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瑞士日內瓦會議 12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香港 / 蘇黎世 / 日內瓦 
02 日內瓦(會議 / 旅館自理) 
03 日內瓦(會議 / 旅館自理) 
04 日內瓦(會議 / 旅館自理) 
05 日內瓦(會議 / 旅館自理) 
06 日內瓦---策馬特 
07 策馬特(建議拱納瑞特之旅) 
08 策馬特---冰河列車---安德瑪特---盧森(冰河列車) 
09 盧森 
10 盧森---伯恩 
11 伯恩---蘇黎世機場 / 香港 / 台北 
12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91,000 
 
***報價不含旅館城市過夜稅*** 

***此報價尚未訂位、訂房，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6 項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2 天) 
01 台北 / 歐洲來回瑞士航空經濟艙來回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5 晚二大一小三人一室含早餐(雙人房加床) 

03 瑞士國鐵連續 8 日家庭卡頭等艙 + 青年票連續 8 日頭等艙 

04 冰河列車訂位 

05 全程伍佰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小孩依保險規定上限) 

06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第一天 台北 / 香港 / 蘇黎世 / 日內瓦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物品噢！今晚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

乘豪華廣體客機，經香港及蘇黎世轉機前往日內瓦。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

足精神，明天開始精彩的瑞士之旅。 

 

第二天 日內瓦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日內瓦。位於日內瓦湖西南岸的日內瓦，雖然僅是個擁有 18 萬居民的

小城市，但卻是世界各主要重要機構與組織的總部所在地；然而，日內瓦擁有的其實不僅只

是如此，它還有自羅馬時代即已開始的歷史文化以及購物、健行、感受藝術、 探訪歷史等各

種不同的旅遊趣味可以提供給大家。 

 

 



 

第三天  日內瓦(建議夏夢尼之旅) 

夏夢尼百朗峰（法語：Chamonix-Mont-Blanc）是法國東南方接近瑞士與義大利國界的一

個山中小鎮，處於羅納-阿爾卑斯大區上薩瓦省的百朗峰山腳下，常住居民約 9830 人，是法

國人口第 865 名的城鎮[1]，由 16 個村莊組成。 

1091 年日內瓦的伯爵把周邊的谷地贈送給位於皮埃蒙特的一座本篤會修道院，這是首次提到

阿爾沃河右岸的一些小建築，即霞慕尼的前身。它後來屬於薩伏依，後來隨之被合併入薩丁

王國。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後它被併入法國。1860 年 3 月 24 日按照都靈條約[2]薩伏

依公國正式合併入法國，由此夏夢尼也於 1860 年 4 月 4 日正式成為法國一鎮，1921 年 11

月 21 日它更名為今天的名字。 

南針峰（法語：Aiguille du Midi）是法國阿爾卑斯山百朗峰的一座山峰，海拔 3842 公尺。 

到達峰頂的纜車建於 1955 年，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纜車，並保持該記錄達大約 20 年之久，

至今仍是世界上垂直距離最大的纜車，從 1035 公尺到 3842 公尺。從纜車的起點夏慕尼到

終點南針峰頂，超過 2800 公尺的高度只需 20 分鐘。峰頂有一座全景觀景平台，咖啡館和禮

品店。山峰的名稱按字面翻譯為「南方的針」。(註：「midi」此字彙本身具有兩種意思。若前

頭沒有加上定冠詞、第一個字母 m 沒有大寫，意為「中午」；若加上定冠詞，第一個 字母為

大寫 M，則代表「國家的南部」，在此應指位在霞慕尼(Chamonix-Mont-Blanc)之南方) 

 

第四天 日內瓦(建議洛桑之旅) 

洛桑位於日內瓦東北約 50 公里處，是瑞士聯邦沃州和洛桑區首府，同時也是大洛桑都會區

核心城市、瑞士第五大城市。洛桑與鄰近的日內瓦一樣，是許多著名的國際組織例如國際奧

委會等的總部所在地，因此也稱為「奧林匹克首都」。 

舊城和大教堂 : 宏偉的大教堂，被不準汽車駛入的道路圍繞著。自 1405 年開始，教堂鐘樓

的大鐘除了每天從晚上十點到凌晨二時每小時鳴鐘，還監察著城裡並無火災。 

奧林匹克博物館 : 概述介紹從 1896 年雅典夏季奧運會到今天的奧運會歷史。 

日内瓦湖遊船 : 輪槳蒸氣船和機動遊船，都帶人們從水上欣賞岸上美景。 

邊沿藝術博物館(Musee de l’Art Brut) : 展覽非藝術領域人仕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其中很

多也是精神病患者囚犯 

 

第五天  日內瓦(建議蒙投+葡萄園梯田漫步之旅) 

上午搭車前往有「瑞士的香格里拉」之稱的蒙投，蒙投位於日內瓦湖畔，長達 15 公里的步

道、終年覆雪的高山景緻、美麗的湖面風光、沿著湖畔層層往上攀升的美麗葡萄園景觀、獨

特的西庸古堡、溫和的氣候、高級且獨具風格的飯店以及多樣化的美食與佳餚等， 這一切都

為美麗的蒙投更增添了許多獨特的魅力；全球知名的海明威、卓別林以及巴芭拉韓德利克

(Babara Hendrick)等其他大明星都因深愛此地而選擇以此為家。日內瓦湖畔的拉沃葡萄園

梯田，拉沃(Lavaux)八百公頃的葡萄園梯田，爲遊客提供宏麗的景色，那是瑞士最大連續不

斷的葡萄園地帶，位於瑞士兩大旅遊勝地---洛桑(Lausanne)和威韋(Vevey)之間。根據當地

人的說法，這裡的土壤一天內擁有三次陽光的照耀，清晨旭日東昇之際、白天湖面所反射的

陽光、及黃昏時刻由圍牆散發出的熱氣。由於吸收充裕的陽光，所以生產出來的葡萄酒也就

格外地香醇。現今種滿了多種葡萄的土地，如梯田般地一層層沒入雷夢湖中，景色非常讓人

陶醉。在西元 2007 年，這一區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足以證實它的價值。

人們在拉沃葡萄莊園可以俯瞰日內瓦湖，湖水成了葡萄園的美麗背景。這個集自然美景和美

食於一身的地方，絕對值得一遊。 

 

 

 



 

第六天 日內瓦---策馬特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策馬特。策馬特除了是欣賞與攀登馬特洪峰的最佳基地之外，還因該城採

取車輛禁行的 Car Free 政策，而使得整個山城卻因而多了一股熱鬧集中的歡愉氣氛，種種因

素的結合讓策馬特甚受瑞士當地人以及世界各國旅人的歡迎，有興趣的旅人， 還可以在當地

乘坐馬車遊覽這個別具風情的阿爾卑斯山傳統山城。 

 

第七天 策馬特 (鞏納瑞特 / 冰川天堂) 

今日建議您早點起床，欣賞最美的馬特洪峰日出。隨後返回旅館早餐後，搭鞏納瑞特登山火

車前往欣賞造型峻偉之世界名峰--馬特洪峰，它位於瑞士西南部的瑞、義邊界上，馬特洪峰

以特殊的三角錐造型聞名，幾乎瑞士所有的風景明信片都可看見它的雄姿。 

歐洲海拔最高的高山纜車馬特洪峰冰川天堂，海拔 3883 公尺，擁有歐洲海拔最高的高山纜

車，以及歐洲海拔最高的觀景點！將遊客們帶入一個由群山、冰河、白雪構成的壯麗世界。

於阿爾卑斯山區海拔最高的觀景平台，您可以全方位地欣賞 38 座阿爾卑斯山峰的雄姿。海

拔最高的“冰宮”距離冰層表面約 15 公尺，您在這裡可以欣賞到各種冰河裂縫，非常刺激。

朦朧的光線和音像效果將伴您遊覽這個神奇的冰河世界。創建冰宮的相關資訊、冰河學以及

美酒和精緻的冰雕都會帶給您一種特別的體驗 

 

第八天 策馬特---冰河列車---安德瑪特---盧森 

今日上午搭乘冰河列車前往安德瑪特，冰河列車(Glacier Express) 東起聖模里茲，西至策馬

特，總長 291 公里，沿途經過 291 座橋樑，91 個隧道，全程約 8 小時；串連了聖模里茲的

多瑙河流域，萊茵河流域及隆河流域。所謂冰河列車並非沿路可看到冰河，而是鐵道築在冰

河遺跡上，沿途穿越高山深谷，峰迴路轉於阿爾卑斯群山之間，風景如畫美不勝收。抵達安

德瑪特後，搭車前往瑞士中部湖濱度假勝地---盧森。 

 

第九天 盧森(建議瑞奇山或彼拉特斯山之旅)  

今日可前往瑞奇山，瑞奇山海拔 1800 公尺，位於盧森附近，由於視野極佳，可登高望遠，

成為盧森近郊著名的觀光景點。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曾於 1868 年，選擇了瑞奇山作為她瑞士

假期中的一個重要目的地，瑞奇山自此聲名遠播，並有了「女皇之山」的美名。 想要登上瑞

奇山山頂，可以選擇搭乘火車或是纜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瑞奇山的火車乃是全歐洲歷史

最悠久的齒輪火車，因此喜愛懷舊的旅人不妨可以試試。(或您可選擇前往彼拉特斯山) 

 

第十天 盧森---伯恩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瑞士首都--伯恩。瑞士首都伯恩市區觀光：伯恩市於 1191 年由 Zähringen

的 Berthold V 建立，一般認為這座城市得名於一隻被擊退的熊。（這個地區經常有熊的出沒，

人們可以在鄰近 Nydeggbrücke 的地區看到）1353 年，伯恩成為聯邦瑞士的第八個州，徹

底重建於 1405 年一場大火之後，1848 年新的聯邦憲法將伯恩定為瑞士首都，或是更精確地

稱為聯邦之城。伯恩典雅的舊城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第十一天 伯恩---蘇黎世 / 香港 / 台北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蘇黎士。蘇黎世是中世紀與現代化相結合的城市，市內有中世紀時期的教

堂尖塔、古堡、噴泉。利馬特河兩岸有雙塔式羅馬大教堂、修女院、市政府和許多現代化的

住宅、旅館和飯店等。蘇黎世湖猶如一彎新月倚在市區的東南端，長達 40 多千米，蔚藍色

的天空映著碧綠的湖水，片片白帆搖曳著湖上的雲彩，郊區的山谷綠草如茵，林木蔥鬱。晚

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十二天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瑞士風景影像，趕緊回到溫暖的小

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