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德國 金秋紅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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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九月間，隨著秋意一天天加深到十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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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葉最前線 

  受地域差異、氣候條件等自然因素影響，各國賞紅葉最佳時節也有先後之分。進入到九月，從

緯度、濕度較高的歐洲北部地區率先進入秋天，而後慢慢地撲天蓋地向地中海烙下秋之印記。 

地    區 9 月下旬 10 月上旬 10 中旬 10 下旬 11 月上旬 

德國北部 

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 

     

德國南部 

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 

     

德國阿爾卑斯山之路 

(楚格峰&新天鵝堡) 

     

    (*此紅葉情報為歷年來的平均，紅葉時間會因天氣等因素將有所變動。)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高雄) → 香港 中華航空 CI-923 18：20 — 20：05 01：25 

香港 → 慕尼黑 漢薩航空 LH-731 23：20 — 05：35 13：15 

回程 
法蘭克福 → 香港 漢薩航空 LH-796 22：05 — 15：45 11：40 

香港 → 台北 中華航空 CI-920 19：50 — 21：25 01：25 

 

 

                                                     



第 一 天 台北(高雄)香港慕尼黑 (德國)                  2019 出發日 :  10 月~11 月初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巴

伐利亞首府－慕尼黑，旅情由此開始…。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時間】 

                  台北香  港  中華航空 CI-923 18:20 / 20:0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25 

                  香港慕尼黑  漢薩航空 LH-731 23:20 / 05:35   預計飛行時間約 13:15 

備註：台北香港航段為暫定之航班，以中華或國泰，航空為優先、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德國之翼  漢薩航空  

   漢莎航空是德國的國家航空公司。按照載客量和機隊規模

計算，為歐洲最大的航空公司；按照乘客載運量計算，為世

界第四大航空公司。其德語原名“Lufthansa”原意是“空中

的漢莎”，而名稱中的“漢莎”源自 13 至 15 世紀北德地區

強大的商業聯盟漢薩同盟。 

 

2018 漢薩航空  飛航 100 周年 

2017 年 12 月份，漢莎航空被評為歐洲最佳航空公司，成為

歐洲境內唯一一家獲得五星榮譽的航空公司。 

香 港慕尼黑香 港  A-380       每周七班執飛兩地 

香港法蘭克福香港  A-340 – 600 每周七班執飛兩地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 二 天 慕尼黑－赫蓮基姆湖(宮)－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 

慕尼黑，是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首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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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搭船來到了「悲劇國王」路德維二世的「凡爾賽宮」赫蓮基姆湖宮，這散盡國庫家產孤立遺世

的宮殿，足可見他對法王路易十四的崇拜及封建帝王時代的無限懷念，但國王也僅在這住了９天，

便離奇死去，留下了他未完成的宮殿；今晚夜宿阿爾卑斯山城。 

〈下車參觀景點〉聖母教堂、瑪麗安廣場、新市政廳、BMW WORLD、基姆湖。 

《含門票參觀景點》赫蓮基姆湖宮、來回渡輪、一趟馬車。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慕尼黑(89KM 01:30)赫蓮基姆湖(58KM 01:00)旅館 



 

遺世孤立「德國的凡爾賽宮」 

深具藝術涵養又個性孤僻的“悲劇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短短一

生中建造了三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其中造價最貴的凡爾賽風華再

現的“赫蓮基姆湖宮”。麗的鏡廳，會議廳，寢室和他非常尊崇

法王路易十四，宮內四處都是路易十四的畫像。他把宮殿建在琴

湖中，進出只能靠船隻聯繫，就更能讓他遺世孤立，遠離凡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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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天 旅館－國王湖－魔法森林－巒騷小鎮－阿爾卑斯山城 

今日我們如著了魔似地來到了魔法森林中的辛特湖。如果說國王湖像是一位瀟洒帥氣的國王，名震

四海；那麼辛特湖就有如陶淵明一樣神隱離群索居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之地..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不足為外人之道也。」之後既出，得

其車，便扶向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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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沉浸在阿爾卑斯神妙、奇幻、幽美的風景中，我們來到了德國最美的山中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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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安排一趟遊船來到湖

區中段的聖巴爾特羅梅禮拜堂是國王湖的標誌。今晚夜宿阿爾卑斯山城。 

〈下車參觀景點〉聖巴爾特羅梅禮拜堂、魔法森林、巒騷小鎮。 

《含門票參觀景點》國王湖遊船。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旅館(24KM 00:30Min)貝希特加敦(8KM00:15)鷹巢(197KM02:30)阿 

                          爾卑斯山城 

早餐：機上 午餐：巴伐利亞香烤豬腳 晚餐：旅館內主廚料理或阿爾卑斯山料理 

住宿：BERGHOTEL REHLEGG 或 EDELWEISS 或 ALM & WELLNESSHOTEL ALPENHOF 或 ALPEN 

HOTEL FISCHER 或 ALPEN HOTEL KRONPRINZ 或四星阿爾卑斯山城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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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森林 Zauberwald 中的辛特湖 

坐落在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內，步行在蜿蜒曲折的羊腸小徑來到

被山和樹林所環繞，藍天白雲映襯著湖水，偶有小船悠閒地划

過，愜意而寧靜的氛圍，宛如一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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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夫清脆且動聽的喇叭聲，如天使歌唱般的回盪於山谷間，給人無

限的感動與驚奇，深深烙印在每一個人心底。 

 

 

第 四 天 旅館－新天鵝城堡－林德霍夫堡－阿爾卑斯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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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若國王般進入天鵝古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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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於福根塞湖畔的路德維希音樂劇院 

餐廳裡享用優雅的午宴。 

之後來到「月亮王子」路德維希二世在世時唯一完成的宮殿，小巧純白色似珍珠的林德霍夫堡與阿 

爾卑斯山山景完美結合，是路德維希的最喜愛也住過最久的城堡。據說他白天喜歡在森林裡漫遊， 

夜晚經常在月光下，光著腳在草地上走。今晚夜宿阿爾卑斯山城。 

〈下車參觀景點〉瑪莉安橋、福根塞湖 FORGGENSEE。 

《含門票參觀景點》新天鵝城堡(小巴士上山+馬車下山)、林德霍夫堡。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旅館(5KM/00:10)新天鵝城堡(45KM/00:50)林德霍夫堡(26KM/00:30) 

阿爾卑斯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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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香烤鱒魚餐 晚餐：旅館內主廚料理 

住宿：PARK HOTEL AM SOIER SEE 或 ALPENHOF MURNA 或 HOTEL AM HOPFENSEE 或 HOTEL 

 SOMMER - WELLNESS & SPA 或四星阿爾卑斯山城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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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二世的小別墅 

建於 1874 年的林德霍夫宮是屬於法國洛可可建築風格，與其說

是皇宮倒有點像很富麗堂皇的別墅。小巧純白色似珍珠的林德霍

夫堡，有個「魔法餐桌」和「維納斯洞穴」..是國王唯一完成的

宮殿，也是最喜愛及住過最久的城堡。大都的團體僅僅花園走

走，而不入內參觀，甚為可惜！ 

 

第 五 天 旅館－楚格峰－北海維京人村－紐倫堡 

一夜的好眠後，我們特別安排登山齒軌火車登上德國境內阿爾卑斯最高的山峰－楚格峰，此地高

2962 公尺是韋特施泰因山脈最東邊的山峰，您可從峰頂可以欣賞 400 座阿爾卑山頭及四個國家的

美景，真是所謂的「一身跨兩雄，四國在眼下」。午後另安排搭乘纜車下山，秀麗的 EIB SEE 高山湖 

泊盡收眼簾。 

你知道經典卡通北海小英雄在哪裡拍攝？午後我們和小威一樣出航唱著「藍天是白雲故鄉，星星的 

夢鄉，碧海是朵朵浪花，無盡的期待，揚帆是傲遊萬里夢想的實現，乘著風駕著帆迎向茫茫大海， 

有理想、有智慧、不怕苦、不怕累勇往向前；北海的碧海藍天～小英雄」。 

向晚時份來到二戰後終審納粹黨人之地的紐倫堡。 

〈下車參觀景點〉楚格峰、北海維京人村。 

《含門票參觀景點》楚格峰登山齒軌火車+纜車(如遇維修或關閉，則改單一交通工具上下)。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嘉米煦(29KM 00:30)北海維京人村(250KM 02:55)紐倫堡 

 

登山齒軌火車 Zugspitzbahn：  

1928 年，巴伐利亞州建造了一條齒軌鐵路(MT.Zug spitzbahn) 

，從海拔 710 公尺的嘉米煦山城至海拔 2,600 公尺的 Sonn Alpin

冰河平台終點站，高低落差 1,900 公尺，全長 18 公里長。登頂

齒軌鐵道為了防止火車在行進間下滑，除保留原有兩條鐵軌外，

又在軌道間加了齒軌及火車底部加裝齒輪，又名為齒軌鐵道。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路德維希音樂劇院餐廳  晚餐：阿爾卑斯山鄉村料理 

住宿：EIBSEE 或 STAUDACHERHOF 或 RIESSERSEE 或 GRAND SONNENBICH 或四星同等級。 



 

尋找幸福：乘著文學去旅行 

描述一群居住在富拉凱村裡維京海盜們的故事，海盜首領富拉凱

村的族長叫做維京老大；他有個聰明的兒子叫做小威，長相可愛

又有智慧，只要摸摸鼻子、彈個手指，馬上就能出現無數個好點

子。小威常與這群有勇無謀的海盜們出航，常常無法解決在航海

冒險中面臨的困難，多虧小威天生聰穎、樂觀冷靜，智勇多謀的

他，總是能夠在千鈞一髮之際急中生智，幫助大家渡過難關。 

 

第 六 天  紐倫堡－洛登堡－法蘭克福 

一百年前的一個聖誕節平安夜，胡桃鉗大戰老鼠和華格納的音樂劇〔紐倫堡的名歌手〕讓此地聞名

世界，這裡的一磚一瓦雖是二次大戰後所重建卻仍保留濃厚中世紀面貌廣場中間的幸運之環可別忘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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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黃昏、清晨、白天、夜晚，它是如此地迷人，更讓許多人對此世界文化

遺產小鎮衷情甚深。 

向晚時份來到法蘭克人的渡口－法蘭克福。 

〈下車參觀景點〉美之泉、聖母教堂、古城牆、市政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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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80KM 01:15)洛登堡(178KM 02:15)法蘭克福 

 

聖誕夜裡，胡桃鉗大戰老鼠 

《胡桃夾子和老鼠國王》敘述在聖誕夜舉辦熱鬧的晚會，小女孩克

萊兒從一名老伯伯手中獲得一件人形的胡桃鉗，但卻被調皮的哥哥

弄壞了，克萊兒便傷心地將這胡桃鉗丟在聖誕樹下。到了深夜，曲

終人散，家人也都睡了…突然間，原來是老鼠大軍從牆邊的小洞跑

了出來，對客廳裡的玩具發動攻擊，只見胡桃鉗揮舞長劍，率領由

玩具與糖果組成的雜牌軍奮力抵抗…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楚格峰山頂觀景餐廳 晚餐：旅館內主廚料理 

住宿：HILTON NURNBERG 或 LIVING HOTEL BY DERAG 或 NH COLLECTION 或四星同等級。 



 

一部春秋史，千年孤臣淚 

在 30 年宗教戰爭裡，一飲而盡解圍城之憂。不管你是第一次前來

或重遊多次，洛登堡是羅曼蒂克大道上素有『中古世紀之寶』之稱 

，也是最美的城市，絕對都不會讓您失望。 

 

 

第 七 天  法蘭克福++ICE++萊比錫 

今日搭乘 ICE 快速火車來到歌德的小巴黎，也是著名的音樂之城萊比錫。1729 年巴哈在聖托瑪斯教

堂首演《馬太受難曲》，之後，隨時間流逝，這齣舉世鉅作便漸漸黯淡下來，直到一百年後孟德爾頌

於柏林親自指揮演出《馬太受難曲》，才震驚音樂界；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於 1539 年在此佈道。孟

德爾頌更在 1843 創立了萊比錫音樂院，舒曼、克拉拉等等的音樂豐富了此城。今日晚餐我們特別

萊比錫最有名的餐館奧爾巴赫酒館內享用午餐，文藝青年歌德盡畢生之力所完成的偉大詩劇《浮士

德》，靈感源自奧爾巴赫小酒館，不僅詮釋出善與惡的觀念，其中所提出的人生、政治愛情等道理，

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深思重點。 

〈下車參觀景點〉萊比錫歌劇院、聖托瑪斯教堂、新布商大廈音樂廳、歌德雕像。 

《貼心安排》DB 德國快速火車<法蘭克福+++萊比錫>      

               參考班次 ICE1597  09:20++12:23 或 ICE692  10:14++13:09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法蘭克福(396KM 03:00)萊比錫(115KM 01:20)德勒斯登 

 

孟德爾頌：「我有預感，上帝要我去萊比錫。」 

1729 年 4 月 19 日，巴哈的《聖馬太受難曲 BWV244》在萊比錫

聖托瑪斯教堂上演，距首場迄今已經 200 多年。此曲在巴哈生前

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沈寂了數十個年頭，一直到孟德爾頌於 1841

年，在巴哈首演此曲的聖托馬斯教堂再次演奏。人們彷佛還能感受

到，巴哈在描述聖経上記載的，有關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場面 

，是如何的打動每一位信徒的心靈。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副市長之家或德國風味 晚餐：米其林推薦美食餐廳或旅館內主廚料理 

住宿：STEIGENBERGER 或 LE MéRIDIEN 或 THE WESTINE GRAND 五星同等級。(如欲展期改安

排鄰近城市五星旅館) 



 

浮士德 Faust 奧爾巴赫地窖餐廳 

1525 年，奧爾巴赫醫生教授在自家酒窖中開設了一家學生小酒

館，“適度飲用葡萄酒有助於預防多種疾病”是他的初衷。如今，

奧爾巴赫地下室酒館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餐廳之一。歌德筆下形容

讓這座餐廳文明百年：”如你來萊比錫而沒到奧爾巴赫酒窖一坐 

，那麼就不算你來過萊比錫“。 

 

第 八 天  萊比錫－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古董蒸氣火車 WEIβERITZTALBAHN－德勒斯登 

今早來到全歐洲石林景觀最優美、也是壯闊的「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蜿蜒的易北河穿流而過及

頻繁的火山活動，讓這砂岩的山地難抵造物者的魔力，如鬼斧神工般的雕刻出斷崖絕壁的奇景，令

人驚嘆不已！  

午後來趟東歐百年森林鐵道風情，我們安排搭乘已有百年以上的窄軌蒸汽火車，體驗一下前東德鐵

幕歲月裡的大眾運輸。750mm 鐵道、ㄆㄘㄆㄘ的車頭、磚造的車庫、木造車庫…未曾改變，這一

切 現 今 已 成 為 人 類 珍 貴 的 窄 軌 鐵 道 文 化 資 產 。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或發餐費每人 15 歐元(視航班時

間及行程順暢度)  

晚餐：奧爾巴赫酒館風味 

住宿：RADISSON 或 INNSIDE by MELIA 或 ARTHOTEL ANA SYMPHONIE 或四星同等級。 



 

之後來到德勒斯登，素有「易北河畔佛羅倫斯」美譽的德勒斯登。這曾為古代薩克遜王國首都所在



地，奧古斯都君王「唯藉藝術創作而不朽」的河上城市，在漫漫的長流中，留下永恆不變的美麗，

充滿了德國的歷史與驕傲，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 

〈下車參觀景點〉塞姆佩爾歌劇院、聖母教堂、君王行列壁畫、茲溫葛皇宮。 

《含門票參觀景點》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古董蒸氣火車 WEIβERITZTALBAHN。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萊比錫(120KM 01:20)德勒斯登(210KM 02:30)波茨坦(35KM 00:50) 

柏林。 

 

德東秘境～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 

在青翠蜿蜒的河谷，斷崖絕壁之間，有股神祕且壯闊氣勢，是在

歐洲很難找到像「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般的景致。奇特的白

堊紀侵蝕景觀將令您享受一次難以忘懷的體驗，也是中歐獨一無

二的白堊砂岩岩石景觀、幽深的山谷、平頂山和峽谷…等。 

 

 

東厄爾士山百年古董蒸氣火車之旅  

我們將來東厄爾士山 Eastern Ore Mountain 特別安排來趟森林

鐵道之旅，如百年前一樣的古董蒸氣火車 Weiβeritztalbahn 奔

馳在浪漫風情小鎮和風情如畫般的秋色大地畫軸間。 

 

 

第 九 天  德勒斯登－波茨坦-柏林<<2019 柏林圍牆倒塌 30 年 

今日我們探訪原是普魯士國王別墅無憂宮，壯麗的皇宮後花園，擷取法式平面幾何、英式風景庭園

之特色而成，引人注目的噴泉花園，徜徉其間，的確能令人忘卻煩憂；之後來到原東德大城－柏林。 

現今柏林集結了現代經典與傳統智慧於一身，造就古典與現代建築藝術相互映襯，雄偉的命運之門

勃蘭登堡門輕聲低訴德國的興衰榮辱的過往，對柏林人懷有特殊的感情；從布蘭登堡城門到博物館

島，這裡可是著名的菩提樹大道，大道的兩旁盡是歌劇院、美術館、圖書館、洪堡大學…，透明圓

頂的新國會大廈及象徵著昔日分裂的柏林及那未加修復的威廉大帝紀念教堂，讓人牢記著戰爭的殘

酷。 

〈下車參觀景點〉柏林圍牆遺址、查理檢查哨、蓋世太保黨的總部、東邊畫廊(兄弟之吻)。 

《含門票參觀景點》貝加盟博物館。(如遇休館或整修則改參觀 Altes Museum 或德意志博物館或其 

                  它博物館)。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德勒斯登(210KM 02:30)波茨坦(35KM 00:50)柏林。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景觀餐廳 晚餐：旅館內主廚料理 

住宿：DORINT DRESENT 或 NH COLLECTION DRESDENT 或 THE WESTINE BELLUVE 四星同等級。 



 

腓特烈大帝：王冠僅僅是一頂不防雨的帽子 

腓特烈大帝這句話證明了其謙虛的態度，他的願望就是一個普通

人的願望：無憂、無慮 Sans Souci。他命人於 1745 年和 1747

年間建造了無憂宮作為夏宮。這是他最喜歡的地方，同時也是一

個庇護所，他不情願進行哪怕只是一點小小的維修，因為這座宮

殿是他的宮殿，“只需要存在於我的生命裡”。 

 

孟姜女哭倒柏林圍牆 30 年了 

這座圍牆建於 1961 年，目的是將當年早已分裂狀態的柏林劃分

東西。1989 年 11 月 9 日那天，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 

・沙博夫斯基在直播的國際記者會中宣佈，「即時 sofort, unverz

üglich」取消所有外遊限制，這天讓境內民眾跨越圍牆到西邊去。

東德長大的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她曾在一段致詞中

談到：「我想沒有人會忘記那一天，至少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第 十 天  柏林－施威林水上城堡－漢堡 

今早接續柏林電視塔是昔日東德向世人炫耀的主要地標，波茨坦廣場是新柏林最有魅力的場所之

一，其引人注目的建築集餐館、購物中心、劇院及電影院等於一身。 

之後來到山明水秀的施威林湖區素有「Stadt der sieben See 七湖之城」之稱，整個城區被碧波漣

漣的湖泊分割成片片星島澤國，施威林城堡位在兩湖間的布爾克湖心小島、僅以兩座橋樑與其它島

嶼相連，擁有 365 座高塔壯麗外觀，城堡優美的倒影映在碧綠的湖面上更顯浪漫風情而博得「北方

新天鵝堡」的美稱。 

午後來到德國第二大城漢堡。漢堡自喻為德國之大門，因為它的邦徽為城門。漢堡的全名為「漢堡

漢撒自由市」，道出這座城市引以為傲的歷史。它是河港而非海港，及數不清的小運河及數千座的橋 

，構成足以媲美水都威尼斯的優雅浪漫風情。號稱漢堡教堂之父的聖米歇爾教堂，有德國最大的鐘

塔，聖米歇爾教堂高約 132 公尺，18 世紀時曾是世界最高的教堂。我們搭乘聖米歇爾教堂電梯欣

賞易北河漢堡港美麗景致。 

〈下車參觀景點〉布蘭登堡門、波茨坦廣場、施威林水上城堡、古老證券交易所、聖瑪麗亞教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柏林(220KM 02:30)施威林水上城堡(110KM 01:20)漢堡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德國風味料理 晚餐：Zitadelle 中世紀城堡晚宴 

住宿：SHERATON BERLIN GRAND 或 INTERCONTUNENTAL 或五星同等級。 



 

漢薩同盟格言：「對內一致，對外和平」 

「漢薩 Hanze」一詞來自哥特語「軍隊」或「連隊」，初指同業

公會或行會，后指在國外的德國商人團體。漢薩同盟是 12-13

世紀中歐的神聖羅馬帝國與條頓騎士團諸城市之間形成的商業 

、政治聯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為主。1210 年呂貝克和漢堡同

意在某些事務中使用共同的民法和刑法，並彼此在本城中保護對

方的商人，可視為漢薩同盟的肇端。 

 

德北新天鵝堡--施威林水上城堡 

擁有 365 座高塔壯麗外觀，內部金碧輝煌的裝飾令人驚豔，它

建立是在 965 年斯拉夫人城堡城牆的遺迹上的一座小島，過去

是梅克倫堡公爵和大公的王宮，現是州議會的會址。今天的王宮

主要是從 1845 年到 1857 年在老王宮的基礎上更改和新增添的 

，它被看作是浪漫派歷史主義建築的代表作。城堡優美的倒影映

在碧綠的湖面上更顯浪漫風情而博得北方新天鵝堡的美稱。 

第十一天  漢堡－布萊梅+++多特蒙德 

今日來到童話大道北端起點的不萊梅，是德國北部觀光重鎮，位於威薩河畔也是德國僅次於漢堡的

第二大港，格林兄弟童話故事中的流浪動物音樂師～公雞、貓、狗、驢子，智退強敵的印象深植人

心；舊城區四週環繞著傳統德意志建築及美麗的廣場，市政廳前的動物音樂師及日耳曼史詩人物羅

蘭騎士雕像，經常是遊客的焦點。今日午餐我們特別安排米其林推薦的市政廳酒窖餐廳裡享用漢薩

風味餐。午後搭乘快速火車來到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多特蒙德。 

〈下車參觀景點〉市政廳、羅蘭騎士雕像、不萊梅樂隊銅像、貝特西街 zur böttcherstraße。 

《貼心安排》IC 德國快速火車<布萊梅+++多特蒙德>  參考班次 IC2029  16:44++18:27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布萊梅(KM 00:00)多特蒙德   

 

貝特西街 zur böttcherstraße 有黃金 

有名的貝特赫街入口上方，有著金光閃閃很難不注意到的米高屠

龍浮雕。 這街興起於是一位咖啡商人 Ludwig Roselius 為重現

中世紀街景而重金娉請藝術家精心打造出來的，全長只有一百公

尺不過充滿特色小店，也是很有味道的一條街。兩旁不但有咖啡

廳 餐廳、小型博物館、糖果店、整點表演的音樂鐘、茶專賣店…。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施威林湖區鮮魚餐  晚餐：德國風味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或 SCANDIC 或 HOTEL HAFEN 或四星同等級。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wsJjGi4rfAhVIxrwKHQhTAywQjRx6BAgBEAU&url=https%3A%2F%2Fen.wikipedia.org%2Fwiki%2FSchwerin_Palace&psig=AOvVaw3CWgdjAhzQnsWstl1qNB_0&ust=154414741317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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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年 Bremer Ratskeller 地窖餐廳 

不萊梅市政廳地窖餐廳從 1405 年便開業，一直以來酒窖是歐洲

皇室，貴族，政要，音樂家和詩人們流連忘返的美酒聖地，德意

志帝國皇帝幾乎把它作為御用的酒窖，著名的帝國鐵血宰相俾斯

麥曾多次遊覽酒窖，英國伊莉莎白女王由於一直是酒窖的忠實客

人，並實地考察過酒窖，直到今天酒窖是德國唯一家給英國皇室

供酒的酒窖。 

 

第十二天  多特蒙德－烏帕塔爾－科隆－萊茵區<萊茵遊船> 

清朝末年出洋考察大臣戴鴻慈在乘坐懸浮列車之後盛讚：“......尋常車行兩軌，此則一軌；常車輪在

車底，此則以輪行軌上，而車懸軌下，占地較省而無震喧之聲，蓋尤勝焉”。我們特別安排體驗世

界獨一無二的單軌懸浮列車，列車所經之的如公園、園林，綠樹蔥蘢、景色宜人。 

續來到西元 50 年，古羅馬時期的自由城市科隆，這裡也是羅馬教皇任命的主教管轄城。德國的科

隆大教堂無論是教堂的名氣、歷史和規模都是歐洲教堂中最富盛名的存在，也讓擁有這間「最接近

天堂教堂」的「科隆」成為德國西北部重要的觀光大城。 

午後輕鬆地來一趟萊茵河遊船，這段被公認為歐洲最美的河段之一，兩岸盡是綿延不絕的葡萄園、

古老的城堡、防禦式教堂、小鎮…在此您可一覽兩岸明媚風光，晴日時風和日麗，雨天時柔和動人，

在寧靜的河面上，腦海裡不時浮現的是「羅雷萊」處觸目驚心的傳說景緻，今日就讓你一探礁石上

美少女的真面目。 

〈下車參觀景點〉科隆教堂、4711 科隆之水。 

《含門票參觀景點》烏帕塔爾懸浮列車、萊茵遊船。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旅館(50KM 00:50)烏帕塔爾(55KM 00:55)科隆(115KM 01:15)萊茵區 

 

「天馬行空」烏帕塔爾懸浮列車 

烏帕塔爾懸浮列車始建於 1901 年，迄今經有 114 年歷史，全

長近 14 公里。由 944 條鋼架撐起的 472 座架設在 Wupper River

兩岸“八字形”鋼鐵支架上鋪就的軌道和 19 座空中車站組成，

列車懸掛在鐵軌上，騰空行駛，從河面上，橋樑上、大街上飄掠

而過。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百年酒窖餐（如遇滿改以

其他米其林推薦餐廳替代）。  

晚餐：旅館內主廚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或 STEIGENBERGER 或 DORINT 或四星同等級(多特蒙德展期多如遇展期房

滿時則改安排鄰近城市四星同等級)。 



 

無可匹敵的大河，影響世界.. 

萊茵河是德意志之父，維繫著德國經濟上的大動脈。萊茵河是條

影響世界的大河，是條無可匹敵的大河。從流經的國家，我們便

能掂量出它的分量。隨便走進萊茵河主流或支流的城市，你會發

現許多世界影響的人藏身間，如康德、尼采、叔本華、恩格斯、

歌德、席勒、海涅、貝多芬…等等。一條河流如果擁有他們其中

的一個，就足以自豪了，而萊茵河却擁有他們的全部，他們全多

從萊茵河裏掘取過靈感。 

 

第十三天  萊茵區－海德堡－法蘭克福香港 

若要說哪一個城市足以展現德國的浪漫與舊日風采，大概非海德堡莫屬，尤其是「學生王子」這部

電影的開拍，海德堡更是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學城。從山腰間的古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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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午在有歷史的金羊廳裡享用德國料理；餐後為自由活動的時光。午後時分典藏特別安排學生

之吻咖啡下午茶。 

再見！德國！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下車參觀景點〉內喀河、海德堡大學、古橋、聖靈大教堂。 

《含門票參觀景點》海德古堡(纜車)、大酒桶。 

《貼心安排》學生之吻咖啡下午茶。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萊茵區(80KM 01:15)海德堡(164KM 01:55)機場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時間】 

                      法蘭克福香港 漢薩航空 LH-796 22:05 / 15:45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40 

 

馬克吐溫：海德堡是我到過最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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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曾說：「海德堡是我到過最

美的地方」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晚餐：萊茵風味料理 

住宿：萊茵區四星旅館或同等級。 



 

學生之吻的小故事 

「……當時到海德堡求學的千金小姐，在嚴格教母的陪同下，也

經常拜訪可諾瑟先生的咖啡店。在那裡，她們總是會遇到許多青

春洋溢的年輕學子…斐里鬥林•可諾瑟先生把這些都看在眼裡，

心裡就設法想要找個辦法幫助這些年輕學子表達心意。有一天，

他製作出一種特別細柔的巧克力餅，把它命名為『學生之吻』，

年輕學子便藉由它來表達情意……」 

 

第十四天  香港台北(高雄)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時間】香港台北 CI-920  19：50 / 21：2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25 

備註：台北香港航段為暫定之航班，以中華或國泰，航空為優先、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1.金秋紅葉：一葉知秋，秋賞金色歐洲。 

2.歷史印記：1989 孟姜女哭倒柏林圍牆 30 年了。 

3.大山大水：阿爾卑斯山之最-楚格峰、基姆湖、國王湖、施威林湖區。 

4.特殊交通：烏帕塔爾百年懸浮列車、楚格峰登山齒軌火車。 

5.世界珍寶：貝加盟博物館。 

6.包含門票：赫蓮基姆湖宮、國王湖遊船、鷹巢(小巴士上下山、新天鵝城堡(小巴士上山+馬車下山) 

           、林德霍夫堡、北海維京人村、無憂宮、海德古堡(纜車)、大酒桶。 

7.精選住宿：一晚柏林五星飯店/三晚阿爾卑斯山山區旅館。 

8.豐富美食：2 次米其林推薦、百年酒窖餐、路德維希音樂劇院餐廳、奧爾巴赫酒館風味、ZUM  

            GULDENEN 金羊餐聽風味、學生之吻咖啡下午茶。 

早餐：旅館美式 午餐：ZUM GULDENEN 金羊餐聽風味(如遇滿則 

改訂騎士之家) 

晚餐：機場誤餐費(20 歐元)   

住宿：機上。 

早餐：機上 午餐：X  晚餐：X 

住宿：Sweet 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