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德瑞 歐洲之巔 13 天 (新航) 

 

 

行程重點 

1. 必賞瑞士雙峰：馬特洪峰、少女峰。 

2. 美景就在窗外：世界十大最佳火車-冰河列車、全瑞士最熱門的景觀列車-黃金列車、 

              世界自然遺產瑰寶-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歐洲之巔-高奈葛拉特齒軌 

              火車。 

3. 浪漫古城之旅：史特拉斯堡、海德堡、羅騰堡、伯恩、林道、瓦度茲。 

4. 門票絕對不少：萊茵河遊船/國王湖遊船/新天鵝城堡(馬車) /海德古堡纜車+大酒桶 

5. 精選住宿地點：阿爾卑斯山山城五星/史特拉斯堡五星/慕尼黑市區五星/一晚格林德瓦 

              山景房旅館/兩晚策馬特山景房旅館/羅騰堡老城旅館 

6. 品嘗德瑞美味：米其林一星/米其林推薦餐廳/百年金羊餐廳/節慶劇場餐廳/皇家啤酒   

              館/人頭屋之家/瑞士傳統火鍋 Fondu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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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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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世界，也探索自己，每次的旅行，都是展開更好的生活方式。今我航向歐洲屋脊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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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沒來過策馬特就等於沒有來過瑞士」 

策馬特濃縮了整個瑞士的精華，一個無汽柴油車

的小鎮，是為了就是要保護環境及保持空氣清

新…。 

捨我其誰的德、瑞雙國行程   

搭乘全球十大航空之一的「新加坡航空」 

雙點進出免拉回頭車。 

同樣 13 天的行程！我就是多了將近有一天的時

間旅遊歐洲，可以說是它家航空 14 天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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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車來到萊茵河畔，我們搭船來趟德意志之父萊茵河之旅，被公認

為歐洲最美的河段，更是維繫著德國經濟上的大動脈。它是條無可匹敵的世界大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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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造訪羅曼蒂克大道上最耀眼的明珠羅騰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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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黃昏、清晨、白天、 

夜晚，它是如此地迷人。今晚就讓我們在中世紀的氛圍中享用法蘭肯美食和美酒。 

 

◆備註：如遇節慶則改安排鄰近城市四星級。 



【含門票參觀景點】萊茵河遊船(Rudesheim→St.Goarshausen)。 

【下車參觀】畫眉鳥小巷、羅騰堡馬克廣場、市政廳、市參議宴會所、柏格城堡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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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KM 01:00)-萊茵河-(230KM 02:20)-羅騰堡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萊茵酒鄉風味 晚餐：中世紀歷史古蹟餐廳 

住宿：四星 Hotel Reichs-Küchenmeister 或 Tilman Riemenschneider 或 Prinz Hotel

或同等級 

  

萊茵河最美的流域在這裡...歐洲公認精華河段 

德國精神的萊茵河(Rheinland)中段的河谷，意

指美茵茲至科布倫茲之間的流域，此區風景最有

特色、歷史最悠久，蜿蜒的河道，巍峨多姿的山

嶽，黑瓦白牆的房舍、古堡與教堂在河邊構成一

幅幅美麗的畫，是那麼賞心悅目，美得醉人。 

低聲唱著羅雷萊之歌.. 

微風靜靜吹過萊茵，夕陽的光輝染紅了山頂。 

有一位美麗的姑娘，朝陽映在她的臉龐，她梳著

她的長髮。 並且低聲唱著一首思念著遠方的情

郎，聲音動人心魂。船夫不覺沉醉神往，忘卻了

無情急流，只見山上的姑娘。 

 

第 03 天 羅騰堡 - 海德堡 - 史特拉斯堡 

若要說哪一個城市足以展現德國的浪漫，大概非海德堡莫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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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怪乎博得了許多的讚美及親近，讓它變成德國浪漫主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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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中世

紀精美建築工藝的大教堂、歷代商人的居所卡梅澤爾府邸，和數條支流形成的小法國區，

過往曾是漁民、磨坊、製革匠生活的熱鬧區域，古老的石板步道與水道縱橫穿梭其中，是

史特拉斯堡最美的地方。 

 

◆備註：如遇大型會議或節慶則改安排四星級，每人退費 NTD1000 元。 



【含門票參觀景點】海德古堡纜車上下+選帝侯古堡+大酒桶。 

【下車參觀】老橋、銅猴子、聖靈教堂、聖母院大教堂、卡梅澤爾府邸、小法國區。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旅館-(165KM01:40)-海德堡-(130KM01:25)-史特拉斯堡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百年金羊餐廳風味或學生酒館啤酒館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五星 Sofitel Strasbourg Grande Ile 或 Hôtel & Spa Château de l'ile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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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堡、古橋、大學城，浪漫的愛情故事，讓海德

堡成為最是一座浪漫的歷史古城。 

最是浪漫的小法國 Petite-Franc 

被伊爾河的支流環繞的史特拉斯堡小法國是個

風景如畫的歷史街區，中世紀的半木結構房屋建

築搭配小橋流水。小鎮的“Place Benjamin 

Zix”本傑明奇克斯廣場周遭景色太迷人，博得

法國最美的廣場之一的美名。 

 

第 04 天  史特拉斯堡 - 柯瑪 - 伯恩 

今來到可愛的童話小鎮~科瑪，宮崎駿動畫「霍爾的移動城堡」的靈感來源，有著濃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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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KM01:00)-柯瑪-(162KM01:50)-伯恩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travel/destinations/europe/france/strasbourg/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Maison des Têtes 人頭屋之家 晚餐：伯恩當地料理 

住宿：四星 Hotel Allegro Bern 或 The Bristol 或 Hotel Savoy 或同等級。  

  

泛著小船入童話國度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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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篙泛著

小船飄盪在威尼斯，最是寫意人生呀！ 

這座城市得名於一隻被擊退的熊 

伯恩 Bern，由德文熊 Bär 而命名。1191 年伯

恩城由 Zähringen 公爵所建，他以捕捉的第一

隻動物「熊」來為城市命名，所以州旗幟也是以

熊設計，遊覽伯恩必須要去熊公園觀熊，從公園

的玫瑰園可以俯瞰舊城和阿勒河 River Aare 的

好據點。 

 

第 05 天  伯恩 - 茲懷斯文 +++ 黃金號景觀列車(頭等艙) +++ 蒙投 - 西 

 庸城堡 - 塔什 +++ 策馬特 

今日搭乘全瑞士最熱門的景觀列車就屬黃金列車 GoldenPass Line，行經在阿爾卑斯山野

間，沿途可看到繪畫般的木造房舍與山湖景色交替變化的麗景，如詩如畫美不勝收！ 

午後車行於中歐第二大淡水湖的蕾夢湖，山坡上中世紀小鎮、葡萄園與連綿雪峰的美景我

們來到了拜倫的長詩《西庸的囚徒》而不朽的西庸古堡，藏身在如詩如畫的湖泊山水間，

擁一種靜靜的孤寂美。 

午後時分在 Täsch 轉乘登山進入世界知名的旅遊度假勝地馬特洪，在這裡，空氣清新、純

淨、迷人的山谷和傲然睥睨馬特洪峰，我們特別安排策馬特連泊兩晚。 

 

◆備註：如遇山景房滿，則每人退費 NTD1000 元) 

【含門票參觀景點】黃金號景觀列車(頭等艙)、西庸城堡、策馬特登山火車。 

【下車參觀】蕾夢湖。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伯恩-(69KM 01:00)-茲懷斯文-(01:59)-蒙投-(3KM 00:05)- 

                         西庸(139KM 02:00)-塔什+++策馬特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晚餐：瓦萊州鄉村風味料理 

住宿：四星 Hotel Ambassador 或 Hotel Simi 或 Posr Hotelt 山景房或同等級。 

  

黃金號景觀列車 Golden Pass line 

黃金號景觀列車素有「夢幻橫斷路線」之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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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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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美監獄-西庸城堡 

位在度假小鎮蒙特勒附近、日內瓦湖畔。西元

1530 年至 1536 年間，日內瓦的獨立主義者弗

朗索瓦·博尼瓦 François Bonivard 曾被囚禁在

此，後來英國詩人拜倫參觀這裡後，寫下了著名

的長詩《西庸的囚徒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讓城堡因此聲名大噪。 

 

第 06 天  策馬特【高奈葛拉特齒軌火車】 

素有瑞士王冠美譽的馬特洪峰，草原上的角峰高傲聳立在藍天白雲之下，是瑞士的精神象

徵與最明顯的標誌，更是遨遊瑞士不可錯過的絕佳景點。典藏安排搭乘高奈葛拉特齒火車 

，沿途您可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馬特宏峰的壯麗景色，最後抵達海拔 3,090 公尺高納葛瑞特

Gornergrat 觀景台，由此遠眺，寬廣的冰川、高達 4,478 公尺的馬特宏峰巍然屹立，就

像大自然最完美的作品，天氣晴朗時陽光下熠熠生輝，不愧其「山中之王」的美名。 

之後返回策馬特鎮，午後若有時間不妨自由地漫步在純淨自然的城街道上，穿梭在一棟棟

造型可愛的阿爾卑斯民居之間，不論是坐下來喝杯咖啡享受難得的清淨空氣與自然美景，

或是到小店裏為家人挑選一個富有當地特色的紀念品，都是很好的選擇。亦或自費安排探

訪桑納格或冰川天堂等其他路線，除了可體驗不同的交通工具之外，也可以一覽不同風貌

的馬特洪峰！ 

 

◆備註：如遇山景房滿，則每人退費 NTD1000 元) 

【含門票參觀景點】高奈葛拉特齒軌火車。 

【下車參觀】高奈葛拉特山、策馬特小鎮。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敬請自理(視火車班次而定)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四星 Hotel Ambassador 或 Hotel Simi 或 Posr Hotelt 山景房或同等級。 

  

瑞士王冠丰姿「馬特洪峰」登山鐵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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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傲山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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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洪峰有四面陡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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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馬特 +++ 冰河列車(頭等艙) +++ 安德瑪特 - 格林德瓦(茵特 

       拉根) 

「全球最慢的快車」冰河列車又稱冰川快車。今日乘坐最具瑞士高山風情、有瑞士冰雪屋

頂之稱的冰雪風景線冰河列車頭等艙，期間經過數個高山隘口、橋樑、隧道，沿途震撼美

景、山村風情小鎮處處美不勝收，抵達安德馬特；續前往一年四季風景醉人著稱，也是前

往少女峰的重要門戶。 

車抵後來到位於兩湖之間的茵特拉根，是個充滿度假及商業氣息的地方，您可恣意逛街購

物或悠閒品嘗杯咖啡，或你可在此遠眺少女峰山區美景。今晚品嚐瑞士三種經典 FONDUE

鍋，您將在美味而又歡樂的餐廳裡享受極致的幸福時光。 

 

◆備註：如遇山景房滿，則每人退費 NTD1000 元) 

◆備註：冰河列車車班調整一日僅三班，如遇冰河景觀列車頭等艙訂滿，未免更改班次影 

       響行程順暢度，將改訂二等艙並退票價差每人 NTD 1,000。 

【含門票參觀景點】冰河列車－名列世界十大最佳火車。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策馬特++冰河列車++安德瑪特-(122KM 01:40)-格林德 

                 瓦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視火車預訂時間而定)冰河

列車套餐或地方料理風味 

晚餐：瑞士三種 Fondue 火鍋 

住宿：四星 Hotel Spinne 或 Hotel Kreuz & Post 山景房或同等級。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 

是一條從策馬特行駛到聖模里茲之間的鐵路線，

是著名的觀光路線，冰河列車行駛速度並不快，

路程中，冰川特快一共會經過 291 條橋樑、91

個隧道，並通過海拔 2033 公尺的歐伯拉普隘口 

，總時程約 7 個半鐘頭。典藏特別安排最美路段

策馬特至安德瑪特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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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 - 少女峰 - 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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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拜訪在冰河下鑿建出來的山

頂冰宮，感受置身冰河之中的奇特經驗；或您也可以搭乘電梯前往斯芬克斯觀景台，全景

觀視野，一覽阿爾卑斯山脈宏偉全景和阿萊奇冰川的冰雪和岩石奇景，令人印象難忘，爲 

您的瑞士之行鑲嵌一顆王冠上的寶石。 

之後來到風景如畫，有如鑲嵌在令人難忘的山嶺湖泊間的蜜月之鄉琉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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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飯店滿房無法入住則改安排茵特拉根四星飯店。 

【含門票參觀景點】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加贈少女峰鐵路紀念護照，送完為止喔)。 

【下車參觀】斯芬克斯觀景瞭望台、冰宮、琉森湖、卡貝爾橋、獅子紀念碑。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Top of Europe 歐洲之巔餐廳 晚餐：琉森地方料理 

住宿：四星 Radisson Blu 或 Hotel Astoria 或 Ameron Luzern Hotel Flora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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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登山齒輪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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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必遊絕美湖泊：琉森湖 

琉森源自於 15 世紀的漁村，不但是瑞士邦聯

的發源地，流傳著威廉．泰爾的傳說；更是瑞

士極致風景的縮影，琉森湖擁有湖光山色的景

觀，週遭則是連綿起伏的壯麗群山，和分佈在

湖周圍的小城鎮和山巒造就了瑞士的田園式風

光。 

 

第 09 天  琉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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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瓦杜茲、郵票博物館、巴伐利亞獅子像、新(舊)市政廳、馬克塔(舊燈塔)。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琉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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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一星美食 晚餐：巴伐利亞鄉村料理 

住宿：四星 Hotel am Hopfensee 或 Ameron Neuschwanstein Alpsee Resort & Spa



或 Hotel Schlosskrone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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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威斯教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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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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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天花板的濕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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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五星飯店訂房滿時，將改由安排四星替代每人退 NTD 1,000 元。 

 ◆備註: 如 Kempinski 米其林饗宴晚餐訂位滿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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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泊馬車上山，如遇停駛改安排上山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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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教堂- 

                           (118KM01:40)- 阿爾卑斯山城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節慶劇場餐廳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或旅館內主廚推薦餐 

住宿：五星 Residenz Heinze Winkler 或 Radisson Blu Hotel Altstadt Salzburg 或同級 

  

國王的夢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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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可可明珠—威斯朝聖教堂 

初來，你一定會驚歎於教堂內部的奇觀，禁不住

脫口而出：一個如此超俗、金碧輝煌的建築物竟

然奇跡般的出現在這幾乎與世隔絕的隱蔽田園

裏！整個作品充滿了活力、歡快、色彩豐富，真

不愧為世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之列。 

 

第 11 天  阿爾卑斯山城 - 國王湖 - 慕尼黑 

今早沉浸在阿爾卑斯神妙、奇幻、幽美的風景中，我們船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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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中的聖巴爾特

羅梅禮拜堂是國王湖的標誌。 

之後來到一座保留著原巴伐利亞王國都城的古樸風情，熱情好客又擁有悠久傳統的國際化

大都市慕尼黑。它熱情、好客、迷人、恬靜、繁華是德國的生活品味之都。登機前你有些

許自由購物的光景。今晚就讓我們在德國傳奇的皇家啤酒館裡，一邊大口吃肉一邊開懷暢

飲慕尼黑啤酒。 

 

◆備註：如遇大型展期或啤酒節節慶則改安排鄰近城市五星級或牌慕尼黑四星級每人退 

       NTD 1,000 元。 

【含門票參觀景點】國王湖遊船。 

【下車參觀】國王湖、聖巴爾特羅梅禮拜堂、聖母教堂、瑪麗安廣場、新市政廳。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旅館-(127KM 01:50)-國王湖-(152KM 01:50)-慕尼黑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國王湖湖畔餐廳 晚餐：皇家啤酒館或百年啤酒館風味 

住宿：五星 The Westine Grand 或 Eurostars Grand Central 或同等級。                   

  

超然絕塵、遺世之美－貝希特斯加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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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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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天  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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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慕尼黑-(35KM 00:40)-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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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夜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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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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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託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提供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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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推薦  

孤傲「山大王」 - 馬特洪峰 

 

你最喜歡瑞士的哪座山？ 

去過的人都會回答-馬特洪峰。 

它的造型，一眼就很難忘掉， 

如此有個性的山峰，難怪每年有

幾百萬遊客慕名而來。 

  山大王 馬特洪峰 

 

羞澀「美皇后」 - 少女峰 

 

眼不能見、心卻可見的戀人。 

她以冰雪與山峰、陽光與浮雲

吸引著八方遊客。少女峰橫亘

18 公里，宛如一位少女，披著

長發，銀裝素裹，恬靜地仰臥在

白雲之間。 

   美皇后 少女峰 

 

 

夢幻仙境 - 國王湖 

 

湖面如鏡，碧勝美玉，四面環

山，嶙峋綺麗，像是海克力士在

這山間橫劈一斧，猶如仙境般，

被譽為德國最美的湖泊。 

   湖區之王 國王湖 

 

 



旅遊名勝 

一生必搭 - 冰河列車 

 

「全世界最慢的景觀快車」270 度

全透明玻璃窗，一路飽覽阿爾卑

斯山山脈的壯麗景觀。 

  壯麗景觀 冰河列車 

 

 

瑞士最出名- 黃金號列車 

 

素有「夢幻橫斷路線」之稱。 

堪稱瑞士首屈一指的景觀列車，

途經瑞士湖光山色之精華，讓你 

倘佯山野綠意與冰雪之間。 

  夢幻橫斷 黃金號景觀列車 

 

 

歐洲最高「室內」火車站 -少女

峰車站(3454 公尺) 

 

20 世紀初山岳鐵道工程奇蹟！ 

四分之三的路段是在冰河底下隧

道岩壁裡通過，3454 公尺終點站

的少女峰火車站，不僅是景點，更

是一種國家榮耀。 

  歐洲最高的室內火車站 少女峰火車站 

 

 



歐洲最高「戶外」火車站 - 高

奈葛拉特車站(3089 公尺) 

 

瑞士 4000 公尺以上山岳 34 座

中，有 29 座都在葛拉特火車站終

點站方圓 15 公里範圍內，峰峰相

連到天邊，令人感動。 

  歐洲最高的戶外火車站 奈葛拉特火車站 

 

 

典雅住宿 

五星奢華 Sofitel Hotel 

五星級的優越地理位置 

五星級的服務 

 

豪華的酒店具有亞爾薩斯傳統風

格裝飾，提供您舒適的享受。 

位在歷史中心區，方便你古城探

索。 

  首選入住 Sofitel Strasbourg Grande Ile 

 

 

五星 Residenz Heinz Winkler 

隸屬 Relais & Chateaux 法國莊

園城堡集團 

 

集優雅奢華和巴伐利亞魅力的完

美結合；旅館屢獲獎無數。 

  

 
  莊園城堡 Residenz Heinze Winkler 



五星 The Westine Grand  

奢華酒店位於慕尼黑市中心 

 

酒店擁有寬敞的客房，不僅可以

欣賞城市的景色；方便的地理位

置，讓你輕鬆的遊覽慕尼黑。 

  溫馨舒適 The Westine Grand 

 

 

策馬特四星旅館(山景房) 

 

入住世界著名滑雪勝地策馬特山

城旅館，您可以好好的享受大自

然的洗禮及完全放鬆身心靈的地

方；更讓您一親孤傲山王馬特洪

峰芳澤。 

  山景房 Hotel Ambassador 

 

 

格林德瓦四星旅館(山景房) 

 

 

位於艾格峰 Eiger 山腳，就在格林德

爾瓦爾德冰川村莊的中心卻不失靜

謐。享有著的名艾格峰和韋特霍恩的

自然美景一覽無遺。 

  山景房 四星 Hotel Spinne 或同等級。 

 

 



藏珍饗宴 

Rstaurant Marée 米其林一星 

  

Marée 餐廳這是間氣氛好又能遠

眺美景及極為美味又精緻的料

理。貓途鷹評鑑該國最排名第一 

名的餐廳。 

 

 
 米其林一星 Restaurant Marée 

   

瑞士三種 Fondue 火鍋 

  

非吃不可的瑞士傳統飲食，來瑞

士一定得品嚐三種口味的火鍋料

理。 

 

 

 瑞士國菜 Fondue 火鍋 

 

節慶劇場餐廳 

  

受到新天鵝城堡的啟發，建築師

Josephine Barbarino 創造了一

座建築，將路德維希的浪漫夢想

世界與現代建築技術的結合！從

餐廳您可欣賞湖泊和城堡的獨特

景色。 

  湖光山色 節慶劇場 Lake Restaurant 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