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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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 — 21：25 02：00 

香港 → 蘇黎世 國泰航空 CX-383 00：15+1— 06：51 12：51 

回程 
羅馬 → 香港 國泰航空 CX-292 13：05 — 06：25+1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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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為參考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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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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推薦 

 

騎車夜遊羅馬城 

市場唯一 典藏贈送 

 

 

電影羅馬假期不只捧紅了奧黛麗赫

本，更將羅馬機車品牌 Vespa 變成

流行的象徵，從曾經的廣告金句

「轟動全球的羅馬假期 風靡世界的

偉士牌」可知 Vespa 火紅的程度。 

夜晚降臨後，騎上 Vespa 漫遊在羅

馬城中，體驗永恆之城的夜晚魅力。 

全新體驗 Vespa 夜遊羅馬 

 

瑞士兩大景觀火車 

最美風景一次滿足 

 

 

冰河列車-被譽為全球最慢的快車，

頭等車廂內車頂兩側皆有玻璃觀景

天窗，欣賞瑞士美景舒適便利。 

 

黃金列車-瑞士最熱門的景觀列車首

選黃金列車，全線暢行在瑞士最精華

的中部路段。 

https://www.niniyeh.com/2018/0

3/goldenpass-line-swiss.html 

 

https://www.bigfang.tw/blog/po

st/42888500 

 

 

瑞士知名觀景火車 冰河列車<安德馬特++策馬特> 

黃金號列車<茵特拉根++盧森> 

  

https://www.niniyeh.com/2018/03/goldenpass-line-swiss.html
https://www.niniyeh.com/2018/03/goldenpass-line-swiss.html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42888500
https://www.bigfang.tw/blog/post/428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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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兩大名峰 

策馬特 玩賞山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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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之王 馬特洪峰 

 

歐洲屋脊-少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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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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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品店等。 

歐洲最高車站 少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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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健行路線 

山中之王 湖中倒影 

 

 

策馬特有諸多健行路線，從波登

站步行到利菲爾堡站中途經過利

菲爾湖，約 1 小時的路線則是最

熱門健行路線之一。 

 

https://solomo.xinmedia.com/

blake/150080 

 

熱門路線 利菲爾湖 健行 

 

費斯特-健行者天堂  

 費斯特可說是瑞士最熱門戶外旅

遊地之一，搭乘上纜車緩慢上

升，此區設有天空步道及景觀台

可一覽阿爾卑斯山脈景致，而步

行到 Bachalpsee 的路線，則是

最熱門的親子健行景點。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

g/post/44282998-

%E7%91%9E%E5%A3%AB%E

5%B0%91%E5%A5%B3%E5%

B3%B0first%E8%8F%B2%E6

%96%AF%E7%89%B9%E4%B

8%80%E6%97%A5%E5%86%

92%E9%9A%AA 

熱門路線 Bachalpsee 健行 

 

  

https://solomo.xinmedia.com/blake/150080
https://solomo.xinmedia.com/blake/150080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https://haruhii.pixnet.net/blog/post/44282998-%E7%91%9E%E5%A3%AB%E5%B0%91%E5%A5%B3%E5%B3%B0first%E8%8F%B2%E6%96%AF%E7%89%B9%E4%B8%80%E6%97%A5%E5%86%92%E9%9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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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串聯 快速方便 

義國快車 連通南北 

 

 

 

由於義大利整體面積廣闊，義鐵為結

合各城市的交通，便設有時速可高達

300 公里的高速列車，可以快速的連

接各大都市。 

 

https://nicklee.tw/?p=2059 

連貫南北 義大利高速火車(商務艙) 

  

https://nicklee.tw/?p=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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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住宿 

入住無煙城  

策馬特 連泊兩晚 

 

https://www.google.com/url?u

rl=http%3A%2F%2Fwww.scho

negg.ch%2F&sa=t&rct=j&sou

rce=maps&cd=1&usg=AOvV

aw3vwGYcJT07Ya6gByUv-

r5p&ved=1i%3A1%2Ct%3A34

43%2Ce%3A0%2Cp%3AA6_xX

afrNqmUr7wPz6OuKA%3A457 首選入住 Relais & Chateaux Schönegg 或其他同級 

 

文藝復興之都 

佛羅倫斯 連泊兩晚 

 

https://www.hotelambasciatori

.net/it/index.html 

 

首選入住 Ambasciatori 其他同級 

 

永恆之城 

羅馬 連泊三晚 

 

https://www.hotelroyalsantina.

com/ 

 

首選入住 Best Western Hotel Royal Santina 其他同級 

 

  

https://www.hotelambasciatori.net/it/index.html
https://www.hotelambasciatori.net/it/index.html
https://www.hotelroyalsantina.com/
https://www.hotelroyalsant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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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珍饗宴 

 

道地餐食 我決定 

中午彈性 自理趣 

 

您有過這種想 法嗎 ? 餐餐團體

餐，想要自由選，卻不能如願! 大

城小鎮除了歷史文化，還有滿街

異國風味想品嘗!!行程中餐讓您

彈性自由配，晚餐由我們為您安

排特色晚餐，讓您享有團體的餐

食安排並保有自行選擇的彈性。 

自理彈性&方便 全程午餐 自由配 

 

瑞士傳統-起士 Fandue 

 

將起士塊放在鍋中放入少許白酒

加熱使其融化，店家會將麵包切

成小塊，使用小叉插著麵包沾滿

熱滾的起士食用，不同的起士風

味皆不相同，非常適合搭配白酒

或熱紅茶食用。 
瑞士必嘗 起士火鍋風味餐 

 

好萊塢趨之若鶩的美味 

 

盧森最知名的餐廳已有 160 年歷

史，餐廳已經交由第四代經營並

繼續延續著傳統瑞士的風味，曾

獲米其林推薦的榮耀，也吸引許

多好萊塢明星及兩任美國總統到

訪用餐，美味的料理與高品質的

服務是盧森眾多餐廳的佼佼者。 
瑞士經典 盧森 GM 百年餐廳 

 

在羅馬的星空下 享用

晚餐 

 

 

https://www.hotelhasslerroma.

com/en/restaurants-

bars/imago/ 

 美味羅馬 景觀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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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山城羊肉 

 

瑞士獨有的黑面羊肉質細緻，經

過烹煮味道鮮美 

瑞士必嘗 山城羊肉風味餐 

 

托斯卡尼的美味 

 
 

  

托斯卡尼大區最出眾的美味食材

便是牛排，不同於美國或澳洲的

牛肉，食材是來自義大利當地，

口感類似安格斯牛肉，經過煎烤

風味獨特、口感極佳，搭配托斯

卡尼的紅酒美味加分。 

 

https://www.secretchina.com/

news/b5/2017/05/04/821892.

html 

 

義式饗宴 百年皇宮牛排料理 

 

威尼斯特色義大利麵 

 

墨魚汁被譽為天然美味醬汁，它

的魅力之大，就算弄髒了嘴巴和

牙齒，也在所不惜。看似重口味

的美食，但卻好吃到停不下來 

https://zhuanlan.zhihu.com/p/

42218322 

 

水都風味 威尼斯墨魚麵風味餐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7/05/04/821892.html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7/05/04/821892.html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7/05/04/821892.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218322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21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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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景點 

 

瑞士熱門全覽 

費斯特纜車 

 

從格林德瓦小鎮搭乘登山纜車爬

升到 2168 公尺的展望台。 

費斯特最熱門野外活動就是前往

Bachalpsee 的健行路線，約 1 小

時的健行時間，沿路可見山巒、草

原、小溪及牛隻等最原始瑞士的

風景，而天氣良好時 Bachalpsee

可以見到群山倒影美不勝收。 

打卡熱點 費斯特 天空步道  

 

石丹峰開頂纜車 

 

 

自 1893 年起，敞篷木製車廂就從

施坦斯安靜地往石丹峰。起點位

於中間站的高空纜車最吸引人的

地方之一就是敞篷纜車。站在雙

層全景無車頂纜車會帶給人一種

震撼的感覺，近距離感受纜車在

立柱之間運行的狀態，盡情享受

風吹過臉龐的舒適，欣賞壯麗的

美景。 

打卡熱點 石丹峰開頂纜車 

 

時尚之都-米蘭 

 

 

最早於西元前 222 年被羅馬人征

服後，成為羅馬帝國最繁榮的地

區之一並曾經成為西羅馬帝國的

首都，如今米蘭是歐洲主要運輸

及商業和金融中心，全市擁有豐

富的文化古蹟和遺產。 

打卡熱點 米蘭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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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得里亞海的女王 

威尼斯 

 

水都之城－威尼斯 Venezia 有著

１７７條的運河及有１１８座小

島，而連接島與島橋樑也有４０

０座之多。來到喧擾的聖馬可廣

場，眼前融合了古典、羅馬、歌德

及拜占庭式精緻的聖馬可教堂已

然擄獲了您的視覺心靈！ 

打卡熱點 彩色島&聖馬可大教堂&里亞多橋 

 

百花之城-佛羅倫斯 

 

 

麥第奇家族則統治這裡長達三個

世紀，因為他們對於城市建築、人

文藝術的推廣，讓佛羅倫斯在 14

世紀成為歐洲藝術文化的中心，

許多著名的大師曾在此留下許多

藝術品。 

打卡熱點 領主廣場 

 

教堂建築典範-比薩 

 

 

比薩因為其地質緣故，在奇蹟廣

場上包含鐘塔、大教堂、洗禮堂皆

是傾斜的，特別是關閉數次維修

的比薩斜塔，一度關閉禁止入內

參觀。建築師使用幾何原理的運

用將高大、充滿圓拱、長柱、迴廊

等羅馬式建築元素，聚合再一起

形成獨樹一格的比薩風建築。 打卡熱點 比薩斜塔 

 

永恆之城-羅馬 

 

 

羅馬競技場又稱鬥獸場，是羅馬

帝國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專門

提供皇帝、貴族、人民觀看鬥獸或

是奴隸角鬥的地方，建造於 1 世

紀的鬥獸場距今已超過 2000 年，

其龐大、雄偉、壯觀的建築結構是

建築上的典範及奇蹟。 

打卡熱點 羅馬鬥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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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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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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格林德瓦 【費斯特纜車<天空步道>】 

早上抵達蘇黎世機場後跟隨領隊的腳步搭乘接駁巴士前往瑞士小鎮-格林德瓦。  

抵達格林德瓦後前往搭乘費斯特纜車，費斯特展望台可以眺望群峰連綿，而遊覽瑞士最

好的方式就是用腳徒步體驗，請跟隨領隊的腳步緩緩的走在山中健行步道，而目的地則

是 Bachalpsee 這裡在天氣晴朗時，可見群峰連綿並倒映在湖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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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票券】費斯特纜車、天空步道 

【山中漫遊】費斯特山中健行。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383  00:15+1 / 06: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2:25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義式風味料理 

住宿：Sunstar 或 Kreuz & Post 或 Hotel Bernerhof 或 其他同級飯店。 

  

瑞士健行熱門路線：費斯特纜車+山中健行 

從格林德瓦小鎮搭乘登山纜車爬升到 2168 公尺的展望台，踏上天空步道可看見由艾格峰、小夏戴

克及上格林德瓦冰河等景致，而費斯特最熱門野外活動就是前往 Bachalpsee 的健行路線，約 1 小

時的健行時間，沿路可見山巒、草原、小溪及牛隻等最原始瑞士的風景。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03 天 格林德瓦++少女峰++茵特拉根++格林德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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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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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也是通往少女峰的主要門戶需多前往少女峰的遊客皆會在此駐留，除了交

通方便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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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在此

看到。 

 

【含票券】少女峰登山鐵道 

【下車參觀】斯芬克斯景觀台、冰宮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少女峰 景觀餐廳 晚餐：瑞士 起司鍋 風味餐 

住宿：Sunstar 或 Kreuz & Post 或 Hotel Bernerhof 或 其他同級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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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格林德瓦站往上攀升行駛於曠野之中而經過小夏戴克站轉換月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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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04 天 格林德瓦++茵特拉根++<黃金號列車>++盧森 

早上搭乘瑞士景觀火車-黃金列車經由茵特拉根到盧森，列車通過高山、湖泊將瑞士的好

山好水串聯於眼前。 

抵達盧森後轉搭乘火車前往石丹峰，位於石丹峰的開頂纜車在 19 世紀開始營運，站在

雙層全景無車頂纜車會帶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近距離感受纜車在立柱之間運行的狀態，

盡情享受風吹過臉龐的舒適，欣賞壯麗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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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遇石丹峰纜車停駛則改由盧森湖遊船代替。 

【含票券】黃金列車頭等艙、石丹峰開頂纜車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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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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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丹峰開頂纜車 Stanserhorn Cabrio 

自 1893 年起，敞篷木製車廂就從施坦斯安靜地往

石丹峰。起點位於中間站的高空纜車最吸引人的地

方之一就是敞篷纜車。站在雙層全景無車頂纜車會

帶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近距離感受纜車在立柱之

間運行的狀態，盡情享受風吹過臉龐的舒適，欣賞

壯麗的美景。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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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您可以欣賞到多座海拔 4,000

公尺以上的雄偉山峰。而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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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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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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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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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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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07 天  策馬特++米蘭  

早餐後搭乘火車轉乘前往義大利，經過邊境時如果您在瑞士有需要退稅請在邊境完成瑞

士退稅。 

時尚之都「米蘭」，在此您可以參觀米蘭市標-米蘭大教堂，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或隨意

走覽艾曼紐二世迴廊兩旁，建築呈十字形，是米蘭最繁華熱鬧的地區。或是。義大利唯

一的星巴克，美輪美奐的外觀趨之若鶩。 

 

【含票券】瑞士++米蘭車票 

【參觀景點】米蘭大教堂、艾曼紐二世迴廊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住宿：Starhotels Anderson 或 NYX MILAN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世界時尚及設計之都~米蘭 

位於義大利北部大城也是倫巴底大區的首府，米蘭也是以觀光、時尚與建築景觀聞名，最早於西元

前 222 年被羅馬人征服後，成為羅馬帝國最繁榮的地區之一並曾經成為西羅馬帝國的首都，如今

米蘭是歐洲主要運輸及商業和金融中心，全市擁有豐富的文化古蹟和遺產。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08 天  米蘭++義大利高速火車＜商務艙＞++威尼斯 

今日將搭乘義大利快速火車前往最多觀光客的城市-威尼斯，超過 300 公里快速火車擁

有舒適的座椅及合宜的乘坐空間，可以快速地將遊客送往其他大城市。 

建築在潟湖之上的城市，而 S 型大運河是當地 106 條小運河中最重要的一條，而位於大

運河底的聖馬可廣場則是威尼斯的中心，中世紀與東方往來這裡成為當時海上貿易的強

權國家，至今雖帝國已衰但在廣場巷弄間仍可見到當初輝煌一世的帝國風采。 

 

【含票券】義大利快速火車＜商務艙＞、道奇宮、 

【參觀景點】聖馬可大教堂、嘆息橋、里亞多橋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墨魚麵風味餐  

住宿：Hotel Carlton On The Grand Canal 或 Hotel Savoia & Jolanda 或 Hotel 

Concordia 或同等級四星旅館 

  

義大利快速火車 

由義大利鐵路公司營運的高速列車，運行時速最

高可達 360 公里連接義大利主要重要城市，車

廂內座椅及空間舒適還另外備有餐車車廂及販

賣機等，搭乘快速列車旅行於義大利式最快速、

舒適的旅遊方式 

亞德里亞海的女王-威尼斯 

水都之城－威尼斯 Venezia 有著１７７條的運

河及有１１８座小島，而連接島與島橋樑也有４

００座之多。搭乘汽船前往有『歐洲會客廳』之

稱的聖馬可廣場。來到喧擾的聖馬可廣場，眼前

融合了古典、羅馬、歌德及拜占庭式精緻的聖馬

可教堂已然擄獲了您的視覺心靈！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09 天 威尼斯++義大利高速火車＜商務艙＞++佛羅倫斯 

威尼斯最著名的除了聖馬可島外，就是北邊的 Burano，也被稱為「彩色島」或是「蕾絲

島」，並被票選為「最夢幻的 10 座小島」，用過早餐後請跟隨領隊搭乘汽船前往彩色島。 

午後前往花都-佛羅倫斯，被稱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之一，這裡留有米開朗基羅、布

魯內斯基、波堤切立等藝術作品，也有各式各樣的精品商店。聖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羅倫

斯 Firenze 最有名的地標；另外一個就是『市政廣場』，或譯成『領主廣場』，結合周圍

的『傭兵迴廊』，『烏菲茲美術館』和『維奇歐宮』，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含門票及票券】烏菲茲美術館、義大利快速火車＜商務艙＞ 

【下車參觀】聖母百花大教堂、但丁故居、金豬市集、傭兵迴廊、老橋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百年皇宮牛排料理 

住宿：Ambasciatori 或 Diplomat Hotel 或 Grand Hotel Baglioni 或同級四星旅館 

  

一生非去的 19 個小鎮~Burano 布拉諾 

小島上五顏六色的彩色房屋讓這座小島擁

有彩色島的名號，過去小島已捕魚為生，據

說當時漁家的太太擔心出外捕魚的先生回

家找不到家，而特別漆上讓先生回家時容易

找到回家的路。而實際則是黑死病流行時，

作為區隔有無染病的居民而產生的。 

現在 Burano 島沿用當時傳統，向政府申請

經費保存這些彩色的屋子，現在走在運河上

配合兩旁彩色房屋，彷彿走進童話故事裡。 

百花女神~佛羅倫斯 

自羅馬人在此設立統治，將其命名為「Florentia」其

意為「百花女神」。11 世紀這裡已經是托斯卡尼大區

最重要的城市，12 世紀城市獲得自治權，而商人出

身的麥第奇家族則統治這裡長達三個世紀，因為他

們對於城市建築、人文藝術的推廣，讓佛羅倫斯在 14

世紀成為歐洲藝術文化的中心，許多著名的大師曾

在此留下許多藝術品。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0 天 佛羅倫斯++比薩++佛羅倫斯 

搭車前往擁有義大利重要地標之一的比薩，廣闊的奇蹟廣場上矗立著三棟重要的建築-

洗禮堂、大教堂及眾所皆知的比薩斜塔。 

比薩斜塔曾在 1990 年禁止遊客進入參觀並進行維修工程，由於比薩地質結構的緣故，

使得建築物以傾斜超過 1 毫米的速度繼續傾斜，鐘塔外觀是由 7 層拱廊式圓形柱方式建

成，斜塔建於 1173 年但由於傾斜的因素到 14 世紀時才建成，經過維修後估計還可再

使用約 200 年。 

 

【含票券】佛羅倫斯++比薩 來回交通券 

【參觀景點】比薩主教座、比薩斜塔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 中華風味料理 

住宿：Ambasciatori 或 Diplomat Hotel 或 Grand Hotel Baglioni 或同級四星旅館 

  

義大利經典建築~比薩 

比薩因為其地質緣故，在奇蹟廣場上包含鐘塔、大教堂、洗禮堂皆是傾斜的，特別是關閉數次維修

的比薩斜塔，一度關閉禁止入內參觀。比薩在中世紀是托斯卡尼區域重要的海港城市之一，在羅馬

帝國時期是重要的海港，並在 13 世紀成為地中海重要的海上強權國家之一。政治、經濟與數學幾

何、科學等經由貿易傳入，使得當時得以使用幾何原理的運用將高大、充滿圓拱、長柱、迴廊等羅

馬式建築元素，聚合再一起形成獨樹一格的比薩風建築。 

 

  



+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1 天  佛羅倫斯<自由時間>++義大利高速火車＜商務艙＞++羅馬 

圍繞在市政廣場周邊是最熱鬧的街道區，連同周邊的共和廣場的街道是佛羅倫斯聚集精

品、服飾、紀念品的區域，今天早上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在各式商店採買需要

的商品，或是再度走訪著個中世紀便形成的重要城市。 

午後搭車前往義大利首都-羅馬。 

 

【含票券】義大利快速火車＜商務艙＞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 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Best Western Hotel 或 The Independent Hotel 或 Hotel NH Collection Roma 

Palazzo Cinquecento 其他同級四星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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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2 天  羅馬 <梵諦岡博物館>-【典藏贈送: Vespa 夜遊羅馬城】 

天主教教廷的所在-梵諦岡，參觀梵諦岡博物館、欣賞西斯汀禮拜堂裡的曠世巨作「創世

紀」，之後參觀世界第一大教堂-聖彼得大教堂。 

午後，您可前往精品及商店匯聚的西班牙台階，各式各樣精品商店集中於此讓你可以盡

情採買，或是也可以前往街道上百年咖啡館像貴族般悠閒品嘗咖啡。 

<典藏贈送 市場獨有>今晚請跟隨領隊的腳步來一趟浪漫的永恆之城夜間巡禮，搭上復

古 Vespa 想像自己就如羅馬假期中的男女主角在羅馬城中夜遊。 

 

◆備註：如遇 Vespa 車款已租罄則改由其他品牌機車替代。此項目為贈送方案，如無國

際駕照或無法騎乘者，恕無法退費。 

◆備註：如景觀餐廳客滿則改由米其林＋紅龍蝦雙獎餐廳替代。 

【典藏特贈】騎乘 Vespa 夜遊羅馬城  

【含門票參觀景點】梵諦岡博物館 

【參觀景點】聖彼得大教堂、聖天使古堡、西班牙台階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 浪漫景觀餐廳 

住宿：Best Western Hotel 或 The Independent Hotel 或 Hotel NH Collection Roma 

Palazzo Cinquecento 其他同級四星旅館 

  

離上帝最近的地方~梵蒂岡 

梵蒂岡在拉丁語中是「先知之地」，國土面積只

有 0.44 平方公里、居民約 800 人，國家雖小卻

是充滿藝術及天主教信仰之地。這裡擁有世界最

大的教堂-聖彼得大教堂、世界最古老的博物館-

梵蒂岡博物館，也有自己的新聞網、郵政系統。 

<典藏獨家推出>騎上 Vespa 夜遊羅馬城 

電影羅馬假期不只捧紅了奧黛麗赫本，更將羅

馬機車品牌 Vespa 變成流行的象徵，從曾經的

廣告金句「轟動全球的羅馬假期 風靡世界的偉

士牌」可知 Vespa 火紅的程度。 

夜晚降臨後，騎上 Vespa 漫遊在羅馬城中，體

驗永恆之城的夜晚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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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3 天  羅馬 <鬥獸場、許願池、萬神殿> 

走訪世界七大奇蹟建築之一的羅馬競技場，走在宏偉建築中學習古羅馬人超群的建築技

術，之後前往萬神之廟-萬神殿觀看最著名的圓型穹頂的建築奧妙，在此有聞名中外的百

年咖啡館-金杯咖啡，咖啡是義大利人的生活、靈魂所以到義大利當然要來喝義式咖啡囉!

喝過咖啡來到許願池旁丟下銀幣，許下重返羅馬的心願為這段美好旅程畫下美好的句點。 

  

【典藏特贈】品一口義式咖啡的香醇~金杯咖啡 

【含門票參觀景點】鬥獸場 

【參觀景點】許願池、萬神殿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義式風味餐 

住宿：Best Western Hotel 或 The Independent Hotel 或 Hotel NH Collection Roma   

Palazzo Cinquecento 其他同級四星旅館 

  

世界七大奇蹟建築~羅馬競技場 

羅馬競技場又稱鬥獸場，是羅馬帝國具代表性的

建築之一，專門提供皇帝、貴族、人民觀看鬥獸

或是奴隸角鬥的地方，建造於 1 世紀的鬥獸場距

今已超過 2000 年，其龐大、雄偉、壯觀的建築

結構是建築上的典範及奇蹟。 

在羅馬許下重返的願望~許願池 

許願池又稱特萊維噴泉，高 25.9 公尺、寬

19.8 公尺是世界最大的巴洛克式噴泉，噴泉背

景是海神雕像、建築頂部有春夏秋冬的四位女

神雕像，雕像體態及神韻栩栩如生。 

據說過去即將出征的羅馬男人，出發前回到許

願池前投下一枚銀幣，祈禱自己能夠凱旋歸

來，後來則演化為:只要背對噴泉，許下願望後

拋出銀幣落入水中，則願望即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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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第 14 天  羅馬機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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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13:05/06:2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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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義 頭等艙鐵道之旅 15 天 

行程重點 

1. 典藏獨家＜贈送＞：騎 Vespa 夜遊羅馬城。 

2. 瑞士三峰：少女峰、馬特洪峰、石丹峰 

3. 瑞士兩大健行：利菲爾湖健行、費斯特健行 

4. 鐵路串聯最舒適：瑞士火車頭等艙、義大利快速火車商務艙。 

5. 住宿連泊最便利：策馬特連泊 2 晚、佛羅倫斯連泊 2 晚、羅馬連泊 3 晚。  

6. 瑞士必遊精選：策馬特、少女峰、費斯特纜車、石丹峰開頂纜車。 

7. 義大利必精選：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比薩、羅馬。 

8. 精選門票安排：瑞士鐵路四日券、費斯特纜車、少女峰登山火車、石丹峰開頂纜

車、黃金列車頭等艙、冰河列車頭等艙、策馬特票券、瑞士到義大利火車票、義大

利快速火車商務艙。 

9. 精選美食體驗：瑞士起士鍋風味餐、GM 歷史餐廳、山城羊排風味餐、少女峰景觀餐

廳、威尼斯墨魚麵風味餐、百年皇宮牛排料理、羅馬浪漫景觀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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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