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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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19：50 — 21：25 02：05 

香港 → 蘇黎世 國泰航空 CX-383 00：05+1— 06：30 12：25 

回程 
巴黎 → 香港 國泰航空 CX-260 13：10 — 06：45+1 11：35 

香港 → 台北 國泰航空 CX-564 08：10 — 10：00 01：50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為最終確認。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變動航班

時間或轉機點，造成團體行程變更、增加餐食，本公司將不另行加價。若行程變更、減少餐食，則

酌於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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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聚焦 

 

➢ 全球最熱旅遊首選<歐洲鐵道之旅>，到歐洲旅遊除了跟團搭巴士車外，最舒服便利

及快速可以瀏覽歐洲各地湖光山色的方式，歐洲鐵道是最佳的選擇!! 

➢ 歐洲各國因其地形緣故，各國的鐵路網綿密且發達，歐洲各國觀光局及鐵路公司為

推廣觀光，皆有單國或多國可使用的鐵路通票-Eurail Pass，使用 Eurail Pass 可以

省下購票的時間，也可享有彈性的時間安排，Eurail Pass 除了包含火車票券外，還

可使用包含當地公車、餐飲、景點門票等折扣優惠，因為 Eurail Pass 非常方便且彈

性，也是歐美遊客最常選擇使用的旅遊票券。 

➢ 搭歐鐵遊歐洲 好處最多: 

1. 貼近歐洲生活文化，搭乘鐵路最快融入。  

2. 抵達即到市中心-住宿、轉乘、觀光、購物最方便。 

3. 探索歐洲不設限-歐鐵票券可以指定單國或多國票券合併，歐洲各國鐵路網路銜接 0

距離，旅遊時間更彈性。 

4. 舒適旅遊最舒服-搭乘火車在行進間，可以觀賞沿路美景、寫網誌心得或許可以在車

廂認識不同國度的旅客，當然人生必要之急~洗手間也不用擔心囉。 

5. 觀賞美景無死角-乘坐高速列車或景觀火車，沿路欣賞高山、湖泊、田園、城市、鄉

村，不受地形限制更多歐洲美景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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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天 桃園機場 / 香港機場               2020 Dep : 4 月~10 月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航向風景秀麗、人文

薈萃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班機於隔日凌晨抵達杜拜機場。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451  19:40 / 21:2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02:00 

 

第 02 天 香港機場/蘇黎世機場++盧森 

抵達搭乘火車前往盧森市區開始瑞士的美好旅程，今日漫步在盧森市區與悲傷的獅子雕

像合影又或在盧森湖畔看湖光景誌，當然這裡遊客眾多各式商店、超市等也可以滿足您

逛街購物的慾望。 

 

◆備註：如遇 GM 百年歷史餐廳客滿，則改其他地區米其林饗宴代替。 

【參觀景點】獅子紀念碑、盧森湖、卡貝爾木橋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383  00:05+1 / 06:30 

預計飛行時間約 12:25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GM 百年歷史餐廳 

住宿：Hotel Flora 或 Radisson Blu 或 Hotel MONOPOL 或其他四星同級 

  

歐洲最古老的廊橋-卡貝爾木橋 

卡貝爾木橋是盧森最多人取景的建築，建於 14

世紀全長 204 公尺，是當時防禦工程的一部分，

木橋外觀優美裡面則會有盧森歷史與聖人勝李

奧寶嘉的圖畫。 

世上最哀傷的雕刻-獅子紀念碑 

獅子像是為了紀念在 18 世紀保護法國國

王而戰死的瑞士雇傭兵，馬克吐溫曾讚頌

這座雕像是「世上最哀傷、最動人心弦的

一座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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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天 盧森++安德瑪特++<冰河列車>++策馬特 

早餐後搭車前往安德瑪特搭乘冰河列車，被譽為最慢的快速列車是瑞士著名的觀光鐵道

路線，東起聖模里茲、西至策馬特，整條路線串聯起多瑙河、萊茵河及隆河流域等區域。 

搭乘火車最後抵達策馬特，策馬特位於馬特洪峰山腳下，是世界知名的旅遊度假勝地，

海拔 1,620 公尺的策馬特是瑞士最南端的度假聖地，這裡的空氣清新、純淨，山谷中迷

人的瓦萊州村莊被巍峨的群山和壯麗的冰河環繞，而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峰

4478Ｍ，它那獨特的金字塔造形出類拔萃且傲然睥睨其他群峰的氣勢令人讚嘆。 

 

【含票券】冰河列車頭等艙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少女峰 景觀餐廳 晚餐：山城羊排風味餐 

住宿：Relais & Chateaux Schönegg 或 Hotel Bristol 或 Mirabeau 或其他同級。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 

冰河列車東起聖模里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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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了聖摩里茲的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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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馬特 Zermatt 

策馬特之所以代表瑞士，在於它坐落在山谷

間，山峰環繞，景色脫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馬特洪峰（Matterhorn），瑞士知名的三角巧

克力（Toblerone）就是以此峰做為品牌標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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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 天 策馬特 

馬特洪峰(Matterhorn)與瑞士是不可分割的。馬特洪峰是瑞士引以爲傲的象徵。金字塔

型的巨型尖峰一柱擎天，陡峭險峻，難以攀登；但它是最多世人拍攝的山峰。  

瑞士旅遊精彩之處，不在乎一般城市觀光購物，登山暢遊，才能夠真正探索美的世界。

顧名思義，是鼓勵大家去親近大自然，擁抱綠色天地。登山涉水，認識環保，了解生態，

才是與瑞士進行第三類接觸的最大樂趣。到了策馬特，有好多種方式可以欣賞到不同角

度的馬特洪峰。今日我們在策馬特，您可依您個人喜好，選擇您最喜歡的登山路線，享

受屬於您自己的馬特洪峰之旅。 

 

◆備註：瑞士最佳健行時間約為 5 月-10 月左右，如遇天候因素積雪不化或下雪，領隊

將視天候及安全程度無法安排山中健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瑞士健行】利菲爾湖健行：領隊將會視天候狀況，在下山時安排適合的路線進行山中

健行，天氣良好時有機會見到，馬特洪峰的湖上倒影。 

【含票券】高奈葛拉特山或冰川天堂之旅或五湖健行之旅。(彈性自由三選一)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Relais & Chateaux Schönegg 或 Hotel Bristol 或 Mirabeau 或其他同級。 

  

馬特洪峰 Matter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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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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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 天 策馬特++霞慕尼【白朗峰】 

早上道別策馬特搭乘火車轉乘到法國最高的小鎮-霞慕尼，抵達後步行前往纜車站搭乘

南針峰纜車，只需要約 20 分鐘便可以抵達海拔 2800 公尺的南針峰觀景台，欣賞過白

朗峰的壯闊之美回到霞慕尼小鎮，這裡有一條主商店街雖然不到 100 公尺，但街道兩側

聚集商店、超市、藥局、餐廳等應有盡有。 

 

◆備註：如遇南針峰纜車停駛則以 Brevent 纜車或費斯特纜車代替。 

【含票券】南針峰纜車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Hotel Mercure 或 Hotel Chamonix Le Morgane 或其他四星同級。 

  

白朗峰 Mont Blanc 

白朗峰意思為白色之山，坐落於法、瑞、義三國交界處，是阿爾卑斯山最高的山峰高度為 4810

公尺，白朗峰地勢高聳約有 200 平方公里被冰川所覆蓋，而要眺望這座高峰要搭乘纜車前往

海拔 3842 公尺的南針鋒，在山頂上可以眺望法瑞義的阿爾卑斯山風景，在冬季這裡也是法

國最主要的滑雪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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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 天 霞慕尼－日內瓦++<葡萄園健行>++蒙投 

霞慕尼至日內瓦無火車通行，今早跟隨領隊腳步搭乘接駁巴士車前往瑞士第二大城-日

內瓦，日內瓦是國際大城市許多國際重要組織皆在此設立辦事處，我們將在這裡轉乘火

車前往世界遺產-葡萄園區，沿著日內瓦湖的葡萄園被列入世界遺產之中，葡萄梯田與日

內瓦湖的景色之美，吸引許多遊客前往健行與參觀。 

 

【瑞士健行】葡萄園健行：請跟隨領隊的腳步漫步在葡萄園步道中。 

【含票券】霞慕尼-日內瓦巴士票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中華風味餐 

住宿：Grand Hotel Suisse Majestic 或 Hotel Eurotel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葡萄園之美~洛桑葡萄園健行 

被列為「世界遺產」-洛桑葡萄園，從洛桑到西庸古堡全長約 40 公里，葡萄園最早建於 11 世紀由

當時的僧侶用石牆所修建，之後經過歷代釀酒師傳承至今，2007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在夏秋之際是

最舒適的旅遊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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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天 蒙投++<黃金列車>++斯懷茲文++茵特拉根/格林德瓦 

今天搭乘黃金列車從蒙投前往斯懷茲文，黃金列車是將瑞士最美湖光山色串聯再一起的

著名景觀火車路線，而蒙投到斯懷茲文是景觀火車路線中最美的一段，美麗的日內瓦湖

及一望無際的葡萄園，搭乘火車美景盡收眼底。 

之後搭乘火車下山抵達茵特拉根-原文意思為「兩湖之間」，它就位於圖恩湖及布里恩茲

湖之間，這裡也聚集了許多商店，街道兩旁各式紀念品小店、精品、名表等。 

 

【含票券】黃金列車頭等艙、哈德坤纜車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瑞士起士鍋 風味餐 

住宿：Hotel Metropol 或 Royal St Georges 或 Sunstar 或 其他同級飯店。 

  

黃金列車景觀路線 Goldenpass Line 

8 座湖泊－6 個州－3 座山口－2 個語言區，黃

金快車橫穿瑞士。在黃金快車上，透過全景車窗

或者坐在 VIP 座位上可盡情欣賞窗外多姿多彩

的美麗全景。 

兩湖之間~哈德坤景觀台 

茵特拉根作為少女峰的門戶，小鎮位於圖恩湖與

布里根茲湖之間，乘坐哈德坤的登山纜車可以從

高處同時看到兩座湖泊，也能正面欣賞到少女

峰、艾格峰、僧侶峰的三峰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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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天 茵特拉根/格林德瓦++少女峰++伯恩 

早餐後搭乘少女峰鐵道列車前往歐洲最高的火車站，標高 3454 公尺的少女峰車站，這

裡有展望台、冰宮及各式紀念品，您可以在這裡購買明信片寄回給朋友或自己當作紀念。 

下午搭車前往首都-伯恩，伯恩是 1983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地區，老城中有中世紀的古

老街道、精緻的噴泉雕像及歐洲最長的石造拱型長廊商店街。 

 

◆備註：瑞士最佳健行時間約為 5 月-10 月左右，如遇天候因素積雪不化或下雪，領隊

將視天候及安全程度無法安排山中健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瑞士健行】少女峰健行：領隊將會視天候狀況，在下山時為您安排適合的路線進行山

中健行。 

【含票券】少女峰登山鐵道 

【參觀景點】斯芬克斯景觀台、冰宮、天文鐘、熊噴泉、愛因斯坦故居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地窖餐廳風味餐  

住宿：Hotel Allegro 或 Hotel Savoy Bern 或 Best Western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世界上最著名的鐵道-少女峰登山鐵道 

全程 52 分鐘的少女峰鐵道，全長 12 公里的鐵

道路線花費了 16 年並超過 1 億 5 千萬瑞士法郎

才得以完成，紅色齒軌火車行走於群山岩壁中，

火車慢慢爬升前往 3454 公尺抵達「歐洲屋脊」

-少女峰火車站，這裡有餐廳、景觀台、科學觀測

台及地下冰宮、紀念品小店等。 

瑞士首都-伯恩 

12 世紀由柴林根公爵利用阿勒河所形成的地形

建立了伯恩，1983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城市中

有過去城門遺址所改建的天文鐘，市內各處街道

有精美的各式噴泉雕刻，這裡還有歐洲最長的石

造拱型長廊商店街，結合古典、商業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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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 天 伯恩++巴塞爾++史特拉斯堡 

今天要離開瑞士前往法國，搭乘火車到瑞士與法國邊境城市-巴塞爾換成火車前往史特

拉斯堡，瑞士的商品需要在換乘之前完成退稅流程，抵達史特拉斯堡後步行前往參觀市

區內景點，小法國區位於伊爾河索恩流出運河旁，周圍建築是獨特的中世紀木結構建築，

而標的性建築-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則曾被雨果讚揚為「偉大而精緻的奇蹟」，市區有許多

大型百貨公司、商店及超市。 

 

【含票券】巴塞爾++史特拉斯堡 商務艙車票 

【參觀景點】小法國區、史特拉斯堡主教堂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米其林饗宴  

住宿：Hotel Mercure Strasbourg Centre Gare 或 DLagrange Apart'HOTEL 或同級四

星旅館 

  

歐洲第二首都~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位於法國東部是亞爾薩斯大區的首府法國人口第七多的城市，也是歐洲議會的所在地，因其地理

位置之故史特拉斯紹西歐公路、鐵路、內河航線的重要城市，1988 年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及小法國

區被列為世界遺產，史特拉斯堡的大島區擁有眾多的中世紀建築、小法國區的獨特性木結構建築

與河流成為一幅美麗景致，每年冬季的聖誕節世紀則是吸引歐洲各地眾多遊客的到訪。 

 

  



+ 典藏 瑞法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0 天 史特拉斯堡++柯瑪++史特拉斯堡 

科瑪小鎮距離史特拉斯堡不遠的城鎮，同屬亞爾薩斯大區主要的觀光城市，電影「霍爾

的移動城堡」將其老城中建築最為設計藍圖之一，色彩豐富的半木造結構建築伴隨的小

運河及兩岸鮮豔動人的花卉，是柯瑪最吸引遊客的原因之一，2018 年也被評選為歐洲

最佳旅遊景點之一。 

 

【含票券】史特拉斯堡++科瑪 來回交通票 

【參觀景點】小威尼斯區、人頭屋、聖馬丁大教堂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法式風味餐 

住宿：Hotel Mercure Strasbourg Centre Gare 或 DLagrange Apart'HOTEL 或同級四

星旅館 

  

《霍爾移動城堡》~柯瑪 

法國亞爾薩斯大區中最重要的小鎮之一，16 世紀這裡曾是亞爾薩斯的葡萄酒貿易中心，而蜿蜒流

經小鎮的運河過去功能是運送葡萄酒，小威尼斯區的街道有小運河伴隨著半木結構建築還曾榮獲

「街道藝術學會獎」，舊城則是以聖馬丁教堂做為地標建築，老城因為受到戰爭的破壞所有街道、

建築物都保存完好。 

 

  



+ 典藏 瑞法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1 天 史特拉斯堡++<TGV 快速火車頭等艙>++巴黎 

早上搭乘世界最快火車前往花都-巴黎，抵達後前往參觀凡爾賽宮，作為世界五大宮殿之

一的凡爾賽宮，外觀宏偉壯觀、內部有巴洛克裝潢、巨型水晶燈等，極致富麗奢華是凡

爾賽宮的一大特色。 

 

【含票券】 史特拉斯堡++巴黎 TGV 頭等艙、凡爾賽宮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搭車方便 敬請自理 晚餐：和平咖啡館 晚宴 

住宿：Hotel du Collectionneur 或 Sofitel 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世界最快火車~TGV 高速列車 

由法國 Alstom 及 SNCF 負責開發，TGV 連結巴

黎與法國更大城及鄰近國家的交通，在 1990 年

TGV 曾創下 515.3 千米/時的世界紀錄，經過多

年的研發及改進，法國高速列車成為世界各國爭

相學習的對象。 

世界五大宮殿之一~凡爾賽宮 

1979 年列入世界遺產，凡爾賽宮原來是一片森

林與沼澤地，17 世紀由法王路易 13 買下後修

建作為狩獵行宮使用，時至今日行宮中擁有

2300 個房間及 5000 多件家具，1789 年法國

大革命爆發，需多家具、陳設品被洗劫，直到

1833 年菲力普國王才修復凡爾賽宮並改為歷史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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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 瑞法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2 天 巴黎 

早上先參觀巴黎博物館~羅浮宮，欣賞世界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及館內重要蒐藏，來一

趟藝術的心靈之旅，之後可以前往蒙馬特區這裡是許多遊客及情侶最愛之處，聖心堂前

可眺望巴黎市區全景，附近的藝術家匯聚的小丘廣場有許多藝術作品可欣賞或購買，在

小巷及階梯交錯間，更顯浪漫及趣味。 

 

【含門票參觀景點】羅浮宮 

【參觀景點】聖心堂、畫家村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法式海鮮風味餐 

住宿：Hotel du Collectionneur 或 Sofitel 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世界最奢華的博物館~羅浮宮 

羅浮宮建於 1546 年，經過約 300 多年、9 位君

王的擴建，成為一座 U 型宮殿建築，整座羅浮宮

包含庭院共占地 19 公頃，館內藝術蒐藏品超過

40 萬件，最知名的館藏則是被譽為羅浮宮三寶-

蒙娜麗莎的微笑、愛神維納斯、勝利女神像。 

蒙馬特區~聖心堂、畫家村 

位在巴黎北邊最年輕的區，這裡有藝術家、畫

家聚集的小丘廣場、也有潔白的百年教堂-聖心

堂，而蒙馬特區位處巴黎高地以聖心堂為中心

點，這一區小巷、樓梯交錯處處充滿浪漫的情

懷，在聖心堂前可以遠眺巴黎市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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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 瑞法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3 天 巴黎 <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艾菲爾鐵塔> 

巴黎最熱鬧及最重要的區域，從凱旋門開始到香榭麗舍大道，以凱旋門為中心分成 12

條主街道，最著名的街道便是香榭麗奢又被法國人稱為「世界上最美麗的街道」，街道上

擁有世界名牌主要旗艦店、商店、咖啡館，可以自由地購買精品或是選一處咖啡館休息

欣賞來往如織的人潮。 

 

【參觀景點】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巴黎鐵塔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塞納河遊船晚餐 

住宿：Hotel du Collectionneur 或 Sofitel 其他同等五星旅館 

  

勝利的象徵~凱旋門 

1806 年拿破崙為紀念戰爭勝利而下令修建，在

歐洲百餘座凱旋門中是最宏偉的一座又被稱為

雄獅凱旋門，巴黎的 12 條主街道以凱旋門為中

心向四周分散，建築立面以起義、勝利、抗戰、

和平的四個主題所製作而成的巨型雕刻。 

巴黎城市地標~艾菲爾鐵塔 

立於塞納河畔的戰神廣場上，在 1889 年成是

當時最高的建築物，艾菲爾鐵塔高 324 公尺、

1~2 樓設有景觀餐廳、3 樓則是觀景台，建造

時使用約 7 千噸鋼材，當時為了紀念法國大革

命 100 周年及世界博覽會，現在雖為巴黎城市

地標，但在當時卻是被巴黎人嫌棄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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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 瑞法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4 天  巴黎機場 / 香港機場 

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期待下次再度與您同遊歐洲。帶著滿滿的回憶，搭機飛返

台灣因航班因素，今晚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260  13:10/06:4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35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 15 天 香港機場 / 桃園機場 

班機飛抵桃園中正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旅遊。不捨中互道珍重，期待下一次的

相逢，在美麗的歐洲！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564  08:10/10:0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1:50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及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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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典藏 瑞法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行程重點 

1. 瑞士三大名峰：少女峰、馬特洪峰、白朗峰 

2. 瑞士三大健行：少女峰健行、利菲爾湖健行、瑞士葡萄園健行 

3. 瑞法三大火車：黃金景觀列車、冰河景觀列車、TGV 商務艙 

4. 精選門票安排：少女峰登山火車、哈德坤纜車、策馬特票券、南針峰纜車、黃金列車頭

等艙、冰河列車頭等艙、TGV 史特拉斯堡++巴黎頭等艙、凡爾賽宮、羅浮宮。 

5. 瑞法美食體驗：瑞士起士鍋風味、少女峰景觀餐廳、山城羊排風味餐、地窖餐廳、和平

咖啡館、法式海鮮風味餐、塞納河遊船晚宴。  

6. 精緻特選住宿：巴黎市中心五星連泊 3 晚、策馬特連泊 2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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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式餐食 皆提供桌水及每人一杯飲料。 

◆瑞士地區行李運送飯店間 doors to doors 行李託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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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