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地 目的地 搭乘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 香港 CX473 18：40 20：45 

香港 法蘭克福 LH797 23：45 05：15+1 

慕尼黑 香港 LH730 22：15 15：25+1 

香港 台北 CX470 18：55 20：30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慕 尼 黑 法 蘭 克 福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台灣來回香港接駁班機僅供參考，實際班機將依德航各團搭配為依據。 

阿爾卑

斯山麓 



 

 
 

 

 

 

 

  ○ 六次米其林美食 

 ♦ 二星米其林晚宴 

♦ 五次米其林推薦特色餐點  

○ 嚴選美食   餐餐含酒水 

12 次瑞士＋德國道地美味  

 全程無中式、3 次自理餐 

  ❶ 瑞士火鍋風味餐+高山秀        

     ❷ 德國豬腳餐＋蘋果酒   

        ❸ 古城義式料理  

       ❹ 湖區鱒魚料理 

 

        ♦ 法蘭克福－金融之都，新式 

      五星飯店，享受都會繁華及購物樂趣。  

    ♦ 史特拉斯堡－市區五星享受購物樂。 

   ♦ 茵特拉肯－頂級奢華渡假五星飯店 Victoria  

♦ 德國阿爾卑斯山－渡假五星飯店，貴族般典雅的風格， 

   享受四週優雅的環境。  

   ○ 入住童話小鎮羅騰堡 

      最夢幻的中世紀小鎮，入住古城內特色飯店， 

         感受中世紀情懷。 

        ○ 少女峰‧ 馬特洪峰 雙峰雙宿 

              讓您用最輕鬆的方式，深度遊覽 

                少女峰與馬特洪峰。 

 

○ 五晚舒適五星飯店 

○ 瑞士兩大名峰 

1.馬特洪峰-全世界對瑞士 

 的印象，就是這一座三角錐狀的雄偉山峰。  

2.少女峰-歐洲屋脊。乾淨無破壞的環境讓她有少女的美稱。 

○ 夢幻三大美湖 

瑞士雷夢湖  2. 瑞士盧森湖 3. 德國國王湖 

○ 6 大世界文化遺產 

1.萊茵河中上河谷  2.烏茲堡主教宮  3.史特拉斯堡  

4.伯恩  5.少女峰阿特齊冰河    6.威斯教堂 

○ 德國羅曼蒂克大到精選必遊 

德國最著名觀光大道，南起新天鵝堡，北至烏茲堡，從北玩到

南。 

1. 最雅緻－烏茲堡主教宮殿 2. 最美的童話小鎮－羅騰堡  

最夢幻的城堡－新天鵝堡 4. 最絢麗的巴洛克威斯教堂。 

○ 深度遊覽萊茵河谷 

有別於其他業者只安排萊茵河搭船就倉促離開，我們 

除了搭船遊覽外，更前往河畔小鎮-呂德斯海姆， 

欣賞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萊茵河最美景緻。 

 

            ○ 法蘭克福進 / 慕尼黑出 

               倒 C 型走法，最短的搭車距離， 

               最多的遊覽時間。 

○ 回程晚班機 ‧ 整整多玩一天！ 

業界最豐富的行程，吃、喝、玩、買最盡興。 

○ 瑞士必搭冰河火車+黃金列車 

➤名列世界十大最佳火車，號稱全世界最慢的快車。 

 ➤部落客票選最美黃金列車路線。 

○ 全程提供兩人一台 wifi 機， 

                 讓您出國溝通無國界。 

 



 

 
 



 

 
 

 

【驚豔德瑞】少女峰、馬特洪峰 雙峰＆絕美秘境國王湖 13 天 

五晚五星飯店  雙峰雙宿 & 二星米其林晚宴 

晚班機回多玩一天 最高 CP 值 

Day 1 3/28 (四)台北/高雄  香港  法蘭克福 

 
今日齊集於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轉機前往法蘭克福，班機將於隔日抵達，祝您機上

好眠～睡得香甜，明天我們將開始這次嚮往的「驚豔德瑞」雙峰秘境之旅囉！ 

 

午餐：無  

 
夜宿機上 

晚餐：機上  

  

Day 2 3/29 (五)機場→萊茵河遊船→河畔小鎮→法蘭克福 

含入門票： 萊茵河遊船 

行車距離： 法蘭克福機場-52KM-萊茵河-124KM-法蘭克福 

  

『萊茵河遊船』  

發源於瑞士南境悠遠綿長的萊茵河，兩岸懸崖絕

壁，山谷陡峭有壯觀的葡萄園，高聳入雲的岩峰

『萊茵河畔小鎮－呂德斯海姆』 

中古風味的傳統木造建築的小鎮，市中心最熱鬧

的地方莫過於僅有 144 公尺長的畫眉鳥之巷，

http://www.makoto.com.tw/Travel/2016/TravelDetail.aspx?PID=EU1GSW1187


 

 
 

陸續出現的古堡，圍在教堂四周的村莊以及聆聽

悅耳的蘿蕾萊之歌和蘿蕾女神之淒美傳說。在一

個半小時的行船時間裏，在藍天白雲的幽靜中，

您可慢慢享受著萊茵河上綺麗動人的原野風光。 

巷道兩邊滿滿的商店及酒館充滿當地飲酒歡樂

的氣氛。這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的上中萊茵河谷區。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3:30 搭船遊覽來茵河&萊茵河畔小鎮，享用午餐 

16:00~18:30 法蘭克福享受自由時光&歡樂購物 

 

午餐：米其林推薦酒鄉料理 

 

Hotel Intercontinental 

★ ★ ★ ★ ★  晚餐：米其林推薦燒烤拼盤料理 

  

Day 3 3/30 (六) 法蘭克福→烏茲堡→羅騰堡 

行車距離： 法蘭克福-129KM-烏茲堡-66KM-羅騰堡 

世界文化遺產 烏茲堡主教宮殿 

  

『烏茲堡』 

一個擁有兩萬多名學生的大學城，在這邊也是法

蘭根葡萄酒的主要產地，Alte Mainbrücke 舊緬

恩橋，橋上 12 尊聖人的石像，不但是一個非常

具有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老僑，大主教宮殿目

前已經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羅騰堡』 

羅曼蒂克大道北邊中世紀之珍珠的城市－羅騰

堡。市內保存完整的中世紀街道、住家、城堡、

塔台、小石路、噴泉、傳統老市街等；越過古城

牆，欣賞美麗的景致，令人恍如穿越時光隧道，

回到歐洲中世紀的浪漫生活中，浪漫無比。 

    旅遊時間預計表 

11:00~14:00 遊覽烏茲堡&午餐時刻 

15:00~20:00 遊覽羅騰堡、自由活動&晚餐時刻 

 

午餐：德式料理 

 

Hotel Tilman 

★ ★ ★ ★  晚餐：義式料理 

 

 
 



 

 
 

Day 4 3/31 (日)羅騰堡→海德堡→史特拉斯堡 

含入門票： 海德堡古堡門票、登山電車 

行車距離： 羅騰堡-166KM-海德堡-135KM-史特拉斯堡 

世界文化遺產 史特拉斯堡 

  

『海德堡』 

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信步閒逛是最適合它的旅

遊方式，這也是德國浪漫主義的象徵，古城裡卡

爾．西奧多老橋；聖靈教堂；市政廳、市集廣場；

海德堡大學、大學廣場、學生監獄(自費入內參

觀)，都保留自中世紀以來的風貌；搭乘登山電車

前往山上的海德古堡城堡，堡內最著名的則是位

於酒 7 窖內，容量 22.8 萬噸的大酒桶。城堡陽

台上，還能俯瞰古城美景。 

『史特拉斯堡』 

位於法國國土的東端，與德國隔萊茵河相望，駐

有歐洲聯盟許多重要的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

歐洲視聽觀察以及著名的歐洲議會 。史特拉斯

堡的歷史中心位於伊爾河兩條支流環繞的大

島，這一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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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法國區，1988 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旅遊時間預計表 

11:00~14:30 遊覽海德堡&享用午餐 

16:00~20:00 史特拉斯堡市區觀光&享用晚餐 

 

午餐：德式料理  

 

Hotel Sofitel Strasbourg  

 ★ ★ ★ ★ ★  晚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Day 5 4/1 (一)史特拉斯堡→科瑪→羅拉赫 

含入門票： 科瑪運河遊船 

行車距離： 史特拉斯堡-73KM-科瑪-136KM-羅拉赫 



 

 
 

 

『科瑪』 

位於法國東部阿爾薩斯省的中部，也是紐約自由

女神像的創作者巴多第(Bartholdi)的故鄉。童話

般的房屋，用色大膽鮮明是這個城市的特色，搭

乘運河穿梭其中，所以又有水上威尼斯的美稱。

伴著流水聲欣賞兩邊傳統木屋及繽紛色彩的窗邊

花卉，浪漫絕對不輸給威尼斯的鳳尾船。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3:30 遊覽史特拉斯堡、享受自由活動時間 

14:30~16:30 遊覽科瑪(搭船遊運河)&自由活動 

 

午餐：自由活動、餐食自理 

 

Steigenberger Hotel 

★ ★ ★ ★  晚餐：亞爾薩斯料理 

  

Day 6 4/2 (二) 羅拉赫→伯恩→茵特拉肯 

行車距離： 羅拉赫-120KM-伯恩-56KM-茵特拉肯 

  

『伯 恩』 

瑞士首都，於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放眼望去都是古樸的中世紀建築

物，有別於瑞士其他地方，您可參觀著名之「熊

公園」及走在長達六公里的鵝卵石小徑上，沿著

古色古香的大道，參觀有數百年歷史的天文鐘、

滿溢中古風味並擁有優美雕刻的噴泉… 。 

『茵特拉肯』 

茵特拉肯的意思是「在湖水之間」，位於西邊圖

恩湖與東邊布里恩茨湖之間，是少女峰山腳下的

一個瑞士旅遊觀光城市，以一年四季風景醉人著

稱，也是作為前往少女峰的重要門戶之一。抵達

後市區瀏覽&享受悠閒時光。 

    旅遊時間預計表 

12:00~16:30 午餐&遊覽伯恩古城 

▲如遇米其林推薦餐廳客滿將改至地窖餐廳享用晚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1%E5%A5%B3%E5%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Victoria-Jungfrau Grand Hotel  

★ ★ ★ ★ ★  晚餐：西式料理 

  

Day 7 4/3 (三) 格林德沃→少女峰高山體驗→茵特拉肯 

含入門票： 少女峰登山火車 

 

『少女峰』 

搭上登山齒軌列車駛向少女峰觀景台，抵達海拔 3,454 公尺歐洲最高的少女峰火車站。搭乘史芬尼

斯 Sphinx 觀景台電梯，每秒 6.3 公尺的上升速度，號稱歐洲最快速的電梯，由此可以眺望少女峰，

及阿爾卑斯山脈最長的冰河—阿列奇冰河。您可以走進在冰河深處開鑿的著名冰宮，栩栩如生的冰

雕作品吸引大量遊客觀賞，之後在最高的郵局寄出別具意義的珍貴明信片。和您身邊的親密旅伴，

一起登上觀景台，悠閒欣賞壯闊的冰河、山川美景。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6:00 搭乘少女峰齒軌列車上山，前往觀景台賞雪、冰宮體驗 

16:00 入住飯店 

16:00~20:00 茵特拉肯市區自由活動&晚餐 

餐食備註：如遇瑞士高山秀場包場等特殊原因無法訂位，則改為西式料理。 

 

午餐：少女峰山頂西式套餐 

 

Victoria-Jungfrau Grand Hotel  

★ ★ ★ ★ ★  晚餐：瑞士火鍋風味料理 

  

Day 8 
4/4 (四)茵特拉肯→斯維西蒙++黃金列車++蒙投 

→西庸古堡→策馬特 

含入門票： 黃金列車二等艙全景觀車廂(預計車次：10:25-12:13)、西庸古堡 

行車距離： 茵特拉肯-54KM-斯維西蒙-81KM-西庸古堡-2.8KM-蒙投-139KM-策馬特 



 

 
 

  

『西庸古堡』 

座落瑞士雷夢湖上的中世紀水上城堡，原為

SAVOY 公爵的私有財產，幾經易手，扮演過堡

壘、監獄..等角色，最著名的囚犯就是，日內瓦的

獨立主義者弗朗索瓦·博尼瓦。後來英國詩人拜倫

寫成了著名長詩《西庸的囚徒》，歌頌自由，城堡

因此聲名大噪。 

『策馬特』 

因馬特洪峰而揚名立外的山中小城，這是一個非

常獨特的山城，1961 年經過公民投票通過禁止汽

車進入，居民寧願忍受日常生活不便，也要維護

空氣品質，這裡是欣賞馬特洪峰最好的基地，日

出日落時分，都是絕佳的欣賞時間，山是有生命

的，隨著時間、角度、天氣變化不同的容貌，時

而紅光滿山、時而猶抱琵琶半遮面、時而穿上圍

裙，馬特洪峰絕不以一種面貌示人。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25~12:13 搭乘黃金列車欣賞湖光山色 

14:30~16:30 遊覽西庸古堡 

✪由於策馬特為欣賞或攀登馬特洪峰的基地及滑雪勝地，因此飯店常供不應求， 如遇飯店客滿

時，將改住宿於山下飯店，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 

 

Ambassador 

★ ★ ★ ★  晚餐：西式料理 

  

Day 9 4/5 (五)策馬特 葛納特登山火車→馬特洪峰 

含入門票： 葛納特登山火車 

 
 

『馬特洪峰』 『策馬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5%86%85%E7%93%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97%E6%9C%97%E7%B4%A2%E7%93%A6%C2%B7%E5%8D%9A%E5%B0%BC%E7%93%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9C%E5%80%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9C%E5%80%AB


 

 
 

阿爾卑斯山脈中最著名的山峰。在德語裡「Matt」

意為山谷、草地，「horn」意為山峰呈角錐狀，

由於馬特洪峰外形突出、山勢雄偉，隨然以高度

來計算並不足以進入瑞士百大高山之一，但它卻

是最後一個被征服的主要山峰。馬特洪峰的外型

是一個有四個面的錐體，分別面向東南西北，每

一個面都非常陡峭，因此只有少量的雪黏在表

面，由策馬特小鎮眺望此山，更覺其雄偉。 

因馬特洪峰而揚名立外的山中小城，這是一個非

常獨特的山城，1961 年經過公民投票通過禁止

汽車進入，居民寧願忍受日常生活不便，也要維

護空氣品質，這裡是欣賞馬特洪峰最好的基地，

日出日落時分，都是絕佳的欣賞時間，山是有生

命的，隨著時間、角度、天氣變化不同的容貌，

時而紅光滿山、時而猶抱琵琶半遮面、時而穿上

圍裙，馬特洪峰絕不以一種面貌示人。 

    旅遊時間預計表 

09:00~12:00 搭乘葛納特登山火車欣賞馬特洪峰 

13:00~19:00 享受策馬特小鎮優閒&購物樂趣 

 

午餐：搭配火車。餐食敬請自理 

 

Ambassador 

★ ★ ★ ★  晚餐：小鎮西式料理 

  

Day 10 
4/6 (六) 策馬特 冰河火車 →安德馬特→盧森 

→瓦杜茲→阿爾卑斯山麓  

含入門票： 冰河火車二等艙 (08:52-11:46)  

行車距離： 策馬特-105KM-安德馬特-72KM -盧森-131KM-瓦杜茲-120KM-飯店 

  

『盧 森』 

位於洛伊斯河(R. Reuss)畔的盧森城，四周環繞

著阿爾卑斯群山，除了天然的優美景緻外，美麗

的中世紀傳說與故事更讓城市充滿了知性美，

如：盧森的精神象徵獅子紀念碑、橫架於盧森的

發源洛伊斯河上的卡貝爾橋，橋長 200 多公尺，

建於西元 1,333 年，為世界現存最古老的木橋，

橋廊上兩邊掛有 110 幅描繪出盧森歷史的繪

畫，值得細細品味。 

『列支敦斯登』 

今天前往德國的路上，我們將經過瓦杜茲，歐洲

的秀珍小國列支敦斯登，位於瑞士與奧地利兩國

之間，雖然這裡是世界第六小的國家，國民所得

卻是相當驚人，有著阿爾卑斯山美景又富裕的迷

人國度，我們將在此歇腳拍照留念。 

    旅遊時間預計表 



 

 
 

08:52~11:46 搭乘冰河列車，一路欣賞高山美景前往安德馬特 

12:30~15:00 遊覽盧森&享受湖光山色&購物樂趣 

16:30~17:00 歐洲小國列支敦斯登歇腳、拍照 

 

午餐：小鎮漫步。餐食敬請自理 

 

Hotel Mäser´s Allgäuherz 

★ ★ ★ ★  晚餐：西式料理 

  

Day 11 4/7 (日) 飯店→新天鵝堡→威斯教堂→特選飯店 

含入門票： 新天鵝堡、公車上山、馬車下山(如遇冬天停駛，將退回每人馬車 3 歐、巴士 2 歐) 

行車距離： 飯店-55KM-威斯教堂-20KM -新天鵝堡-128KM-特選飯店 

  

『新天鵝堡』 

德國 19 世紀流行仿中世紀城堡；擬古城的建築，

因路德維希二世憧憬中世紀，所以充分利用國王

的權利及傾注所有財力實現夢想，因而贏得童話

國王的美譽。新天鵝堡是其中最大最美的一座。

您可緩緩漫步於林廕大道上，觀賞此一古堡，欣

賞路德維希二世嘔心瀝血的設計，華德．迪斯奈

所創建的樂園仙境、正是依此堡為藍圖所構建。

下山時安排乘坐馬車，享受悠古風情。 

『威斯教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威斯

教堂，這座外觀看似樸實的乳白色僧侶教堂，是

著名的朝聖教堂，聖壇上的耶穌被鞭打雕像，就

是當年顯神蹟流出眼淚的基督像，除此之外，教

堂內部由巴洛克式蛻變出的日爾曼民族洛可可

式風格，富麗堂皇可媲美歐洲皇宮，將帶給您前

所未見的感動！ 

✪誠翔特選旅館 Relais & Chateaux 

誠翔運通公司的特選住宿-Relais & Chateaux 旗下的 Residenz Heinz Winkler 飯店，由中世紀建

時改建而成，保有奢華雅典的設計與巴伐利亞景緻互相呼應，如同皇室渡假別館般的飯店，頂級尊

貴。飯店內的二星米林餐廳更是接待世界各地的政商名流，曾獲得 20 餘次的三星米其林殊榮，吸

引各界名人大駕光臨；就連俄羅斯總統－普亭，近期也在此渡假入住、大啖美食。享用米其林浪漫

晚宴時，請務必身著正式服裝，品嚐這難得的美味。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30~11:30 參觀威斯教堂 

14:00~17:00 參觀新天鵝堡(含搭巴士上山、城堡參觀、搭馬車下山、購物) 



 

 
 

19:30~21:30 二星米其林饗宴 

 

午餐：德式料理或發餐費 20 歐 

 

特選飯店 

★ ★ ★ ★ ★  晚餐：二星米其林晚宴 

◎ 因應新天鵝堡入場時間，有部分團體午餐將發放餐費 20 歐元自理，以該團說明會資料為主。 

 

Day 12  4/8 (一)特選飯店→國王湖→慕尼黑→機場  香港 

含入門票： 國王湖船票 

行車距離： 飯店-88KM-國王湖-170KM-慕尼黑 

  

『國王湖』 

在最後一個冰河時期由冰川形成，德國最深的湖

泊，完全被阿爾卑斯山脈環抱，四周嚴峰峭壁和

蒼翠樹木環抱，以其清澈的湖水聞名，被認為是

德國最乾淨和最美麗的湖。只有電動船、手划船

和腳踏船才被允許在湖中航行，搭乘電動船深入

湖區，欣賞湖中璀璨紅寶石，紅頂的聖巴塔羅美

教堂，湖光山色如夢影般痴醉。 

 

『慕尼黑』 

慕尼黑被譽為是德國最適合居住的城市，有著 20

座以上的巴洛克式博物館、美術館等著名建築，

世界一流音樂會、歌舞表演、運動比賽經常在此

舉行，處處充滿巴伐利亞豐富的文化氣息，每年

舉辦的「慕尼黑啤酒節 OKTOBERFEST」，吸引

全世界旅人前來狂歡慶祝暢飲，也因此博得「世

界啤酒之都」之美譽。 

    旅遊時間預計表 

10:30~14:30 搭船遊覽國王湖&午餐 

16:30~18:30 遊覽慕尼黑&享受購物樂趣 

 

午餐：湖區料理 

 
機上 

晚餐：機上 

 

 

 

 

 

 



 

 
 

Day 13 4/9 (二)香港  台灣 

航機平安飛抵台北，帶著美麗難忘的回憶結束此次【驚豔德瑞１３日】之旅，期待下次能有再為您

服務的機會。如果您在行程中紀錄了相片或遊記，歡迎回娘家參加分享活動喔！ 

  

注意事項： 

1.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雙人房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數報名，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價 30,000

元。我們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2. 由於可能依航班及旅館取得順序，因而調整行程、飯店或住宿地點安排，誠翔保留調整行程順序、

同等級飯店安排之權利，但以不影響暨有行程內容為原則。 

3. 旅遊時間預計表為參考時間，領隊可視團體行進&操作狀況自行調整作息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