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09.16【瑞士】三大觀景列車、四大名峰 12 日 

NT:149,8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120 歐元、每人一張歐洲上網卡) 

 

行程特色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 /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09／16 TG635 

泰國航空 

桃園 / 曼谷 20:05 22:50 3 小時 45 分 

09／17 TG940 曼谷 / 米蘭 00:40 07:35 11小時55分 

09／26 TG-971 蘇黎世 / 曼谷 13:30 05:30+1 11 小時 

09／27 TG-634 曼谷 / 桃園 07:10 11:50 3 小時 40 分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曼谷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並由專人協助登機手續後，搭機飛往瑞士第一大城－蘇黎士，今晚將宿於

機上，祝您一夜好眠！展開瑞士豐富 12 天之旅。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02 天 曼谷／米蘭（市區觀光）－科摩湖－萊科            

義大利時裝工業中心－米蘭。米蘭這特別的城市，人們總逃不過它的兩大魅力，一是數百年歷史的建

築與藝術作品，一是【米蘭風尚】是世界流行尖端的代表，米蘭除了無可取代的時裝帝國頭銜，還擁

有豐富的藝術寶藏，如果文藝復興是米蘭過去的藝術成就，那服裝設計是新的成就。我們參觀◎米蘭

大教堂，此教堂完成於 14 世紀總共蓋了 5 百多年，共擁有 135 座尖塔，一座座尖塔以無比的氣勢伸

向義大利湛藍的天空，教堂內外聖者使徒的雕像共 3159 座，2214 雕像裝飾於屋頂，工程之浩大令人

驚嘆，教堂內部莊嚴，美麗的玫瑰窗裝飾其中。她一直與佛羅倫斯聖母百花教堂爭奪全球第三大教堂

的地位；但無論排名，米蘭大教堂的歷史地位及哥德式建築都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艾曼紐二世拱

廊位於教堂的左側，這座華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集各式高貴的商家，整個樓面呈現拉丁

十字形，拱廊上有玻璃架圓頂，下有馬賽克鑲嵌畫地板，像個大型的藝廊般華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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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華麗優雅的精品櫥窗似乎都在對著你微笑，記

住所有敗家男女的至理名言：【喜歡就買吧！心動就要馬上行動，錯過這次就沒有下一次了】。這裡是

引領時尚的流行神殿，也是名牌時尚的旗艦，當然更是您收買名牌的重鎮，走累了來杯義大利的濃咖

啡，欣賞兩旁過往的人潮。 

義大利第三大的湖泊－科莫湖。科莫湖是阿爾卑斯山下一個歐洲最深的雪山湖泊，整個湖呈窄長的人

字形，湖泊周圍被高聳的群山包圍，參觀★科莫主教堂（Duomo di Como）。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阿爾卑斯義式風味 

宿：科摩飯店 或 萊科飯店 

 

第 03 天 萊科－提拉諾（Tirano）++世界文化遺產~伯連那列車路線（Bernina Express） 

++聖摩里茲（St.Moritz） 

★伯連那列車路線火車，放鬆自己，讓火車帶領向您展示 Bernina 山谷的森林景色與高山的氣勢及著

名的 360 度迴圈拱橋。當火車駛過橋梁時，便可感受到峽谷與湍急河流的宏偉景象，向上爬升 70 度，

高地有雪有冰川，景物截然不同。接續來到海拔高達 1822 公尺－聖摩里茲，此地稱為【世界的頂端】

雖有些言過其實，但對當地人而言至少是種象徵，身為瑞士東部艾格丁山地的中心，是座精緻城市更

為瑞士著名的健康溫泉中心，此地當然成為渡假休憩勝地。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瑞士旅遊局推薦觀景餐廳 

宿：KEMPINSKI GRAND 或同級五星(如遇此區域五星飯店客滿或休館，則會以其他城市五星飯店替代。) 

 

第 04 天 聖摩里茲（St.Moritz）－皮拉投斯峰（金色環遊、世界最陡登山齒輪列車）

－盧森 

今天上午，我們將親身體驗瑞士官方認證、最精華的金色環遊。環遊從盧森碼頭啟程抵達阿爾納斯特 



小鎮，轉乘世界最陡峭、最大坡度 48 度的齒輪列車，攀登至皮拉投斯峰，觀賞一望無際的阿爾卑斯 

山脈美景。搭乘世界上最陡的登山齒輪列車(Cogwheel Railway)蜿蜒而上，前段鐵道點綴著阿爾卑斯 

野花的繁茂綠茵與茂密的衫樹叢林，中段遠眺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盧森湖，後段則是嘆為觀止的陡峭岩 

壁，讓您深刻感受瑞士鐵道的精良科技與水碧山清的景致。下山時，首先體驗暱稱雲霄飛龍的高空吊 

纜，再轉搭小型吊纜，一路從險峻山峰穿越翠綠蒼蒼的森林，結束完美的皮拉投斯峰金色環遊之旅。 

之後前往瑞士蜜月之鄉及渡假勝地－盧森。位於瑞士中央的盧森湖畔，如水晶般瑩澈眩目的湖水，盪

著如詩似畫的景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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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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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以其繽紛的音樂節，獲得舉世極

高評價。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皮拉投斯峰餐廳           晚餐：阿爾卑斯瑞士風味 

宿：ASTORIA 或 RADISSON BLU 或 FLORA 或 MONOPOL 或同級 

 

第 05 天 盧森（遊船）－安德馬特++冰河列車觀景車廂（頭等艙） （Glacier Express）

++策馬特 

盧森湖遊船，也叫四森林州湖，四森林州湖就是盧塞恩旁的一座湖泊，英語國家的人們習慣將它叫作

“盧塞恩湖”，是瑞士境內第五大湖泊。它被美麗的群山包圍其間，是瑞士當之無愧的風景最為多樣

的湖泊，和周邊的群山構成了典型的“湖光山色”景致，因為經常有許多天鵝棲息在盧森湖（Lake 

Luzern）中，所以琉森湖也被稱作為天鵝湖。湖岸線蜿蜒曲折，生出許多枝杈，將盧森城和周邊的山

峰連接起來。湖面有 114 平方公里，最長 39 公里，最寬處有 3 公里，海拔 434 米，最深處達 214 米。

總體量是 11.8 立方公里。很多湖岸線是聳起達海拔 1500 米的峭壁和山峰，由此產生出許多美麗的風

景。 

今日上午，將搭乘瑞士最負盛名的★冰河列車前往策馬特，冰河列車-行駛最緩慢的觀光快車網

址:www.glacierexpress.ch，東啟聖摩里茲或達沃思，西至策馬特，總長 291 公里，沿途經過 291 過

橋樑，串連聖摩里茲的多瑙河流域，萊茵河流域及隆河流域，是最為國人熟悉的景觀列車。這條路線

由三家火車公司共同營運，從聖摩里茲(St.Morutz)或達沃思(Davos)到迪森提斯(Disentis)，由 RHB 營

運，這個鐵路公司，負責整個瑞士東部，格勞賓登洲的鐵路運輸系統，伯尼那火車也由它營運，RHB

的網路，上山下海，但是都沒有使用齒軌，因為他還負責大眾運輸，齒軌會引響速度，所以採用螺旋

狀，迂迴攀升的方式；從聖摩里茲開出後，只見山谷溪流相隨，時而隧道，忽然間。一陣騷動，原來

最驚心動魄的蘭德巴薩拱橋(Landwasser Vinduct)，就在眼前經過，橫跨於蘭德巴薩河上，距離水面

六十五公尺的羅馬式拱橋，是冰河列車沿線最美麗的景觀。隨後抵達 Reichenau，這裡是前後萊茵河

匯流之處，火車往西前行，沿著萊茵河欣賞岸邊被河水切割的峽谷，慢慢的火車抵達 Disentis，交棒

給下個鐵路公司 Furka Oberalp，或許您有發現火車頭變了，FO 的醒目字樣在前面引導，火車時而飛

馳時而緩步爬升，您很容易就可感覺，當使用齒軌爬升時，速度緩慢，會有喀喀聲斜度明顯不同，這

就是瑞士獨步全球的齒軌火車。這段路程，我們會經過全程的最高點 Oberalppass，海拔 2044 公尺，

然後抵達 Andermatt，再經過十五公里的 Furka 隧道，直抵隆河流域，車抵 Brig 之後就由 BVZ 接手

下面的行程。 

BVZ 就是 Brig、Visp、Zermatt 的縮寫，主要營運區域是瓦萊州南部，也是齒軌鐵路系統，火車從 Brig

開出之後，經過 Visp 就往山區行駛，沿著 Matter Vispa 河前行，途中可以欣賞山谷交錯，忽左忽右，

遠處終於看到一小小段冰河，在一陣歡呼中，瑞士的精神象徵馬特洪峰，透過窗戶映入眼簾。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阿爾卑斯瑞士風味餐  

晚餐：日式鐵板燒風味  (若遇 CLOSE 或客滿則改策馬特老城風味) 

宿：SONNE 或 SCHWEIZERHOF 或 ALEX 或 HOTEL AMBASSADOR ZERMATT 同級 



 

 

 

 

 

第 06 天 策馬特（高奈葛拉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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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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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小巧的瓦萊州村莊被巍峨的群山和壯麗的冰河環繞，在

這裡，您可以欣賞到多座海拔 4,000 公尺以上的雄偉山峰。其中阿

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峰 4478 Ｍ，它那獨特的金字塔造形出

類拔萃且傲然睥睨其他群峰的氣勢令人讚嘆。今日您有充分的時間盡情享受策馬特風情，在前往★高

奈葛拉特山及天氣許可之下的山中健行之後，中午您可視自己的行程進度自由安排用餐，在班霍夫大

街上有著名的碳烤香腸以及當地人最喜歡的小小法式薄餅店及各式餐廳，若真拿不定主意這裡還有連

鎖速食店讓您選擇！隨後您可沿著小溪散步亦或是在兩旁林立著鐘錶、紀念品及登山滑雪相關用品商

店的班霍夫大街享受購物樂趣。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特別安排~高奈葛拉特山自助餐)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宿：SONNE 或 SCHWEIZERHOF 或 ALEX 或 HOTEL AMBASSADOR ZERMATT 同級 

 

第 07 天 策馬特－白朗峰－霞慕尼（Chamonix） 
今日前往眺望白朗峰，直譯是白山。如同其名，山頂整年積雪標高 4807 公尺，是歐洲第一高峰。征服歐洲第

一高峰將是件有意義的事，搭乘★登山纜車登上海拔 3777 公尺再搭電梯前往全世界最高之－米堤峰瞭望平

台 3842 公尺，於此眺望歐洲最高峰之白朗峰，欣賞冰川處處、白雪封頂的奇景，感受群峰擁簇足下的磅礡氣

勢。 

今日前往法境內的渡假山城─霞慕尼，最初只不過是一座小村落，隨著登山家征服白朗峰的風潮和第

一次冬季奧運會在此舉行，使得此地成為高級山岳度假勝地。沿途但見阿爾卑斯山峰雄偉環繞，而白

朗峰更在雲深飄渺處聳立。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米其林~法式田螺燉牛肉餐 

宿：MERCURE CENTRE 或 LES AIGLONS 或 ALPINA HOTEL 或同級 

 

第 08 天 霞慕尼（Chamonix）-西庸古堡－蒙投（Montreux）++黃金號列車二等艙 

（Golden Pass Panoramic）++格林德瓦（茵特拉根） 

★西庸城堡，是瑞士最知名的歷史古堡。蒙投是個氣候溫和，日內瓦湖畔的法語小城，有許多世界名

人的別墅，大多像名指揮家－富特文格勒、盧梭、達爾文、英國皇家成員一樣，不遠千里而來的選擇

在此作為度假或在此安度晚年。 

接續前往★搭乘黃金號觀景火車從蒙投至格林德瓦（茵特拉根），此火車由最新科技、流線外型的車

廂設計，火車穿越阿爾卑斯山景，藍色天空和陽光注入車內，沿途優美的瑞士山岳景致一一掠過車窗

的左右。 

◎格林德瓦區域飯店，都是依山而建的多棟建築,房間格局依著山勢,多有大小不一，但坐落於艾格峰

的山腳下，更能體驗山中之美。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阿爾卑斯在地料理 

宿：SUN STAR ALPINE HOTEL 或 HOTEL METROPOLE 或 KREBS HOTEL 或 ROYAL ST GEORGES 或同級 

 

第 09 天 格林德瓦（茵特拉根） - 少女峰+施陶河瀑布 - 格林德瓦（茵特拉根） 

放鬆心情！展開位於歐洲屋脊的【少女峰之旅】，首先前往位於山腳下的登山小鎮，搭乘少女峰鐵道

公司專屬的★齒軌火車，到達全歐洲最高的火車站〈3454 公尺〉，少女峰位於艾格峰及僧侶峰的中間

點，一步出隧道內的車站，眼前就是被萬年積雪覆蓋的雪原，你可眺望阿雷奇冰河。車行途中，盡是

宜人的牧野風光，牛鈴及大自然的聲音不絕於耳。 

首先搭乘中型纜車觀賞瑞士第二高、暱稱塵埃瀑布的施陶河瀑

布；緊接著轉乘百年齒輪列車觀賞少女峰三連峰雄偉的景色；

抵達幕倫後，於 1600 公尺的高原小鎮健行，細數勞德布魯嫩 U

型谷地中的 72 道瀑布；信步抵達雪朗峰纜車站後，搭乘 Z 型

纜車下山；最後搭乘巴士筆直穿越峽谷，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獨特而豐富的少女峰山區私房景點，沿途恢弘的瀑布、險

峻的高山牧場讓您目不暇給。 

今日晚餐特別加贈哈德昆纜車+晚餐，天氣晴朗時您可俯瞰圖恩湖及布里恩茲湖並眺望少女峰。 

◎格林德瓦區域飯店，都是依山而建的多棟建築,房間格局依著山勢,多有大小不一，但坐落於艾格峰

的山腳下，更能體驗山中之美。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少女峰冰河餐廳          晚餐：哈德昆纜車+觀景餐廳 

宿：SUN STAR ALPINE HOTEL 或 HOTEL METROPOLE 或 KREBS HOTEL 或 ROYAL ST GEORGES 或同級 

 

第 10 天 格林德瓦（茵特拉根）－藍湖－伯恩（伯恩古城）-蘇黎世 

前往秘境景點山中★藍湖 BLAUSEE，穿越蒼鬱的森林隧道後眼前隨即出現澄淨碧藍的藍湖。接續前

往瑞士重量級的渡假勝地“湖間鎮”－茵特拉肯。沿途優美的瑞士山岳景致一一掠過車窗的左右。在

此您可遠眺週邊群峰英姿，或自由購買各式琳瑯滿目的紀念品。 

接續來到古味十足的首都伯恩。中世紀風味的建築襯以鮮花艷麗的妝扮，造就了伯恩獨特的美，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列入世界文化名錄中。漫步在老城區內，巡禮一番，街上至今還保留著多處噴泉，

如◎熊噴泉等點綴著伯恩的街道。歷時數百年而依舊精準的◎鐘塔﹑◎愛因斯坦故居，皆是不可錯過

的精彩景點，而其總長約六公里的購物拱廊，更為人所津津樂道。 

隨即專車前往蘇黎世。蘇黎世與日內瓦同為瑞士的對外門戶，通常也是遊客進入瑞士的第一座都市。

蘇黎世不但是銀行與證券公司密集的國際金融都市，同時也是商業與文化的重鎮。由於蘇黎世是國內

面積最大的都市，因此也被人們稱為瑞士實質的首都。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伯恩地窖主廚推薦料理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宿：CROWNE PLAZA 或 MOVENPICK 或同級 

 

第 11 天 蘇黎世／曼谷    

行程已近尾聲了。返家的喜悅不掩淡淡的離愁，在班機起飛聲中，重遊的願望愈來愈清晰，窗外的景

物卻逐漸模糊。再次祝您一夜好眠！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宿：豪華客機 

 



第 12 天  曼谷／桃園 

班機於今日飛抵桃園中正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瑞士遊。不捨中互道珍重，期待下一次的相逢，

在美麗的歐洲！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