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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是地球人類文明的發源，也是旅遊者一生總要來一趟的夢寐之地！因為她是

如此動人、如此完美；所以路線不管如何安排…….就是漂亮！所以犯難了……怎挑？我們

以目的地說，粗略分了三種： 

 

一.預  算  型:不管去哪裡，有到過就好。不講究，反正我有來過就好，至於景點、行程、 

食宿……都不要求但求廉價，這類型的人是歐洲旅遊的主體！ 

 

二.有錢一族型: 一切講究排場，越貴越好，非五星不住、非米其林不吃…；.非…不…，這 

   類消費型的行程包山包海、玲瑯滿目幾乎全包，是屬金字塔型的頂尖消費族。 

 

三.理智+預算型:是屬理智消費群，會先做功課、各家行程比對！但絕不誇張也絕不就簡； 

   只要值得，他就願花，就是把錢花在刀口上！合理安排比廉價更重要！ 

          

但…不管怎麼排就是不能一口氣玩完全歐洲，所以分段分區旅遊是必然的；只能在美麗

中挑更美麗的景點去，凡事以邏輯思考模式排出最合理的行程；我們僅提供我們認為最

完美的南德精華旅遊讓您做選擇！她攘括市售德國行程精華之外；再加入久為世人所忽

略的稀世珍寶美景！雖然也有進入奧地利、瑞士、法國但都是蜻蜓點水式的輕輕劃過，

實不能說是多國旅遊，所以我們還是定位在純德國旅遊，希望您會喜歡！ 

         

         創舉....針對目前長途旅遊隱藏的致命危機，我們已為您做萬全的準備…….. 

1.每一團都派當地華人的全陪 + 台灣帶出去的英文導遊， 隨團有 2 位工作人員服務，

是目前台灣所有歐洲旅行團人力的 2 倍，當然服務與照顧也是 2 倍！長途旅遊較易發生

水土不服加上車途勞頓，日夜顛倒的時差問題，難免會身體部不適或難免有人會迷路，

此時一人旅行團時就分身乏術找不到人可照顧生病或走失的團員，這時就知道人手的重

要所以明天的人手，我今天就幫你準備好。未雨綢繆是長途安全旅遊的必要考量！ 

2.每位團員皆內含至關重要的歐洲申根旅遊平安險(豪華型): 500 萬旅遊平安險+150 萬

意外醫療(外科)+100 萬突發疾病醫療(內科)+旅遊不變險…..，保險是高醫療費地區不可

或缺的準備，在歐洲旅遊最最重要的的兩件事: 人手與保險 我們都幫您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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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慕尼黑部分:     

1.慕尼黑皇宮:建立時正值巴伐利國國力巔峰之際，僅次於德意志帝國下的普魯士王國，

所以皇宮是極盡奢華之能事，可說是金子堆起來的皇宮，不看？只有扼腕！  

皇宮寶物館:至此才驚覺到原來乾隆皇帝皇帝受之於西方世界的鐘盡出於此！ 

2.寧芬堡:黃澄澄的霸氣中加入素雅的雪白粧扮，充分散發出淡雅卻魅力無窮的致命吸引

力，讓造訪者深陷絕美藝術幻界中而無法自拔！ 

馬車博物館:王子公主童話世界中的各式華麗皇家馬車；不但讓您一次看個飽更攘您沉浸

在浪漫的白馬王子的幻想中；有惡魔大帝所御用的純金詭異的馬車，您還可發現原來星

巴克商標中的女王頭也出現在這，莫非在此喝咖啡得到聯想….？ 

瓷器館:晶瑩剔透亮麗的瓷器散發出來的貴族氣息，不用多問也知道其身價不斐！ 

3.阿桑教堂:如此親民的稱呼卻有著非常詭異的氣息，內部的作工用料與王國實力相配，

絕對是別無分號的超震撼的雕朔藝術精品！ 

4.特埃蒂娜教堂:純白色灰泥朔的雕琢，跟一路黃金閃閃的華麗裝飾造成極大的反差，更

彰顯其特別的莊嚴肅穆與神聖的美感，也是絕不可忽略的必看景點！ 

5.聖彼得教堂:標準哥德式高挑的梁柱；加上巴洛可式的繁複奢華的壁飾與絕倫的宗教壁

畫，添加了王國富裕象徵的金飾，讓造訪者除了讚嘆別無話語！ 

  B.特殊超美靓點    

6.哈爾史達特(hall statt)是從小伴著我們長大的一個出名的日曆風景照,如今總算來到她

的懷抱並盡情享受如畫般的美景所帶來的喜悅；她……讓您有萬里尋親的感動！ 

7. 赫蓮基姆湖宮 這是一個非常美的皇宮是路德維西二世所蓋的第 3 個皇宮。仿巴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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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賽宮而建，因專制的太陽王法王路易 14 呼風喚雨的霸氣，是被議會控制的他所傾羨,

所以參訪後就傾全國之力完成了另一個金碧輝煌的皇宮；號稱德國的凡爾賽宮！ 

8.國王湖(Konigssee)是德國最深的湖泊，位於德國和奧地利邊境的小城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南方 5 公里，是一個狹長的優美湖泊。在巴伐利亞州南部群山環繞

之中是一個因冰河侵蝕而成的湖泊，極像北歐的峽灣風貌，湖水清澈。湖水平如鏡，碧

勝美玉，乘船行於其間，猶如仙境一般，紅色洋蔥型屋頂造型的聖巴爾特修道院搭配深

邃清澈的湖水，倒映著湛藍的天空與碧綠的山壁，更是絕美的搭當、幽靜的氛圍，被譽

為德國最美的湖泊。 

9.沙夫豪森(Kanton Schaffhausen)是瑞士最北邊的一個州，是由德國陸路進入瑞士的 

必經之地。沙夫豪森市內有眾多精美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一般團隊是不會到此小憩；

但她確實是個很容易令人沉醉的迷人小鎮！ 

10.萊茵瀑布大約在 1 萬 4 千年前到 1萬 7 千年形成，是目前歐洲流量最大的瀑布，高萊

茵河上的一個瀑布不但美的發呆卻又非常壯觀，我們有充分的時間讓您自由揮灑！ 

11.科爾瑪(Colmar)與史特勞斯堡(Strasbourg)現屬法國亞爾薩斯省，舊城區遠富盛名的 

"小威尼斯"如同威尼斯一樣 水道縱橫、碧海藍天、格子屋..只是這裡是清澈的小溪流，舟

行其中分外恬靜的優雅，這些古城只要換上古裝都可拍哈利波特 我們要的不就是這些古

古舊舊的感覺嗎。 

12.萊茵河遊船是歐洲行的重點之重，只是目前大部分都是安排一小時的到此一遊的簡略

航程， 聖高(st.Goar)/波帕(Boppard) 段，實在意猶未盡總留下遺憾；我們安排 2 小時

的航程從巴哈拉 Bacharach /波帕 Boppard 精華段沿途兩岸盡是古堡、葡萄園，景色最

精華、時間最精簡，是世界遺產最多這一段，簡直就是百里畫廊的重心所在！ 

13.購物村 WERTHEIMVILLAGE 在行程尾聲刻意安排法蘭克福最大的是 OUTLET 輕鬆

愜意的購物天堂，漫步寬敞大氣的精品店中探索世界頂級時尚品牌和生活方式品牌的無

盡魅力，買完當晚打包、隔天走人，購物無負擔！ 

14.自動演湊機器博物館(Siegfrieds Mechanisches Musikkabinett)  在呂德斯海姆小

鎮 Ludersheim 曾經是貴族王府，擁有 360 台以上 18 世紀的珍寶，現都已是無價之寶

了，雖然歷經 300 年卻都還可作動，甚至有太多的機器連想都沒想過，遑論聽過？太值

得參觀！ 

15.酒店連住 2 晚 絕無僅有首開紀錄，不像一般歐洲行程一晚一地的頻換酒店。 我們特

別在慕尼黑與法蘭克福兩地各連住 2 晚，這對長途旅行者的心理與生理是非常需要但卻

很難辦到，但…我們做到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97%9D%E5%BE%A9%E8%8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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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香港  法蘭克福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並由專人協助登機手續後，隨後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德國重鎮－法蘭克福，夜宿機上。 

早餐:X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夜宿機上                                                                                        
 
 

         法蘭克福   2hr/177km 羅騰堡(午餐)  2.5hr/255km 慕尼黑 

  阿桑教堂  老皇宮劇院  穀物食品市場(Viktualienmarkt)                                                    
 

【羅騰堡】位於羅曼蒂克大道上的羅騰堡，素

有《中世紀的珠寶》之稱，是德國保存最完整

的中世紀城堡，進入城堡宛如躍入了時光機，

送你墜入時光迴廊。城堡建築本身，包含厚厚

的城壁、城門、稜堡、鐘塔石版街道。換上古

裝，就可以拍”哈利波特”。 
 

 

【慕尼黑新市政廳】是德國南部第一大城，

全德國第三大城市；建於 1867-1908 年，新

哥德式，占地面積 9159 m²，有 400 個房間。 

【瑪莉亞廣場】市政廳 85 米高的鐘樓上有全

德國最大的木偶大鐘，每天的 11、12、17

及 21 時，就會有真人大小的 32 個木偶演出

歷史劇，內容是重現 1558 年威廉 5 世的婚

禮情景。 

港龍國泰航空 地    點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第 1 天 KA 457 高    雄 香    港 21:25   22:55 
第 2 天 CX 289 香    港 法蘭克福 00:35  06:40 
第 11 天 CX 288 法蘭克福 香    港 12:50  06:50 
第 12 天 KA 452 香    港 高    雄 08:00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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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教堂】踏進教堂的那一刻，

就會被徹底的征服。幽暗又金碧燦爛

的華麗裝飾，散發著一股詭異又令人

窒息的氣氛，教堂的每一寸都被精心

雕刻成漂亮的曲線，鍍上黃金。天花

板上的繪畫更是讓人嘆為觀止，還裝

飾有金飾，讓人不得不驚嘆，鑲金又

包銀，四周都是大理石、花崗岩與金

銀包裝，簡直是一座寶庫，阿桑教堂

是巴伐利亞晚期巴洛克建築或洛可可

建築最輝煌的成就之一。▲入內參觀 

▲【皇家劇院 Nationaltheater】位於慕

尼黑王宮，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洛可可式樣的建築，據說是法國建

築家屈維利埃設計的作品，稱之爲屈維利埃劇院，殿內的吊燈等

裝飾都以貴重材料制成。1780 年，大音樂家莫紮特曾爲舊王宮

劇場寫了一部歌劇，名爲《伊德米尼奧》，並親自指揮樂隊演出

直到現在這裏還經常舉

行音樂會。巴伐利亞邦

立國家歌劇院在歐洲地

區名氣特別響亮﹐因為華格納的許多著名歌劇﹐像是“紐倫堡的

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萊茵黃金”

﹙Das Rheingold﹚“戰神”﹙Die Walkuere﹚都在此地首演。 

▲【穀物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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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彼得大教堂】於 1368 年因為火災而重建，二次大戰期

間幾乎全毀，因此又再次進行修復。後來終於在 2000 年重建

完成。由於教堂擁有悠久的歷史，許多建築風格在不同時代各

自加入。17 和 18 世紀時，聖彼得教堂的內部增加了一些新

巴羅克風格和洛可哥風格。走進室內後，尋找高壇上伊拉斯莫

斯所雕刻的聖彼得像。若想眺望美麗的慕尼，可登上教堂的高

塔，當地人親切地稱呼此塔為「老彼得」。 

▲入內參觀 

早餐:酒店內     午餐: €11      晚餐:中式團菜 €11       

住宿: 慕尼黑 Vi Vadi Hotel downtown munich (或同級三星)            
  



16 
 

  
        寧芬堡 24分

鐘 /8.5km  新市政

廳   瑪莉亞廣場 

 特埃蒂娜教堂 

卡爾門 德國豬

腳 hofbrauhaus      
▲【寧芬堡】寧芬堡宮是

選帝侯斐迪南 ·瑪裡亞

（Ferdinand Maria）慶祝

兒子的出生，打造出的宮

殿，同時也成為家族的夏

宮，建築走巴羅克風格，

在 1664 年建造之初，在經

過五任維特斯巴赫家族的

統治者不斷擴建後，而成

為今日的模樣。▲含入內

門票 

▲【馬廄博物館Marstallmuseum 】 

參觀完宮殿接著到宮殿左方的博物

館參觀，這裡收集了各式各樣的馬

車、雪橇及馬具。博物館裡的馬車和

雪橇造型各異，造型華麗雕工繁複讓

人看得目不轉睛，除了正常尺寸，還

有小孩專用的迷你雪橇，這個博物館

非常有趣。其中看到一個女神造型的雪橇越看越熟悉，後來想想

根本是星巴克的那個女神 

【德國豬腳】是一種德國料理，為烤製的豬腳。

在巴伐利亞尤其受到歡迎。在奧地利稱為

「Stelze」，一般會佐以葛縷子種及大蒜一起浸

泡或預先煮過，再烤到表皮酥脆，搭配芥末醬、

辣根、辣椒一起上桌。 以豬腳製作的德國料理

還有 Eisbein，為醃製後煮過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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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皇宮】為昔日巴伐利亞君主的王宮，位於

德國慕尼黑市中心。這座宮殿是德國最大的市內宮

殿，目前向遊客開放，展示其建築、室內裝飾和皇家

收藏。 建築群包括十個庭院和博物館，有 130 個展

室。誇張的藝術雕朔、黃澄澄的皇家貴氣，除了吐舌

頭表示臣服外就只能睜大了眼睛表示驚奇！再者就

只剩拍照的份了，不被嚇壞才怪！▲含入內門票 

 

▲【慕尼黑皇宮寶物館】王宮博物館原是巴

伐利亞國王的宮殿，與當地許多歷史建築一

樣，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於戰火，卻又

在戰後迅速地依其原始風貌重建，令人不由

得佩服德國人一絲不苟的重建精神。 宮殿

內的部分房間另外闢為寶物館，展示歷代王

室的用品與收藏，除了王冠、寶石、繪畫等

藝術珍品外，還有數十套整體造型的華貴餐

具，著實讓人印象深刻也許你會納悶，既然

宮殿建築都在戰爭期間被炸得體無完膚，為

什麼殿內收藏的物品卻仍然完好無缺？在

戰爭期間，德國人早已做好準備，把許多建

築物內的珍貴文物遷往安全的地方，使其免

於戰火的無情破壞。▲含入內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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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埃蒂娜教堂】是德國慕

尼克的一座教堂，由巴伐利亞

選帝侯斐迪南·瑪利亞建於

1663 年到 1690 年，以慶祝

1662 年期待已久的王室繼承人，王子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出生。 這座教堂為義大利巴羅克式，模仿了

羅馬聖安德勒大教堂，並擁有一對 71 米高的穹頂雙塔洛可可式样的正立面直到 70 多年后，由弗兰索瓦·

德·屈维利埃完成，其地中海外观和黄色色彩成为该市著名的標誌。教堂內部採用繁複的灰泥裝飾，由於

其亮白的色彩而感覺非常明亮。主殿內鬼斧神工般的雕塑讓人目不暇接，精美異，令人讚佩！畫 

早餐:酒店內  午餐: €11       晚餐:德國豬腳 €20       畫 

住宿: 慕尼黑 Vi Vadi Hotel downtown munich (或同級三星 )                                                
  

        慕尼黑 München  1.15hr  PRIE 搭 SL 搭蒸汽小火車  海倫基  

姆湖宮 Herrenchiemsee  1.15hr/68.3km 薩爾斯堡市區觀光                                                           
【基姆湖畔】普林是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市鎮。總面

積 20.70 平方公里，總人口 10417 人，基姆湖中有三

個島，分別是男人島、女人島和至今無人居住的香草

島。最大的島嶼就是男人島，因島上有座「男人修道院」

而得名。▲【海倫基姆湖宮】(herreninsel)也稱男人島

上，在路德維希二世(ludwigII)，1874 造訪太陽王美稱 

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後，為表示對太

陽王的尊崇特於 1878 至 1886 年，建造此被稱

德國的凡爾賽宮的基姆湖宮，是路德維希二世所

經手的三大皇宮中最大的一個。 鏡廳的金碧輝

煌令所有參觀者不認離去，建造於 1878 年至

1885 年間。因為此王熱愛黃金，所以經手的東

西不是純金就是鍍金，逼得欣賞他作品的遊客，

非得佩戴墨鏡不可，否則眼睛不保！  

▲含入內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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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斯堡】奧地利共和國薩爾斯堡邦的首府，是繼

維也納、格拉茲和林茲之後的奧地利第四大城市。薩

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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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斯堡是現今奧地利管轄地域內

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市區觀光。 

早餐:酒店內    午餐: €11    晚餐:中式團菜 €11                     

住宿:Altstadt Hotel Hofwirt Salzburg 三星或同級                                             
  

        薩爾斯堡 Salzburg 1.15hr /     

87km   哈爾施塔特湖 Hallstatt 1.15hr /   72km  國王湖 Königssee     

5分鐘/5km 貝西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哈爾施塔特湖】哈爾施塔特湖是奧地利的

湖泊，是 14 個湖泊中最富靈性的觀光勝

地。長 5.9 公里、寬 2.3 公里，面積 8.55 平

方公里，海拔高度 508 公尺，最大水深 125

公尺，是最風情萬種、魅力無限，就算沒來

過，至少每人都在日曆風景片上見過；只是

不知道她在哪裡！如今我們把你帶來了 ，

好好享受如同童話境界的仙境吧！ 

 

【貝西特斯加登】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東南部的阿

爾卑斯山腳下，距離奧地利薩爾茨堡 20 千米，人

口約 8 千。貝希特斯加登於 1978 年建立了國家公

園，其中包括湖水清澈翠綠的國王湖和德國的第二

高峰瓦茨曼山。貝希特斯加登也以希特勒的「鷹巢」

而聞名。 

▲【國王湖】位於阿爾卑斯山深處的國王湖，四週

環繞著高聳的岩壁，就像藏在深山裏的一塊翡翠，

紅色洋蔥型屋頂造型的聖巴爾特修道院搭配深邃

清澈的湖水，倒映著湛藍的天空與碧綠的山壁，更

是絕美的搭當、幽靜的氛圍，彷彿遺世獨立的人間

天堂。▲含船票 

早餐:酒店內  午餐: €11    晚餐:中式團菜€11   住宿: Hotel Grünberger 格雲貝格酒店當地三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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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西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3.5hr/244km上阿瑪高 berammergau     

 濕壁畫村觀光   34分鐘/39km 威斯教堂 Wieskirche  0.5hr/27km 菲森        

  Füssen  6分鐘/3.7 km 新天鵝堡 New Swanstone Castle (不入內)                                                                               
【上阿瑪高】是德國巴伐利亞州南部的一個小鎮，小鎮的祥和，來自於虔誠的信仰。十七世紀，黑死病

橫行於歐洲時，Oberammergau 也無法倖免於難，村民不斷的死去，死亡人數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口。

當地的神父看到疫情無法改善，立即率領村民立誓，如果上帝願意憐惜祂的子民，幫助村民度過這場瘟

疫，他們將每十年舉辦一場「耶穌受難記」。立下誓言後，沒有村民因此感染或因黑死病而死去。

berammergau 村民至今仍謹守這項誓言。 

【濕壁畫村】在德國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的加米施附

近，有個小村莊叫 Oberammergau 這個小村鎮雖小，

但是名氣卻不小，成為世界旅行家所關注的地方是因為

這裡遍布濕壁畫屋被稱為壁畫村，它是在水泥未乾之時

加入採話就讓彩畫與牆面同時乾燥，因此能保持較長久

的時間流行在歐洲很多鄉鎮。 

 

▲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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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斯朝聖教堂】Church of 

Wies 白色的維斯教堂座落在

風景秀美的阿爾卑斯山谷中，

出 自 建 築 師 齊 默 爾 曼

Dominikus Zimmermann 之

手，整個作品充滿了活力、歡

快、色彩豐富，是具有巴伐利

亞人特色的洛可可式的優秀代

表作，作為朝聖之地同時也是

建築風格的藝術之寶，西元一

九八三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維斯朝聖教堂列入世界遺產名

單，是個令人驚艷到掉下巴的

聖殿！▲入內參觀 

 

【菲森】又譯"福森"是德國巴伐利亞州東阿爾高縣的

一個城市，位於萊希河河畔，距離奧地利邊境僅有 5

公里。人口 14533 人。其市徽為三條腿。 該市鎮創

建於古羅馬時代，位於從義大利向北到達奧格斯堡的

道路上。 菲森是巴伐利亞州最高的市鎮，海拔 808

公尺。 

 

【新天鵝堡】不入內 全名新天鵝石城堡，是 19

世紀晚期的建築，位於今天的德國巴伐利亞西南

方，鄰近年代較早的高天鵝堡，距離菲森鎮約 4

公里，這座城堡

是巴伐利亞國

王路德維希二

世 的 行 宮 之

一。一般進古堡

的人是無法窺得全貌，此次我們不進堡，但帶你們到更美的觀景台去拍

最美的新、舊天鵝堡絕對讓您感動到掉淚，因為這裡才是最值得來的景

點。▲含上山公車 

早餐:酒店  午餐: €11  晚餐:中式團菜€11                                               

住宿:Hotel Filser 或 Hartung's Hotel Dorf 

或當地三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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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 森       

2HR/176 km 梅爾斯堡  13 分

/10 km 波登湖  1hr/56km

康 士 坦 茲   51 分 鐘   

/56km 沙夫 豪森  7 分鐘

/5km 萊茵瀑布  施泰茵

1HR/73km 蒂 蒂 湖        

1HR/65km   黑森林                                              
 

【梅爾斯堡】是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個市鎮。總面

積 12.08 平方公里，總人口 5658 人， 始建於 998 年

上城是城堡區 ，下城區是商業區、碼頭區，處處是巴

洛可式的遺風是很美的小鄉城！搭渡輪橫過波登湖到

康斯坦次【博登湖】也稱康士坦茲湖位於瑞士、奧

地利和德國三國交界處，由三國共同管理，湖區景色

優美，博登湖面積 536平方公里，最深處 254米，是

歐洲第三大的淡水湖，每年當地 450 萬居民提供飲用

水。▲含渡輪過湖 

【沙夫豪森】(Kanton Schaffhausen)是瑞士

最北邊的一個州，它北接德國的巴登符騰堡

州，南臨蘇黎世州，是由德國陸路進入瑞士的 

必經之地沙夫豪森市內有眾多精美的文藝復興

時代建築，是個很容易令人沉醉的迷人小鎮！ 

【萊茵瀑布】 是高萊茵河上的一個瀑布。位

於波登湖以及巴塞爾之間。萊茵瀑布大約在 1

萬 4 千年前到 1 萬 7 千年年形成，是目前歐洲

流量最大的瀑布，其平均流量與世界上其他瀑

布相比排名第 22 名。 

【施泰茵小鎮】在瑞士境內，位於波登湖與萊茵河

交會處原意是萊茵河上的一塊石頭??? 若稱萊茵

河上的一顆藍寶石或許更恰當；5.76 平方公里，

實在是小到不能再小，以保存最完整的濕壁畫與木

格屋出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97%9D%E5%BE%A9%E8%8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97%9D%E5%BE%A9%E8%8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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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蒂湖】是德國西南部巴

登-符滕堡州黑森林南部的

一個湖泊，便是黑森林區最

具特色的山中湖，因為沒有

工業污染，所以湖水清澈，

是德國境內水質達到飲用標

準的最大天然湖泊，直到 18

世紀開始了咕咕鐘的製造

後，更讓這個純樸的小鎮被

評選為--黑森林之珠。 

 

 

 

【咕咕鐘】特里貝格(triberg)是個寧靜

的咕咕鐘小鎮，也是處依山傍水的度假

休閒之鎮，多瑙河與內卡河流經其間，

淙淙流水聲伴隨著咕咕鐘，組成山中歲

月的天籟之音，看著那些造型各異、年

代已久的古老咕咕鐘，歷經時間粹煉也愈見可貴之處。來到咕咕鐘之路，

滿街林立的咕咕鐘，有塑膠製的，也有以純手工木製，價差頗大，若純粹

好玩，塑膠製或三合板製的即可，價格約為新台幣數百元，若想珍藏，松

木製的手工咕咕鐘，絕對值得，

價格從台幣 5000 元起跳，甚至

到數萬元不等，奢儉由人  

【黑森林】位在德國最西南邊，左與瑞士和法國亞爾薩斯省交壤，更

融合德、法、瑞的邊境風情，若不小心聽到輕柔法語時，也不必驚訝，

因為黑森林地區不少人就是精通德、法兩語呢！黑森林的西邊和南邊

是萊茵河谷，最高峰是海拔 1493 米的菲爾德山。 

早餐:酒店內 餐: €11 晚餐:中式團菜 €11           

住宿: Best Western Hotel Hofgut Sternen      
    或當地同級三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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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蒂湖 Titisee 1HR/50KM   科爾瑪小鎮 Colmar 1.5hr/80km          

(路過)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2hr/140km海德堡                                         

【史特拉斯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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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首次有

一個城市的整個市中心區域獲此榮譽。 

【科爾瑪小鎮】與史特拉斯堡小鎮觀光皆屬於

法國亞爾薩斯(Alsace)地區，是優質葡萄盛產

之鄉，阿爾

薩斯白酒

是瘋迷歐

洲的名牌

葡萄美酒，目前屬於法國領土，因為位處交界地帶的緣

故，以致擁有豐富德國民風的小屋，更像德國美麗的鄉

村小鎮，甚至迷誘日本著名動畫家宮崎駿以此小鎮作為

『霍爾的移動城堡』的背景地，許多街景出現在動畫片中；置身其中，晃如回到中古世

紀的歐洲，超夢幻，真不知是在動畫片中還是真實世界?  處處驚豔處處奇！以前因為經

濟發達舟楫不斷，亦稱"小威尼斯"；但若稱 水鄉科瑪 應該更為傳神！ 

【海德堡】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者將海德

堡變成了神話和浪漫主義之都及電影學生

王子讓海德堡聞名世界。▲搭纜車(齒輪軌

道纜車)上下，可容納 20 多萬公升的酒桶！

這個大酒桶是 1751 年建造的，爲建造這個

酒桶，砍伐了 130 多顆橡樹！據說，這個

酒桶是住在城堡中的領主收租用的，當時的

百姓經常以酒代稅，收上來的酒也收入這個酒桶。下了山再前往老城區逛街。 

早餐:酒店內     午餐:  €11    晚餐:中式團菜   €11       ▲ 含上下山(齒輪軌道纜車)                          

宿 : Holiday Inn Express Heidelberg City Centre (三星) 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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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堡觀光    

Heidelberg1hr /92km 

  呂德斯海姆       

Rüdesheim  巴哈  

拉  Bacharach       
15:15/16:50 波帕     
Boppard  1hr /   
125km   法蘭克福                                                                      
▲【萊茵河】這條帶有深黑綠

色的河水襯著兩岸的綠草如

茵真是恰到好處。沿途山明水

秀，起伏的山巒、峭壁上險立的城堡、童話般的彩色尖頂屋，偶而有火車穿越而過；陽光撒在河面上，

波光粼粼閃耀刺眼的銀光，萊茵河全長 1320 公里是歐洲最長的河流，不旦是德國最長的河流，也是德

國 27 個世界遺產地點之一。▲含船票 

【呂德斯海姆】的老城區裡有條極狹長的小

巷，德語叫畫眉鳥巷，這條 144 米長，最窄處

不到 2 米的小巷，小巷兩側都是裝飾華麗的酒

館和小店，許多酒館都有樂隊現場表演，演唱

風情濃郁的歌謠，給遊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和

最美好的回憶。 
▲自動演湊機器博物館 曾經是貴族王府，擁有

360 台以上 18 世紀的珍寶，現都已是無價之寶

了，雖然歷經 300 年卻都還可作動，甚至有太

多的機器連想都沒想過遑論聽過?太值得參觀！【波帕】

Boppard，這個緊鄰萊茵河畔了小鎮，人口才一萬五千

人，雖然名氣不大，但比起那些比較大的城市，在

Boppard顯得格外有度假的感覺。一位享譽世界的椅子

設計師的出生地的最古老的保持著羅馬風格的碉堡城

牆，羅馬在博帕德也留下了歷史的痕跡。 在老城的邊緣

聳立著西元 360年建立的波多布裡卡碉堡的高達 9米的

城牆。 28 座圓柱形的塔樓保護著這座從前被阿雷曼人

和法蘭克人進攻的羅馬式的碉堡，遺址現在位於博帕德的有復古風格的公園裡供人們參觀。▲含門票 

早餐:酒店內  午餐: €11      晚餐:中式團菜 €11                

住宿: Holiday Inn Express Frankfort hauptbahnhof 或同級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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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克福 Frankfurt                                                                         

【世界金融之都的美麗天際】法蘭克福羅馬人之

丘廣場是老城的中心，廣場上樹立著正義女神雕

像，周圍環繞著盡是最具特色的歷史建築物；皇帝

大教堂則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此加冕而著名的

教堂，名牌精品店與精彩購物櫛比鱗次則集中在哥

德大街和著名的采爾大道上！ 

 

【體驗奢華購物的歡愉】WERTHEIMVILLAGE 購物

村，是 CHICOUTLET SHOPPING 在歐洲的九個購物

村之一，一個輕鬆愜意的購物天堂，漫步寬敞大氣的

精品店中探索世界頂級時尚品牌和生活方式品牌的

無盡魅力！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團菜€11 晚餐:中式團菜€11                                    

住宿:  Holiday Inn Express或同級三星                                                                                 
    
        法蘭克福  香港                                                                         

 

在享用完早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

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經香港，因時差及

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 夜宿機上                                                                                
    

 

                香港  高雄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

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

辛勞都在這異鄉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早餐:機上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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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  10月 15 . 25 日  

現金價 :  NT$88000 元 
內含: A.右列的景點門票:1.慕尼黑皇宮套票(皇宮 珍寶館)€11  2.寧芬堡宮套票(皇宮+ 

       瓷器博物館+馬車博物館+花園) € 11.5  3.赫蓮基姆湖宮交通船往返€7+皇宮€7.5  

       4.國王湖遊船€16  5.萊茵河遊船€20   6.海德堡齒輪軌道纜車+城堡€7.5  

       7.呂德斯海姆音樂博物館€7.5         8. 新天鵝堡(不入內參觀)上山公車€1.8  

       9. 9 午餐+8 晚餐  每餐標€11/人+1 餐德國豬腳€20/人      

       10.波登湖輪渡€2                         11.皇宮歌劇院 €3 

     B.500萬申根旅遊平安險+150萬意外醫療+100萬突發疾病醫療+旅遊不便險(NT$1200) 
         
   ※  用餐若是在無中國菜館地區，則退標準餐標給團員或導遊帶領下自行用餐，解放自己的口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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