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三大峰三名湖兩火車 10日(伯連納快車.列支敦士敦.阿萊奇

冰川.少女峰.馬特洪峰.白朗峰)(冬季版) 
出發日期:10/21、11/04、11/25、12/09 

售價:89,900含稅 

有「世界公園」之稱的瑞士，與德國、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列支敦斯登五國交鄰，國境幾

乎都在阿爾卑斯山脈之中，多是 

高山及湖泊，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為瑞士的官方語言，瑞士文化相當多樣，也反應在瑞士廣

泛的傳統文化上，每年最重要的 

文化活動為盧森音樂節、蒙特勒爵士節、羅加諾國際影展，都讓旅客絡繹不絕。 
 

【行程特色】 

★三大峰★ 

少女峰  

100多年來，少女峰鐵路一直開行通往歐洲海拔最高火車站（海拔 3454公尺）的列車。搭乘

登山齒輪火車，穿過岩洞隧道，前往少女峰火車站，這座火車站恰好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遺産地〝瑞士少女峰－阿萊奇阿爾卑斯山〞的中心地帶。 齒軌列車一年 

四季從克萊雪德（Kleine Scheidegg）出發，沿著陡峭的線路穿過一座隧道駛往少女峰。 

 



馬特洪峰 

擁有瑞士王冠美譽的馬特洪峰，是瑞士的精神象徵與標誌，更是不容錯過的絕佳景點，馬特洪

峰是阿爾卑斯山脈中最後一個被征服的主要山峰。原因不只在於攀登技術上的種種困難，也在

於其為一個有四個面的錐體，分別面向東南西北，獨特陡峭的外型給予早年攀山者心理恐懼。

由策馬特搭乘歐洲最早電氣化的高納拉特登山火車蜿蜒而上，抵達 3130公尺的高納葛拉特站

後，馬特洪峰和洛特峰等群峰即近在眼前。 

 

白朗峰 

海拔為 4,808公尺，是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位於法國和義大利的交界處，山上終年都是一片

銀白世界。欣賞白朗峰的最佳地點以及攀爬白朗峰的最佳基地則是位於法國境內標高 1035公

尺的山城夏慕尼 Chamonix。 

  

阿萊奇冰川  

阿萊奇冰川（Aletsch Glacier）位於瑞士南部，是阿爾卑斯山最大的冰川，亦是歐洲最大最

長的冰川，面積超過 120平方公里，從少女峰火車站可以眺望到阿萊奇冰川的北端，可見其之



廣大。雪白的冰河夾在兩座山脈之間，直奔下游，而 S型壯觀冰河奇景連接天地，美不勝收。

於 2001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三名湖★ 

盧加諾湖 

盧加諾湖，位於瑞士東南部，地處瑞士和義大利兩國交界處的一個湖泊。湖名來源於瑞士城市

盧加諾。位於馬焦雷湖和科莫湖之間。週圍群山環抱，面積約 50平方公里，是冰河形成的湖

泊，湖體呈現細長型，是一個知名的觀光地。 

 

  

雷夢湖 

又稱日內瓦湖，為瑞士最大湖，是西歐的重要湖泊。雷夢湖略呈新月形，湖北岸和東西兩端分

屬瑞士，南岸則屬於法國，水面積約 582平方公里，是中歐面積第二大的淡水湖。位處湖畔一

塊巨大岩石上的奇龍城堡，古老的建築倒映在湖面上，以美麗的湖泊和陡峭的山麓為背景，形

成一幅唯美的風景，是瑞士最受歡迎的城堡建築。 



 

  

安錫湖 

安錫湖水質清澈，為法國第三大淡水湖，法國人稱安錫湖為「歐洲最乾淨的湖泊」。安錫面臨

安錫湖，東臨阿爾卑斯山群峰，在阿爾卑斯地區的城市中歷史最悠久，安錫湖底發現的大量湖

底村莊遺蹟，可以確定新石器時代人類的存在。平均水深 42公尺的湖泊，由高山雪水和溪流

匯集而成，水藍色的湖面清澈可見底，可一覽阿爾卑斯湖光山色。 

 

   

★兩火車★ 

黃金快線列車  

盧森往返因特拉根之「黃金快線列車」(Golden Pass Line)，現已正式更名為「盧森-因特拉

根快線」(Luzern-Interlaken Express)，在大約 2小時的旅程中，旅客將經過 5座水晶般清

澈透明的高山湖泊，湖泊彙集了來自不同河流和瀑布的水流。湖畔是陡峭的高山峭壁，爲遊客

提供了獨具特色的攝影主題。  

  



伯連納快車 

乘坐伯連納快車 Bernina Express穿越阿爾卑斯山區是最引人入勝的方式之一。 一路上，伯

連納快車仿佛在好萊塢大片中行駛，翻越高達 65米的蘭德瓦瑟高架橋。高架橋是雷蒂亞鐵路

和這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地的標志性建築。起點站到終點站之間海拔高度差約有

1828公尺，從草地和灌木林的阿爾卑斯景色來到充滿南國風情的的湖畔，窗外千變萬化的景

色印入眼簾。  

  

   

 【超值加贈法國、義大利】 

★法國★ 

安錫 Annecy：位於法國與瑞士邊界，是被歐洲水質透明度最高的安錫湖環繞的優美城市。它

有群山環繞，又有河道四方包圍，風景自成一派。難怪法國人一致公認，它是歐洲最美麗的城

市。  

 



夏慕尼 Chamonix：是法國東南方接近瑞士與義大利國界的一個山中小鎮，位於白朗峰山腳

下，連接義法的交通要道上、三面環山，欣賞白朗峰最佳的基地。 

      

 

★義大利★ 

米蘭 Milano：是義大利流行之都，交錯著藝術與時尚，米蘭當之無愧是《血拼》的代名詞，

密集的購物圈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裡是引領時尚的流行神殿，也是名牌時尚的旗艦，當然更

是您購買名牌的重鎮！ 

     

    



【貼心安排】全程導覽耳機 

 
   

符號說明: ★門票景點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開車經過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9-10-21(一) CX451 桃園機場 19:25 香港 21:25 

2 2019-10-22(二) CX233 香港 01:05 米蘭 07:30 

3 2019-10-29(二) CX234 米蘭 12:30 香港 06:55 

4 2019-10-30(三) CX530 香港 09:10 桃園機場 11:0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米蘭 Milano  

美好的旅程即將開始，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在空服人員細心的

照料之下，飛往流行之都-米蘭，展開浪漫的歐洲之旅。班機將於翌日

早晨抵達，謹祝您夜晚愉快！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4.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2 天 米蘭 Milano →79KM →盧加諾 Lugano (盧加諾湖) →127KM →蒂拉諾 Tirano++伯連納快車++聖

摩立茲 St.moritz 

經香港轉機後，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義大利北部第二大城─米蘭，辦

理出關手續後，造訪流行之都～米蘭，隨即前往位於瑞義邊境的盧加

諾，是瑞士人票選「退休後最想居住的城市」，是瑞士僅次蘇黎世、

日內瓦的第三大金融、會議、和商業中心，臨近義大利，所以建築具

義大利式風格，但 卻擁有拉丁人的民族性，是盧加諾湖畔的一顆珍

珠。這裡的建築、生活方式甚至花草樹木都具有義式風格，與瑞士其

他地區有很大的不同。這裡擁有一座世界級城市的優勢，同時又具備小城鎮的特色。午餐後抵達蒂拉

諾搭乘瑞士知名景觀火車，穿越阿爾卑斯山區最引人入勝的方式—伯連納快車，開往聖摩立茲，約需

兩個小時，過程中可看到沿途各式景色，讓人不經為之驚艷。 

下車參觀：盧加諾胡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中式料理 

晚 中式料理 

夜宿  Schweizerhof Swiss Quality Hotel 或 同級 

第 3 天 聖摩立茲 St.moritz→134km→列支敦士登(郵政博物館、瓦杜茲大教堂)→142km→盧森(沉睡石

獅紀念碑、卡貝爾橋) 

今日早餐後前往國中國列支敦士登，這個國家全國人口不到四萬，位

於奧地利與瑞士之間，以假牙和郵票著稱的小國，有「郵票小王國」

之稱抵達後前往●郵政博物館，欣賞當地知名郵票的故事，接著再欣

賞●瓦度茲大教堂。 

午後驅車前往有“瑞士最浪漫的城市”之稱的盧森，參觀從石崖中雕

鑿而成、紀念瑞士傭兵的●沈睡的石獅紀念碑，馬克吐溫曾形容它是

「世界上最哀傷、最感人的石雕」。接著參觀歐洲最古老的有頂木橋●卡貝爾橋，整座橋身以木材建

造，橋頂內壁還有 100 多幅古畫，漫步其間，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料理 

晚 西式三道式 

夜宿  AMERON HOTEL FLORA 或 同級 

第 4 天 盧森 Luzern++黃金快線++因特拉根 Interlaken →少女峰 Jungfrau →因特拉肯 Interlaken      **自費少

女峰** 

早餐後安排搭乘瑞士著名的景觀列車★黃金景觀列車 Golden Pass，穿越綠意盎然的阿爾卑斯山、牛羊

成群的鄉間牧場、古樸可愛的農村…瑞士典型的鄉村風光盡收眼底。接著前往座落於布里恩茲湖及圖

恩湖中間的茵特拉根，就如同它的名字 Interlaken，翻譯成中文是指兩湖之間，小小的山間小鎮，卻是

瑞士著名的渡假勝地，大街上炫目奪人的各式瑞士名牌珠寶錶店及紀念品店讓遊客流連忘返，在大街

旁的公園草地上，席地而坐就能欣賞壯麗的阿爾卑斯群峰美景。 

(自費行程)今天展開充滿驚奇的少女峰登峰之旅，首先前往位於山腳下的登山小鎮，安排搭乘少女峰專

屬的★登山齒輪火車，穿過岩洞隧道，前往歐洲最高的火車站－海拔 3454 公尺的少女峰車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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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觀景台，全景觀視野，艾格

峰、施雷克峰等阿爾卑斯群峰英姿一覽無遺。 

下車參觀：因特拉根 

★自費推薦：少女峰(少女峰景觀火車)，(自費金額每位 200 瑞朗，約台幣 6400 元)，需 10 人以上成

行，來回約 6 小時，若於團體出發日前 1 周決定參加並繳費者，送山頂景觀餐廳午餐。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敬請自理 

晚 瑞士乳酪火鍋餐 

夜宿  Sunstar Hotel & SPA Grindelwald 或 同級 

第 5 天 因特拉肯 Interlaken →173KM →阿萊奇冰川 Aletsch Glacier→55KM →塔什 

上午離開美麗的山間小鎮後，驅車前往世界自然遺產的●阿萊奇冰川，雪白的冰河夾在兩座山脈

之 間，直奔下游，而 S 型壯觀冰河奇景連接天地，美不勝收。（如遇艾基斯峰觀景平台纜車因維修或

天候因素停駛，將改安排搭乘纜車前往貝特曼峰或莫斯福峰觀景台欣賞阿雷奇冰河；如遇阿雷奇冰河

地區天候因素纜車全數停駛，則改安排搭乘纜車登上鐵力士山。）爾後至布里格搭乘★冰河快車至策

馬特，冰河快車是世界上最出名的火車之一，也是瑞士最受歡迎的全景觀火車遊覽路線。列車沿途經

過無數冰河、峽谷、瀑布，全程風景如畫、景觀優美。車廂配備弧形大觀景窗讓您坐在舒適的列車裡

就可把壯麗的景觀盡收眼底，抵達只有火車可以到達的策馬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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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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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鎮被巍峨的群山和壯麗的冰河環繞，完全沒有汽車的污染，清淨自然，恍如人間仙境，一間間木造房

舍，錯落山間，遠方馬特洪峰傲然聳立，構成一幅動人的阿爾卑斯風情畫。特別安排住在策馬特小鎮

一晚。 

下車參觀：阿萊奇冰川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遊覽，敬請自理 



晚 西式三道式 

夜宿  Alpen Resort Hotel 或 同級 

第 6 天 塔什→策馬特 Zermatt (高納葛拉特觀景平台) →139KM →蒙特勒 Montreux 

 今日展開瑞士著名的馬特洪峰之旅，安排搭乘★登山齒軌火車上山，

沿途您可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馬特洪峰的壯麗景色，最後抵達海拔 3089

公尺的高納葛拉特觀景台，由此遠眺，寬廣的冰川、高達 4478 公尺的

馬特洪峰巍然屹立，它那獨特的金字塔造型出類拔萃且傲然睥睨其他

群峰的氣勢令人讚嘆，就像大自然最完美的作品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不愧其「山中之王」的美名。從觀景台還可以眺望 40 多座海拔 4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雄偉壯觀的景緻，盡收眼底，令人嘆為觀止，絕對讓您不虛此行。經過山中之王的

洗禮後，帶著震撼的心情前往另一個境地，阿爾卑斯山間小鎮，花木扶疏、湖山相映的蕾夢湖區的蒙

特勒。 

  

下車參觀：策馬特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遊覽，敬請自理 

晚 瑞士風味餐 

夜宿  Eurotel Montreux 或 同級 

第 7 天 蒙特勒 Montreux→蕾夢湖(奇隆古堡)→135km→安錫小鎮 Annecy(安錫湖)→100km→夏慕尼 

早餐後專車前往，參觀●蕾夢湖(又名日內瓦湖)，和湖畔一塊巨大岩石

上的●奇龍古堡，其過去是薩波瓦公爵的城堡，石造的城堡在湖水的

擁抱下，古樸的石牆與和綠水碧波相映成趣，是瑞士境內難得一見的

美麗城堡，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堡，以美麗的湖泊和陡峭的山麓為背

景，形成一幅唯美的風景，古堡曾是皇室御所達四個世紀之久，堡內

完整保留著中古世紀的模樣，有武器、教堂、地牢、廚房等，走入其

中彷彿回到圓桌武士時代。英國浪漫詩人拜倫曾寫過「奇龍古堡的囚犯」，就是在描寫薩波瓦公爵和

一位宗教改革者在古堡發生的故事，作品中出現的地下監獄就在此，奇龍古堡因而聲名大噪，城堡內

還有拜倫參觀地牢後於石柱上之簽名。 

爾後繼續前往被稱為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顆珍珠的安錫，旅人名單上必遊的絕美小鎮。安錫座落於阿

爾卑斯山群的阿拉維斯山下，完善保存有中古世紀城鎮的景致，因此有了「阿爾卑斯的威尼斯」與

「阿爾卑斯山珍珠」之美稱，安錫湖譽為「法國最清澈湖泊」，湖水來自於阿爾卑斯山的冰雪，就像

藍寶石鑲嵌在群山之中，小島宮是安錫舊城內運河中央小島，舊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古蹟。舊城區除了

中古世紀的老建築，感受穿梭舊城區中的市集。 

  

下車參觀：蕾夢湖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料理 



晚 法式風味餐 

夜宿  Mercure Chamonix Les Bossons 或 同級 

第 8 天 夏慕尼 Chamonix →白朗峰 Mont Blanc →240km→米蘭 Milano (主教大教堂、艾曼紐迴廊) 

之後專車前往位於白朗峰山腳下，屬法國領土，連接義法的交通要道上、三面環山，欣賞白朗峰最佳

的基地夏慕尼，夏慕尼位於白朗峰北側的山麓上，標高超過一千公尺，您可自費搭乘纜車登上南針

鋒，到達世界最高的纜車站(高 3842 公尺)，眺望有歐洲最高峰之稱的白朗峰，冰川處處、白雪封頂，

視野之遼闊令人精神為之一振。 

   

★自費推薦：白朗峰(南針鋒纜車)， (自費金額每位 63 歐元，約台幣 2300 元)－今日來趟超越顛峰之

旅，搭乘大型空中纜車前往歐洲最高峰－白朗峰(標高 4808 公尺)。在大自然的神奇雕琢之下，奇峰層

疊，放眼望去四周盡是皚皚的冰雪。 

  

午後造訪義大利流行之都－米蘭，享受藝術與時尚的洗禮。米蘭是義大利流行之都，交錯著藝術與時

尚。●主教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擁有 135 座尖塔、2245 尊雕像，是典型的哥德

式建築，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教堂，聞人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篇》來形容教堂之美。●艾曼

紐迴廊建築呈十字形，這座華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集各式高貴的商家，是米蘭最繁華的

地區。米蘭當之無愧是《血拼》的代名詞，密集的購物圈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裡是引領時尚的流行

神殿，也是名牌時尚的旗艦，當然更是您購買名牌的重鎮！ 

  

下車參觀：夏慕尼、主教大教堂、艾曼紐迴廊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料理 

晚 米蘭炸豬排風味餐 

夜宿  CROWNE PLAZA MILAN - MALPENSA 或 Novotel Milano Malpensa Aeroporto 或 同級 

第 9 天 米蘭 Milano /香港/桃園國際機場 

今日早餐結束後，即驅車前往機場，將滿滿如夢境般所留的回憶，壯

麗的群山風光和浪漫的湖畔 風情打包進行囊，當然可別忘了一路買的

紀念品，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機返回台北，此晚夜宿機上。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10 天 桃園國際機場 



本日班機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旅遊，由親友接回甜蜜家中休息調整時差。期待

下一次的相遇，在美麗的歐洲！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晚  

夜宿  甜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