOL或同級

DAY9
柏林

德國歷史博物館

柏林是中歐的文化中心，因此文化景點可謂多不勝數，不論是
哪方面的藝術參觀，柏林都有極具代表的地方。柏林也提供了
最豐富、優質、多元的文化饗宴。柏林動物園、威廉一世紀念
教堂、勝利女神紀念柱、國會大廈、布蘭登堡門、菩提樹下大
道都是柏林著名的景點。

DAY 10

EXCELSIOR HOTEL或同級

柏林---法蘭克福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博物館島參觀，喜愛博物館的您絕不能錯過
島上的四座大型博物館。或者您可利用這天好好享受購物樂趣
。柏林可說是德國最繁華的城市，當然如此繁榮的城市逛街購
物的精彩度，必定不在話下。柏林購物商圈的精彩程度，可以
媲美紐約、倫敦、巴黎等超級大都會。傍晚時分搭乘ICE快速
火車返回法蘭克福。



DAY 11

法蘭克福機場

DAY 12

法蘭克福 / 台北

今早專車前往法蘭克福機場，搭機返回台北。今晚夜宿機上。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美麗難忘的旅程，將是您和親友閒聊時
的最佳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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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旅遊專屬訂製
享受浪漫的倆人歐洲之旅 不再是夢想
不希望跟團但又擔心自由行規劃太過煩雜且沒有安全感的
旅客們，您可以安心的由我們公司歐洲旅遊專業的人員，
幫您規劃完整的倆人歐洲自主之旅。

最專業的歐洲自由行
不只是提供機票+旅館的陽春服務

傾聽旅客的需求並給您 
1. 最妥善的行程走法
2. 最適當的交通工具
3. 嚴選絕佳位置旅館
4. 獨家代訂特色餐廳
5. 最貼心的旅遊手冊

最理想的旅館選擇
享受2星以上的優質住宿
針對不同旅客的喜好及預算，

並兼顧行程的方便性，
搭配最適合的旅館，

交給我們規劃，
您完全無需煩惱。

量身訂作的歐洲行程
專屬訂製您的旅遊喜好
用最有效率的時間，看最多的城市或景點。無論您對歐洲
旅遊有任何想法，任何天數、任何需求，我們會為您量身
訂作出最符合您需求的歐洲雙人自主之旅。

最貼心的操作細節旅遊手冊
以最輕鬆的方式享受愉快的旅程
必要的火車訂位、建議的交通時刻表、旅館所在的位置地
圖、可能拖運行李的規劃等，我們會於出發前給旅客最詳
細的操作細節提醒資料，讓旅客完成一趟愉快的歐洲自主
之旅。



此價格以機位訂位及旅館
確定後為準

(愈早計劃愈有機會有比
上述更好的價格)

二人成行

每人售價

NTD102,000

＄

費

＄

用

售價包含：

1. 台北歐洲經濟艙個人來回機票
2. 全程9晚表列或同級市區旅館(含早餐)
3. 德國國鐵頭等任選8天券(含必要之ICE快速火車訂位)
4. 伍百萬 + 參萬意外醫療  保險
5. 詳細操作及注意事項手冊並有專人為您做出發前講解
6 . 城市旅館正確地圖標示

※德國許多大城在夏季常有大型展覽，展覽期間的旅館價格可謂為「天價」
，故如遇大型展覽期則建議更改出發日期



歐洲自主之旅規劃流程建議事項： 
1.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愈早確定出發日及旅遊天數，能訂到愈好的票價： 

現在航空公司的個人票價政策，是將同艙等的座位，規劃成數種不同票價的訂位艙等，
以經濟艙為例：同樣是經濟艙的座位，卻會出現 5種(甚至更多)不同的票價，能否訂到
好票價，絕對和訂位的早晚有很大的關係，故建議自由行的旅客盡早規劃出遊日期，以
便取得好的票價(以歐洲機位的經驗看來，2--3個月前規劃，甚至更早，是最好的做法) 
 

2. 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 ，讓我們瞭解您的概略需求，就有人為您做專業規劃： 
要訂作一個符合您需求的自由行規劃，我們必須瞭解您心目中的概略想法，才能為您做
最好的規劃，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告訴我們下列項目，我們很快就可以給您初
步的規劃(您可填寫附件的規劃需求表單) : 
(1) 預計出發的人數、日期、天數(最好能告知概略的假期彈性) 
(2) 喜歡的旅遊速度(想多看或想慢遊)及心目中必定要去的景點或城市 
(3) 想要的旅館的等級:如頂級或四星或三星(如無概念也沒關係，我們會依您預算來做

最好的旅館規劃 
(4) 預算---告知我們您大約預計的每人預算(機票+旅館+交通及必要的火車訂位)(一般

歐洲自由行的午晚餐及門票都是自理) 
(5) 特別需求 : 如果您有任何特別需求都請告訴我們，我們都會盡力幫您完成，如當

地接送機、想訂特別的餐食、想參加特別的活動…… 
 

  3. 接受初步規劃及報價後，給正確英文名，我們給您沒有變數的保障： 
在您接受初步的規劃及報價後，請準備正確護照上的英文名，我們立即幫您訂機位，機
位確認後，在二天內就可拿到百分百確定的報價、確認的旅館，您的旅遊計劃即被保障，
沒有變數。 

 
4. 繳付訂金或機票開票款：   

確定報價後，我們將向您收取每人 NTD20,000 
※有些航空公司訂位96小時內需完成開票，此情況下，我們會向您收取部份的機票款(每

人約 NTD40,000) 
 

5.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資料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的注意事項資料、必要的旅遊票券(如電子機票根、
旅館住宿券、火車票及訂位)，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一切交接清楚後，同時向
您收取尾款。 

 
  6. 快樂出發，我們在台灣關心您在國外的旅遊狀況： 

   出發日快樂出發後，當您在歐洲自在旅遊時，如果在外站有任何緊急事情，都可以立即
撥打說明會手冊上之緊急連絡電話(或用簡訊或 E-MAIL) 與我們連絡，我們會以最快的
速度給您必要的協助，讓您的自由行最安心。 



歐洲自由行量身訂作需求單 
 
親愛的貴賓您好，為了幫您規劃最完整且有效率的歐洲自由行，還煩請填寫下列需求表單，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為您做最精準的規劃與估價 
 
姓   名：  

連絡電話及方便連絡時段：  
電話：                    
方便連絡時段：                       

連絡 E-MAIL ：  

預計出發日：  
          年        月        日 
(可前後彈性：前        日 / 後        日) 

預計人數：  
                  (有小孩請註記) 

旅遊天數：  
              天 

旅遊國家：  
                       (單國 / 雙國 / 多國 皆可 ) 

希望必去的景點或城市： 
 
 
 
 

 
 
 
 

特別需求： 
(如可告訴我們您喜歡多看
還是喜歡細細品嚐、或想訂
特別餐、景觀火車、接送、
特別活動……..) 
 

 
 

每人概略預算：(不含午晚
餐及門票及部份自理的當
地交通費用) 

 
NTD                  
 

※ 填寫後煩請傳真：02-25113539 或 E-MAIL 至 info@luxetravel.com.tw 
※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會有專人以先電話與您連絡 
※ 填寫上如果有任何問題還請不吝來電詢問：02-25113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