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德瑞 冬趣溫泉 賞玩策馬特 13 天 

 

行程重點 

1. 典藏特選體驗：百年名人溫泉小鎮-洛伊克巴溫泉水療中心 

2. 必賞瑞士雙峰：馬特洪峰、少女峰 

3. 浪漫古城之旅：史特拉斯堡、海德堡、羅騰堡、伯恩 

4. 美景就在窗外：黃金列車頭等艙、世界最陡的纜車「啤酒桶纜車」 

5. 最佳路徑不走回頭路：北進(法蘭克福)、南出(慕尼黑)德瑞全覽不浪費。 

6. 門票絕對不少：萊茵河遊船/船遊國王湖/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海德古堡+纜車套票+

大酒桶/洛書堡火車/策馬特齒軌火車/啤酒桶纜車/新天鵝堡 

7. 精選住宿地點：貝希特斯加登五星凱賓斯基/慕尼黑市區五星/少女峰山下五星兩晚/洛

伊克巴溫泉飯店/羅騰堡老城旅館 

8. 品嘗德瑞美味：米其林一星+米其林推薦餐廳+五星飯店米其林饗宴/慕尼黑 R181 

360°環景高塔餐廳/盧森 GM 歷史古蹟餐廳/瑞士經典 Fondue 起士鍋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879 17：45 — 22：10 04：35 

新加坡 → 法蘭克福 新加坡航空 SQ-026 23：55 — 06：45 12：45 

回程 
慕尼黑 →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327 13：10 — 07：00+1 11：50 

新加坡 → 台北 新加坡航空 SQ-876 08：20 — 13：10 04：50 

 

 

  



第 01 天 桃園機場 / 新加坡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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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航空 SQ-879  17:45 / 22:1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4:35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全球十大航空之一的「新加坡航空」 

被譽為「航空界奧斯卡」的 Skytrax ，不受贊助

或是外界影響而備受推崇，成為航空界的一大指

標！2018 年新加坡航空獲得全球最佳航空公

司第一名，這個獎項的評鑑是來自 2017 年 8 月

至 2018 年 5 月間，超過兩千萬筆旅客針對全球

335 家以上航空公司的搭機體驗評分及意見。 

四度票選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SKYTRAX 執行長 Edward Plaisted 表示：「我

們恭賀新航達成這項優越的成就，並創下史上第

四度被乘客票選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里程碑。

對於消費者而言，讓人『驚嘆』的因素就是高度

的一致性，這正是在產品與服務都評價甚高的新

航所擁有的最重要的資產。」 

 

  



第 02 天 新加坡機場 / 法蘭克福機場－萊茵河－羅騰堡 

今晨飛抵法蘭克福後，我們來趟萊茵河之旅，被公認為歐洲最美的河段更維繫著德國經

濟上的大動脈，是條無可匹敵的世界大河。午後造訪羅曼蒂克大道上最耀眼的明珠、中

世紀景觀保持最完整的羅騰堡。堅固的環城城牆及稜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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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其中讓你有種置身中古世紀的感覺。 

 

◆備註：如遇節慶則改安排入住鄰近城市四星同等級。 

【含門票參觀景點】萊茵河遊船。 

【下車參觀】羅騰堡馬克廣場、市政廳。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新加坡航空 SQ026 23:55- 06:45   

預計飛行時間約 12:45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法蘭克福-(27KM 00:35)-萊茵河-(200KM 02:00)-羅騰堡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萊茵地方風味料理 晚餐：法蘭肯鄉村豬排料理 

住宿：Tilman Riemenschneider 或 Prinz 或 Villa Mittermeier 或四星同等級 

 

  

萊茵河流域 

萊茵河發源於瑞士東南部的阿爾卑斯山，全長

1320 公里，萊茵河幹流水量平穩且豐沛，常年

自由通航里程為 700 公里，是世界上最為繁忙

的航道之一。是歐洲西部第一長河。而中上流河

谷段在 2002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河流沿岸

有超過 40 棟中世紀城堡與許多成片的葡萄園，

景致優美宜人。 

中世紀珍珠-羅騰堡 

是德國巴伐利亞最出名的小鎮，有“中世紀明

珠”的美稱，現在是德國旅遊的熱門項目，是德

國羅曼蒂克大道及古堡大道中的城市。老城廣場

上有準點出現的市長引用 3.25 公升大酒杯的

鐘，也有充滿中世紀風味的小巷弄及各式特色商

店。 

  



第 03 天 羅騰堡 - 海德堡 - 史特拉斯堡 

海德堡無疑是世界最著名的德國城市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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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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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拉丁與日爾

曼民族的文化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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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被教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首次有整座城市獲此榮譽。 

【含門票參觀景點】海德古堡纜車上下+大酒桶。 

【下車參觀】海德堡老橋、銅猴子、聖靈教堂、聖母院大教堂、市集廣場、小法國區。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羅騰堡-(165KM 01:40)-海德堡-(130KM 01:25) 

-史特拉斯堡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海德堡學生歷史餐廳或 

Zum Guldenen 金羊餐聽風味 

晚餐：亞爾薩斯米其林一星 

住宿：Hilton Strasbourg 或 Golden Tulip Strasbourg Centre the Garden 或 Boma 

easy living hotel 或四星飯店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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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最早的聖誕節市集-史特拉斯堡 

開始於 1570 年每年史特拉斯堡聖誕市集都會接

待約 200 萬遊客，約 300 個小木屋搭建在宏偉

的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及其巨大的聖誕樹下。為期

一個月的史特拉斯堡聖誕市集分佈在城中的 

12 個場地，並細分為幾個主題：兒童村、酒農

村、鵝肝村等等。另外，請勿錯過唯有亞爾薩斯

人才知道配方的香料熱紅酒，以及著名的聖誕餅

乾(bredele)。 

◆2019 聖誕市集期間為 11/20-12/30◆ 

  



第 04 天 史特拉斯堡 - 柯瑪 - 伯恩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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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來到位於瑞士的首都-伯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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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人頭屋、聖馬丁大教堂、小威尼斯區、伯恩鐘樓、國會大樓、熊公園、有

頂長廊購物街、愛因斯坦故居。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史特拉斯堡-(70KM 00:50)-柯瑪-(162KM 02:05)-伯恩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白酒燉肉鍋 Baeckeof 風味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 

住宿：Best Western Hotelbern 或 Hotel Allegro Bern 或 Hotel Savoy Bern 

或四星同等。 

 

  

宮崎駿的靈感-柯瑪 

曾經用來運送葡萄酒的小運河，兩旁盡是粉色的

半木建築，揉合了德國建築風格和法國的浪漫色

調，小木屋前精心佈置的園藝花圃，使原本已充

滿童話色彩的浪漫小鎮，更添絢麗色彩，這就是

法國東北部的亞爾薩斯省。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

在”霍爾移動城堡”中的場景，便是以此地為參

考藍本。 

阿爾薩斯經典特色菜 

Baeckeoffe 英語譯為"Alsatian casserole"是一

道 和 酸 菜 醃 肉 齊 名 的 阿 爾 薩 斯 白 酒 燉 肉 鍋

Baeckeof，更是亞爾薩斯當地人請客的最佳主

角。相比傳統酸菜醃肉，這道菜的食材更為豐富，

包羅了豬牛羊三種肉。製作過程通常從頭一天開

始，肉醃製一晚後，再加入洋蔥、胡蘿蔔、韭菜、

辣椒和典型法國香料等，再將肉類和菜類一層一

層的分開疊放，倒入當地白葡萄酒，在密封的砂

鍋中慢燉而成。 

  



第 05 天 伯恩 - 茲懷斯文+++黃金列車頭等艙+++蒙投 - 洛伊克巴 

早餐後搭乘“黃金列車 MOB 段”路段從茲懷斯文至蒙投。午後造訪佇立在雷夢湖畔、

河湖交界的西庸城堡，這座城堡超過 1,000 多年的歷史，一座橋與岸邊相連，詩人拜倫

於西庸的囚犯當中大力讚賞解放運動象徵的波尼瓦爾院長，此舉使它成為眾所周知的名

城。典藏冬天特別安排瓦萊州高山深處的洛伊克巴溫泉。這裡有個有名的阿爾卑斯山 365 

Leukerbad Therme 溫泉理療中心。寒冷的冬天全身心放鬆在溫熱的泉水中，在阿爾卑

斯山下泡溫泉是人間一大享受，也是此生最難得的經驗。 

《典藏特別安排》洛伊克巴溫泉水療中心。 

【含門票參觀景點】黃金列車(頭等艙)、365 Leukerbad Therme 溫泉泡湯券。 

【下車參觀】雷夢湖、西庸城堡。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伯恩-(70KM 01:00)-茲懷斯文+++黃金列車頭等艙+++

蒙投-(3KM 00:05)-西庸城堡-(100KM 01:10)-洛伊克巴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Hôtel Les Sources des Alpes 或 Parkhotel Quellenhof  

或 Le Bristol Leukerbad 或同級四星 

 

  

黃金號列車 Golden Pass Panoramic 

如列車之名「黃金」，堪稱瑞士首屈一指的景觀

列車，列車途經瑞士湖光山色之精華，沿途墨黑

的森林、湍急的河流、放牧田野的牛羊，還有傳

統的小木屋及險峻的崖壁，在 MOB 段駛進隧道

穿過葡萄園及田野抵達蒙投，把瑞士從東北到西

南的美麗湖泊，全部串連成一條璀璨的黃金項

鍊。 

皚皚白雪的山中洛伊克巴溫泉 SPA 中心 

羅馬人很早就發現了溫泉的治療功效，位于瓦萊

州側谷中的洛伊克巴溫泉共有 65 處溫泉水療保

健場所，是冬戀溫泉者的絕佳去處。 

365 Leukerbad Therme 這間號稱阿爾卑斯山

區規模最大的溫泉中心，規劃了 10 處不同的浴

池，水溫介於 28°C  to 43°C 之間。尤其在冬

天，戶外泡湯放眼望去盡是皓皓的雪山，構成了

一幅讓人享受的美景。 

 



第 06 天 洛伊克巴 – 塔什++策馬特++施皮茨–茵特拉根(格林德瓦) 

進入馬特洪峰山腳下的策馬特，位於海拔 1,620 公尺是瑞士最南端的度假聖地，這裡的

空氣清新、純淨，四周被巍峨的群山和壯麗的冰河環繞。搭乘高奈葛拉特齒火車，來到

了標高 3,089m 的高奈葛拉特觀景台，從這裏可眺望傲視群峰的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

馬特洪峰。午後車行於阿爾卑斯山深山之中的洛書堡山谷，風景壯麗，引人入勝。典藏

特別安排搭乘洛書堡隧道路線快速火車，穿越阿爾卑斯山脈，不僅可以體驗瑞士人的偉

大隧道工程，也可以大大的縮短車程時間。之後們抵達圖恩湖上迷人的施皮茨，它背靠

群山，面對葡萄園，而最宏偉對是一座高高聳立的輝煌城堡。湖上的尼德洪山脈，一直

延伸到伯爾尼阿爾卑斯山脈，形成壯麗的全景畫面。 

◆備註：如遇觀景餐廳客滿，則安排瓦萊州米推薦美食餐廳。 

【含門票參觀景點】高奈葛拉特齒軌火車、洛書堡火車。 

【下車參觀】高奈葛拉特山、策馬特小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洛伊克巴-(60KM 01:00)-塔什++策馬特++施皮茨 

-(20KM 00:20)-茵特拉根(格林德瓦)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3100 高奈葛拉特觀景餐廳或 

策馬特羊排風味餐 

晚餐：瑞士風味餐 

住宿：VICTORIA JUNGFRAU HOTEL 或 ROMANTIK HOTEL 或五星級飯店 

 

  

高奈葛拉特齒軌觀景火車 

修建於 1898 年，的高奈葛拉特登山齒軌火車是

瑞士的第一條電動齒軌鐵路，列車在蜿蜒群山中

來到海拔 3,089 公尺的高納葛拉特觀景台，這兒

是可眺望羅莎峰、卡斯特爾峰、波魯克斯峰、布

萊特峰、小馬特洪峰、馬特洪峰..等 4000m 公尺

的阿爾卑斯雪山群與雄偉冰河。 

阿爾卑斯山最美麗的山峰-馬特洪峰 

標高 4478 公尺的馬特洪峰是瑞士最著名的地標

之一，馬特洪峰有四個面的高山，分別面向東南

西北每一面都非常陡峭，這座長年積雪、傲立群

峰的高山如遇天氣良好、朝陽升起時，整座山峰

會被金黃色的太陽照射，此景吸引許多到訪的遊

客 

  



第 07 天 飯店 - 少女峰 - 茵特拉根(格林德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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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tsch Glac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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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遇飯店客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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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D1,000 元。 

《典藏特別贈送》少女峰鐵路紀念護照，送完為止喔！ 

【含門票參觀景點】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 

【下車參觀】斯芬克斯觀景瞭望台、冰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施皮茨-(40KM 00:35)-少女峰-(12KM 00:30)-茵特拉根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少女峰冰河餐廳西式 晚餐：阿爾卑斯山起司火鍋 Fondue 

住宿：VICTORIA JUNGFRAU HOTEL 或 ROMANTIK HOTEL 或五星級飯店。 

 

  

歐洲屋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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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卑斯山起司火鍋 Fondue 

是一種瑞士傳統飲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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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8 天 茵特拉根 - 施維茨啤酒桶纜車 - 盧森 

今日來到瑞士國名的發源地—施維茨，特別安排搭乘「世界最陡的高山纜車」，2017 年

底全新完工的獨特啤酒桶纜車，採用全球首創的最新科技纜索列車，車廂在鐵路上爬升

時會像滾桶般旋轉，使得乘客能在陡峭的路線上保持水平狀態，並同時飽覽群山環繞的

美景，堪稱瑞士科技攀上新巔峰！瑞士鐵路發言人說「經過 14 年的規劃和建設，每個

人都為這條鐵路感到驕傲。」接續來到風景如畫，有如鑲嵌在令人難忘的山嶺湖泊間的

蜜月之鄉－盧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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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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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遇啤酒桶纜車冬季維修或停駛，則改由敞篷纜車替代，如兩者都因天候停駛

或維修則每人退費 10 歐。 

【含門票參觀景點】世界最陡啤酒桶纜車。 

【下車參觀】盧森湖、卡貝爾古橋、獅子紀念碑。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茵特拉根-(110KM 01:30)-施維茨-(42KM 00:35)-盧森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盧森 GM 歷史古蹟餐廳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Lucerne 或 Ameron Luzern Hotel Flora 或四星級飯店 

 

  

全球最陡纜車－圓柱般的車型，看似啤酒桶 

耗費 5200 萬瑞士法郎，歷經 14 年，以中部施

維茨州首府施維茨為起點，以每秒 10 公尺速度

前進，開入海拔 1300 公尺的施圖斯，短短 1.738

公里距離，就爬升 743 公尺，因此設計了可隨傾

斜度旋轉調整的桶狀車廂，以便乘客在最大坡度

達 110% (47.7 度)的路程仍能平衡站立，足可見

瑞士科技攀上新巔峰。 

盧森湖 

盧森湖位在瑞士中心地帶，在瑞士眾多高山湖泊

之中最閃亮的珍珠，此地向來是蜜月的首選之

地，我們安排搭乘遊船、深入湖心，從湖面上欣

賞點綴在後方的老建築、碼頭畔搖曳的船隻、壯

麗的阿爾卑斯的自然美景。 



第 09 天 盧森 - 瓦度茲 - 林道 - 福森 

今日來到世界最小國之一的列支敦斯登親王國，是為在瑞士與奧地利兩國間，該國唯一

一方語言是德語但與德國沒有交界的國家。雖然土地狹小兼人口稀少，但卻擁有極高的

國民收入水準，是一個以阿爾卑斯山美麗風光、避稅天堂與高生活水準而著稱的富裕小

國。午後來到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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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沿著美麗的德國「阿爾卑斯

山之路」來到福森小鎮，今晚夜宿阿爾卑斯山城。 

【含門票參觀景點】郵票博物館 Briefmarken Museum。 

【下車參觀】瓦杜茲、燈塔、巴伐利亞獅子像、新市政廳、舊市政廳、馬克塔(舊燈塔)。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盧森-(130KM 01:40)-瓦度茲-(68KM 00:50)-林道 

-(99KM 01:30)-福森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瓦度茲地方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HOTEL SCHLOSSKRONE 或 HOTEL LUITPOLDPARK FUSSEN 或 四星級飯店 

 

  

【微型國家-列支敦士登】-我是來集郵的！ 

從 1912 年 2 月 1 日起，第一套列支敦士登郵票

正式發行面世。第一套郵票的面值是 5、10 和

25 赫勒，票面上的圖案是約翰二世大公的畫像

並且標注有“列支敦士登公國的奧地利郵政”

字樣，是由兩位國際著名的在這個領域裡非常有

經驗的奧地利藝術家設計繪製。列支敦士登郵票

深受集郵愛好者的喜愛，給這個經濟不發達貧窮

國家帶來了迫切所需的新的收入。 

在波登湖的林道 

位於瑞士、奧地利和德國三國交界處，由三國共

同管理，湖區景色優美，風景迷人。林道 Lindau

又譯作林島，位於波登湖東岸的島上，德國、奧

地利和瑞士三國的交界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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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天 福森 - 新天鵝堡 - 貝希特斯加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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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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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五星飯店因冬季休館或額滿訂不到，將改由其他地區五星飯店替代。 

◆備註:如未訂到米其林饗宴晚餐，則改訂其他地區米其林饗宴替代。 

【含門票參觀景點】新天鵝城堡。 

【下車參觀】新天鵝堡景觀台、威斯教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福森-(8KM 00:10)-新天鵝堡-(24KM 00:20)-威斯 

-(118KM 01:40)-貝希特斯加登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阿爾卑斯地方料理 晚餐：米其林饗宴 

住宿：KEMPINSKI HOTEL BERCHTESGADEN 或 Residenz Heinz Winkler 或 五星飯店 

 

  

迪士尼城堡的來源-新天鵝堡 

新天鵝城堡是德國的象徵，於是迪斯尼城堡的原

型建於 186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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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因為國王逝世而未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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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然絕塵、遺世之美－貝希特斯加登 

210 平方公里的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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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天 貝希特斯加登 - 國王湖 - 慕尼黑 

早餐後來到德國境內最美麗的山中湖泊國王湖，清澈的湖水映照著天光雲影，船夫響亮

悠遠的喇叭聲回盪於山谷間，給人無限的感動與驚奇，深深烙印在每一個人心底。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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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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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遇 R-181 浪漫景觀餐廳客滿則改安排米其林推薦餐。 

【含門票參觀景點】國王湖遊船。 

【下車參觀】瑪麗安廣場、市政廳、奧林匹克運動公園、聖巴爾特羅梅禮拜堂。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貝希特斯加登-(05KM 00:15)-國王湖-(160KM 02:10) 

-慕尼黑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湖區香烤鱒魚餐 晚餐：R181 浪漫景觀塔餐廳 

住宿：The Westin Grand Munich 或其他五星同等。 

 

  

國王湖 

貝希特斯加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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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愜意而寧靜的氛圍，宛如一幅畫。 

R-181 浪漫 360°環景旋轉高塔餐廳 

來慕尼黑，一定要來吃吃這家餐廳。有着 360 度

環繞景觀俯視慕尼黑的完美的餐廳，如在一個天

朗氣朗的日子俯視雄偉壯麗的慕尼黑和阿爾卑

斯山景。如能在安排於晚餐時登上頂樓的用餐看

日落，你將欣賞到風景非常美的慕尼黑一景。 

  



第 12 天 慕尼黑機場 / 新加坡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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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新加坡航空 SQ327 13:10/07:0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50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 13 天 新加坡機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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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航空 SQ876 08:20/13:1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4:50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有不便，

敬請見諒。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必「主動」

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足單人房差價；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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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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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