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南德深度 10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曼谷/慕尼黑 

02 慕尼黑 

03 慕尼黑(新天鵝堡) 

04 慕尼黑/薩爾茲堡 

05 薩爾茲堡/貝希特斯加登(鷹巢之旅) 

06 貝希特斯加登/慕尼黑(國王湖) 

07 慕尼黑(楚格峰) 

08 慕尼黑(市區觀光) 

09 慕尼黑/曼谷/台北 

10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82,0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8 項 
01 台北歐洲來回泰國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7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慕尼黑市區交通一日券(含機場) 

04 慕尼黑巴伐利亞邦二等艙 5 日券  

05 慕尼黑專車送機  

06 全程二人一台 WIFI 分享器 (每日 2.5 G / 用完降速 / 傍晚恢復 ) 

07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08 詳細操作手冊及旅館地圖標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0 天) 
DAY1  台北 / 曼谷 / 慕尼黑 

期盼已久的德國奧地利之旅程今天要出發囉，今日晚上前往

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嚮往已久的歐洲，夜宿於機上，請您

養足精神，明日開始精彩的德國奧地利之旅。 

 

DAY2  慕尼黑 

慕尼黑是德國巴伐利亞邦的首府，同時也是德國南部第一大城，全德國第三大城市；都會區

人口達到 270 萬。慕尼黑位於德國南部阿爾卑斯山北麓的伊薩爾河畔，是德國主要的經濟、

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也是歐洲最繁榮的城市之一。來到慕尼黑，瑪麗安廣場及其新

市政廳是遊客必到之景點，絕對令人印象深刻，不能錯過！由 1867 年動工至 1908 年才建

成的新市政廳，鐘樓上有音樂木偶表演，聖母院的洋蔥的塔樓，成為慕尼黑的標誌。您可在

慕尼黑最熱鬧的瑪麗恩廣場自由逛街，或前往馬克西米連大道選購名牌精品。 

 

王宮花園 (Hofgarten) 

為德國慕尼黑市中心的一個花園，位於慕尼黑王宮與英國公

園之間。花園建於 1613 年-1617 年，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

在花園中心是女神黛安娜的亭子，建於 1615 年。屋頂是巴

伐利亞雕像（1623 年）的複製品。小徑通往周圍八個方向。

在花園東北角，是一個方形的黑色花崗岩白玫瑰小組紀念

碑，其成員從事反對希特勒政權的非暴力運動。王宮花園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摧毀，戰後重建。 

 

慕尼黑 BMW 博物館 (BMW Museum) 

BMW World 園區，外觀完全以結合最新建築設計與流動概

念為主，充滿了時尚、未來感觀，園區除了最大的交車中心

外，也是體驗 BMW 品牌精神與經營理念最佳的場所，總面

積更達到 7.3 萬平方公尺，除了量產新車與概念車之外，也

將不定期配合推出展覽主題，並且展出許多珍貴的模型與實

車，連同在戰爭期間曾經打造的飛機引擎等等均在此園區展

出；瑪麗安廣場及其新市政廳是遊客必到之景點，絕對令人

印象深刻，不能錯過！BMW 博物館旁邊的奧林匹克運動公園也值得您前往參觀。 

 

寧芬堡 (Schloss Nymphenburg) 

這座宮殿是選帝侯斐迪南•瑪里亞和妻子薩伏依的Henriette 

阿德萊德在 1664 年邀請了一批義大利建築師和藝術家建

造，以慶祝王室繼承人——兒子選帝侯、子爵馬克西米里安

二世（Maximilian II Emanuel）的出生。同時建造的還有

同為巴洛克式的鐵阿提納教堂。從 1701 年開始，巴伐利亞

公國的繼承人 Max Emanuel 對宮殿進行了有系統的擴建。 



 

 

DAY3  慕尼黑 (新天鵝堡)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新天鵝堡參觀，新天鵝堡 Castle  

Neuschwanstein 是由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興

建，他曾在郝恩修瓦高城（Hohenschwangau 又稱舊天

鵝堡）度過了童年，那座城堡內的中世紀傳說及浪漫

風格，深深影響了這位國王，而建造了這座夢幻城堡。

由於路德維希二世強烈嚮往中世紀神話「Lohengrin

天鵝騎士」裡的天鵝傳說，及喜愛華格納的歌劇「天

鵝騎士」，因此取名為「新天鵝堡」 

 

DAY4  慕尼黑 / 薩爾茲堡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音樂藝術山城，也是音樂神童莫札特

的故鄉---薩爾姿堡。電影(真善美)在此地拍攝，更將薩

爾茲堡的美景引薦給世人，下午暢遊薩爾茲堡，薩爾茲

堡位於奧地利的西部，是阿爾卑斯山脈的門庭，城市的

建築風格以巴洛克為主，城市的歷史相當悠久，據史料

記載，薩爾茲堡是現今奧地利管轄地域內歷史最悠久的

城市。建議您搭乘斜坡纜車登上豪恩薩爾茲堡要塞，這

座要塞始建於 1077 年，經由歷代總主教逐步擴建而成，是世界上最大的要塞，非常堅固，從

未被攻陷過。在這裡可以遠眺奧地利、瑞士及德國三國的風景，美不勝收。要塞下方的卡比

第廣場為薩爾茲堡老城的主要廣場，廣場上有一座著名的大金球雕像，上面佇立著一名男子，

正眺望薩爾茲堡，經過別忘了和他合影一張! 

 

米拉貝爾宮 (Schloss Mirabell) 

米拉貝爾宮是奧地利薩爾茨堡的主要名勝之一，巴洛克風

格，模仿義大利和法國宮殿，由薩爾茨堡總主教沃爾夫•迪

特里希修建於 1606 年。幾何對稱的花園內，設有四組神話

主題的雕塑：埃涅阿斯、赫剌克勒斯、帕里斯和普路同，為

義大利雕塑家 Ottavio Mosto 的作品。 電影《真善美》的一

些著名場景在此拍攝。 

 

莫札特出生地 (Mozarts Geburtshaus) 

莫札特出生地（Mozarts Geburtshaus），位於薩爾茨堡老

城區主街糧食胡同 Getreidegasse 9 號，那座黃色豎立著

奧地利國旗，掛著豎琴形音樂標識的樓裡，1756 年 1 月

27 日天才音樂家莫札特在此誕生。莫札特一家從 1747

年至 1773 年都居住在這棟樓的三樓。 

 

 



 

 

薩爾茲堡要塞 (Festung Hohensalzburg) 

在漫長的歷史中，沒有任何進攻者能攻佔下它。城堡過去常年

是一座防禦設施，間或也作為主教官邸。同時，它還充當過兵

營和監獄的角色。沃爾夫•迪特裡希主教被他的侄子暨繼承者

馬庫斯•希提庫斯囚禁在這裡五年之久，直到 1617 年去世。 

 

薩爾茨堡主教座堂 (Salzburger Dom) 

薩爾茨堡主教座堂是一座 17 世紀的巴洛克建築，天主教薩爾茨

堡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位於奧地利城市薩爾茨堡。這裡是莫扎

特受洗的地點。 1598 年，原來的羅曼式教堂嚴重受損，被迫

拆除，改建為巴洛克建築，1614 年奠基，完成於 1628 年。長

466 英尺，高 109 英尺。 二戰中，薩爾茨堡主教座堂部分受損，

修復工作完成於 1959 年。 

 

主教宮廣場 (Residenzplatz) 

主教宮廣場是一個大型廣場，位於奧地利薩爾茨堡老城的心

臟，靠近薩爾茨堡主教座堂、莫扎特廣場和薩爾茨堡要塞。它

被認為是薩爾茨堡最熱門的景點之一。 主教宮廣場的西面是老

主教宮，東面是新主教宮，南面是薩爾茨堡主教座堂，北面是

古老的私人住宅。主教宮廣場由薩爾茨堡總主教 Wolf Dietrich 

Raitenau 修建於 1587 年，他還下令修建薩爾茨堡主教座堂的修

道院，為此拆除了許多私人房屋。最近在主教宮廣場地下發現了 16 世紀墓地。在主教宮廣場

中間，是一個巨大的巴洛克噴泉'Residenzbrunnen'，建於 1656 至 1661 年。用大理石建造，被

認為是中歐最大的巴洛克噴泉。 

 

DAY5  薩爾茲堡 / 貝希特斯加登 (鷹巢之旅) 

貝希特斯加登近郊的鷹巢（Kehlsteinhaus）位於 Kehlstein

山的頂峰，標高 1834 公尺，是希特勒手下 Martin Bormann 

於 1938 年興建完成的別墅，作為希特勒 50 歲生日的賀

禮，不過因為怕高、天氣不穩定以及空氣稀薄等等原因，

希特勒造訪這個別墅的次數只有 14 次，也因為不是他的

重要據點而因禍得福，鷹巢躲過盟軍的轟炸、屹立至今，

成了貝希特斯加登遠近馳名的觀光景點。 

 

DAY6  貝希特斯加登 / 慕尼黑 (國王湖) 

國王湖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東南端，比鄰德國和奧地利的

邊境小鎮貝希特斯加登，在奧地利城市薩爾茲堡以南的德國

阿爾卑斯山區內。國王湖的湖水呈現翡翠綠色，清澈見底，

是著名的旅遊勝地。聖巴爾多祿茂禮拜堂是國王湖的標誌，



 

因紅色圓穹頂像洋蔥的特別造型而出名，始建於 12 世紀，16 世紀開始發展成為巴洛克風格。 

 

DAY7  慕尼黑 (楚格峰) 

楚格峰位於德國和奧地利的邊境，它的德語名是

「Zugspitze」（Spitze 的意思是「頂峰」，Lawinenzug 或 Zug

的意思是「雪崩」），由於山峰北側陡峭經常發生雪崩而得

名。楚格峰是楚格山脈的主峰，山脈中有兩條在德國極其

罕見的冰川。坐落在楚格峰頂下 350 公尺，河谷上的平坦

高原，是德國最高的滑雪場，也是唯一的冰川滑雪場。峰

頂上有一座名為「慕尼黑小屋」（Münchner Haus）的德國

阿爾貝斯協會會所，和一座一百多年歷史的氣象觀測站。由於山峰的變遷，高於右峰一公尺

的左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炸毀，中峰則在 1931 年建造索道纜車時坍塌。現在楚格峰最高

點的標誌是右峰頂上的金色十字架。 

 

DAY8  慕尼黑 (市區觀光) 

英國公園 (Englischer Garten) 

是德國慕尼黑的一個公園，從市中心向東北方伸展直到城市

邊界。它是由班傑明•湯普森於 1789 年興建。英國公園占地

約 3.7 公里，比紐約中央公園大，但小於都柏林鳳凰公園，

是歐洲最大的城市公園之一。它的名稱來自於其景觀的風

格；英式庭園，這種風格在 18 世紀中期至 19 世紀早期在英

國很受歡迎 

 

聖伯多祿堂 (St. Peterskirche)  

是德國慕尼黑內城最古老的教堂。早在 1158 年慕尼黑建城之

前此處已經建有教堂。8 世紀修道士居住在山上教堂周圍。

12 世紀末新建了一座巴伐利亞羅馬式教堂，在 1327 年被大

火摧毀前不久曾擴建為哥德式。此後在 1368 年又新建了教

堂。17 世紀初增建了 92 米高的文藝復興式尖塔和巴洛克式

唱詩班席位。 

 

慕尼黑凱旋門 (Siegestor) 

高 21 米，寬 24 米，厚 12 米。風格類似於羅馬的君士坦丁凱

旋門、倫敦的大理石拱門、巴黎的凱旋門以及柏林的勃蘭登

堡門。此門由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建造，完成於 1852

年。頂部有雙輪戰車和獅子。使用獅子，是因為獅子是統治

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王朝的標誌。此門原來是為了紀念

巴伐利亞軍隊的光榮，今天則用作提醒和平的紀念碑。此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嚴重損壞，但是如同柏林的威廉皇帝

紀念教堂，只是局部加以重建。背面的題詞是“獻給勝利，被戰爭破壞，提醒和平” 



穀物市場 (Viktualienmarkt) 

是德國慕尼黑市內一個食品市場和廣場。 穀物市場已經由

最初的農民集市，發展成為一個受歡迎的美食市場。市場

占地 22.000m², 140 個店鋪出售鮮花、進口水果、獵物、家

禽、調味品、奶酪、魚、果汁等。在慕尼黑其他任何地方

都找不到如此多種類的新鮮、精美的食物。所有店鋪都在

規定開放時間開放。 

慕尼黑安聯球場（Allianz Arena） 

慕尼黑安聯球場（Allianz Arena）以它精巧的結構壯麗

的外觀，成為慕尼黑以至於德國的榮耀。安聯體育場被

選作 2006 年德國世界杯開幕式賽場。這座可以容納

75000 人的球場在 2005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正式啟幕，

由慕尼黑 1860 隊和德國最成功的俱樂部拜仁慕尼黑隊

聯合出資建造。 

從遠處看，安聯球場像巨大的橡皮艇，白色橢圓體之外包裹著許多氣囊樣的結構，既顯得現

代感十足，同時也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它不同尋常的表面由 2874 個菱形膜結構構成，膜結

構具有自我清潔、防火、防水以及隔熱性能。每個膜結構都可以在夜間被照成紅、藍、白三

色，分別對應拜仁、慕尼黑 1860 以及德國國家隊的隊服顏色。 

DAY9  慕尼黑 / 曼谷 / 台北 

今日上午整理行裝，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DAY10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

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

趣。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ZyrJxNW__VARaeVjP24DaTMGSLUOqI7MeR-6fKoTCmyxSQ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