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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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3 山居閒適 德瑞雙峰 全球最美啤酒廠 11 天 
NT:99,900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接送) 

 

行程特色



 



 
 

參考地圖 

 



參考航班(正確航班時間，依航空公司實際提供為主)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第一天 桃園／香港 國泰航空   CX-531 2015-2215 （飛行 1 小時 45 分) 

第二天 香港/法蘭克福 國泰航空   CX-289 0030-0640  (飛行 12 小時 15 分) 

第十天 蘇黎世／香港 國泰航空   CX-382 1150-0625+1（飛行 10 小時 25 分） 

第十一天 香港/桃園 國泰航空   CX-474 0835-1015  (飛行 1 小時 45 分) 

 

行程內容  表示入內參觀◎表示下車參觀【】表示特別安排；無符號註記之風景點表示行車經過 

第 一 天 桃園／香港／法蘭克福（德國）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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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供應 

 

第 二 天 法蘭克福－110KM－萊茵河遊船－賞花特輯－145KM－海德堡 

班機抵達法蘭克福專車前往搭乘★遊船徜徉於最美的一段萊茵河流域，龍巖雄踞，古堡峙立，怒視著萊

茵曲折的洪流；河水的胸懷茫茫漲溢，兩岸的葡萄密密稠稠；山巒遍被著林木花卉，田疇許諾著豐年旨

酒；稀疏的城邑遠近點綴，白牆掩映，景色清幽；迷人的勝境會加倍歡愉，只消你呵，來與我相聚！--

詩人拜倫.寫下這耿古的詩意.而古代尼柏龍根的指環更為蘿蕾萊巨岩寫下過的動人傳說，更添旅趣，更

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看著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今年我們特別安排賞花特輯；春天，櫻花如美人，

紅顏易消歇；櫻花之美，兼具盛開的絢爛和凋零的浪漫。夏天，溫馨美艷夏初芳，儀態輕盈逾海棠。不

似他花任採摘，叢枝葉底隱針芒；玫瑰冶豔美，為翠綠的夏天帶來熱情的暖流；秋天，紅葉經霜久，依

然戀故枝；紅葉片片飛，繽紛大地色。往造訪電影“學生王子”故事背景地所在的大學城─海德堡，參

觀★古城堡及堡內的大酒樽、於◎老橋上眺望舊城及內喀爾河的優美景緻，漫步在民舍與學院錯落的舊

城區，享受閒適的歐洲風情。 

【下車參觀】：賞花私人景點、海德古堡、老橋銅猴、聖靈教堂。 

【貼心門票安排】：海德古堡、大酒桶、萊茵河遊船 

【賞花特輯】：賞花特輯: 花兒預計觀賞期：櫻花、水仙 (3-5 月)，鬱金香 (3-6 月)，玫瑰(5-8 月)，今秋

紅葉(9 月底-11 月)；花卉綻放時間取決於氣候、溫度、降雨量及其花卉之成長環境，旅行社實際景緻依

當團時令狀況而有所不同！無法掌控，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萊茵河區域饗宴 晚餐：騎士之家米其林推薦餐廳（若遇餐廳客滿或

CLOSE 則會改米其林推薦餐廳用餐） 

住宿: MARRIOTT 或 CROWNE PLAZA 或老城區飯店 

 

第 三 天 海德堡－179KM－郝恩佐倫城堡－72KM－OUTLETCITY METZINGEN

－斯圖加特 STUTTGART  
上午特地安排★郝恩佐倫城堡，而這裡正是郝恩佐倫世家一族的故

鄉之城。現在為德國最後的皇帝威廉２世的子孫所擁有。堡內可看

到家譜樹之室、大廳、邊境伯爵之室、女王之室和新舊兩派的教堂、

寶物館等等。寶物館展示著鑲嵌 142 顆鑽石的普魯士王皇冠和腓德

列大王的遺物等。◎OUTLETCITY METZINGEN 讓您享受購物之

樂，Metzingen 早期是 Hugo Boss 的總部，因此就有一些減價的

商品及過季商品在這裡銷售，後來由於很多人的都會開車到這裡

買，漸漸就有許多品牌聚集於此形成了德國最知名的



OUTLETCITY。 

 
【貼心門票安排】：屹立山頂的孤高名城－郝恩佐倫城堡，公車來回接駁。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城堡內套餐 晚餐：飯店內饗宴 

住宿：WYNDHAM STUTTGART AIROPRT 或 NH STUTTGART AIRPORT 或同級 

 

第 四 天斯圖加特－23KM－斯圖加特賓士博物館－115KM－亞爾薩斯區域住宿(史

特拉斯堡)-(法國) 
今天上午前往接著前往隨後前往★賓士博物館(Mercedes-Benz Museum)賓士汽車公司的歷史可說是一

部近代汽車發展史，這裡有賓士的第一代車輛(3 輪汽車)，同時展示代表各時代的名車和競賽車、飛機

和船舶用的引擎。續前往 1979 年，成為歐洲國會所在地的史特拉斯堡，更被冠上“歐洲首都”之名，

象徵歐洲從此朝無國界的合作邁進。現今的史特拉斯堡，除了每到歐洲議會召開期間就特別繁忙，平日

也吸引了來自各國的觀光客，到此欣賞精緻的半木造屋，在被運河包圍的“小法國區”露天餐廳上品嘗

阿爾薩斯美食。由於被萊茵河的支流包圍，小法國區又稱作“大島”(Grand Île)，不只最精華的景點都

集中在此，大島也滿載了建城 2000 年來的歷史、文化、與生活，因此後來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下車參觀】：史特拉斯堡:百年聖母教堂、老城自主遊。 

【入內門票】：賓士博物館(Mercedes-Benz Museum)。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如遇餐廳客滿則改其他米推

餐廳替代)  

住宿：HOTEL MERCURE CITY CENTRE 或 HOLIDAY INN STRASBOURG 或 NOVOTEL 

STRASBOURG 或亞爾薩斯區域同級飯店 

 

 
 

第 五 天 史特拉斯堡(法國)－162KM－全球最美啤酒廠佛萊德莊園城堡啤酒廠(瑞士)－

93KM－伯恩(UNESCO)    
今早前往全球最美啤酒廠佛萊德莊園城堡啤酒廠，不單以著名啤酒而聞名，它聞名遐邇，還因為它的十

二輛運載啤酒的銅馬車，都是由六匹壯大的比利時拉車馬所拉動。來探索這傳統啤酒廠的歷史，這歷史

上的莊園最落於瑞士的山谷中，周遭的美景，會扼殺不少你的手機容量，美麗的山中秘境，等著你的前

往接著前往伯恩古城世界文化遺產之都結束後專車前往古味十足的首都伯恩，阿勒河環繞城市造就了伯



恩獨特的美，六公里長的拱廊建築特色風格，促使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這城市列入世界文化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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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貼心門票安排】:全球最美啤酒廠佛萊德莊園城堡啤酒廠門票+導覽(約一小時)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啤酒一杯 晚餐：地窖風味餐(若遇餐廳客滿或 CLOSE 則會改

至其他餐廳用餐) 

住宿： BRISTOL、BERN、ALLEGRO、AMBASSDOR 或同級 

 

第 六 天 伯恩(UNESCO)－90km－蒙投奇龍古堡(下車拍照)－130KM－策馬特

(保證入住策馬特山城) 
（可攜帶單日過夜旅行袋） 

今日下車拍照奇龍古堡；隨後造訪瑞士南部的瓦萊州

－策馬特；阿爾卑斯山城－策馬特，位於天下名峰馬

特洪峰腳下的策馬特。考慮到環境因素，該地禁止機

動車駛入，因此環境幽雅、空氣清新。汽車可停在中

途站塔什Taesch的大停車場，並從那裏乘登山鐵路進

入策馬特。策馬特鎮內的交通由電車和馬車代步。這

裏一年四季都可盡情欣賞雄偉的阿爾卑斯山的美景。

乘登山火車或者纜車就可以來到高奈葛拉特、洛特

峰、馬特洪峰冰川天堂等地的眺望台，盡情享受面前

雄偉的群山、眺望冰河。冬季這 

裏吸引了眾多滑雪愛好者，這裏的徒步旅行也相當受歡迎。小鎮如同仙境一般，無任何排氣型的交通工

具，僅有馬車、 腳踏車、電動車與百分百的清新空氣！。 

【下車參觀拍照】：奇龍古堡 

【貼心門票安排】：特施++策馬特山城來回火車票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策馬特米其林推薦套餐（若遇餐廳客滿

或 CLOSE 則會改至其他餐廳用餐） 

住宿：SONNE、MIRABEAU、ANTARES、SCHWEIZERHOF、AMBASSADOR、CHRITIANIA 或策馬特

山城飯店 

 

第 七 天 策馬特(前往高奈葛拉特山眺望馬特洪峰)++洛書堡隧道路線快速火車

【穿越阿爾卑斯山省卻五小時的拉車之苦】++SPIEZ－35KM－格林德

瓦(山上氣溫約 0 度至-10 度,請攜帶厚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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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中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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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

中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峰 4478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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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奈葛拉特

山觀賞馬特洪峰】GGB(Gornergrat Bahn)齒軌火車，到標高 3,089m

的高奈葛拉 



特(Gornergrat)觀景台，從這裏可眺望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峰、以及高納葛拉特冰河的觀景點。

搭乘 GGB(Gornergrat Bahn)齒軌火車，到標高 3,089m 的高奈葛拉特(Gornergrat)觀景台，從這裏可眺

望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峰、以及高納葛拉特冰河的觀景點。接續於策馬特直接搭乘★洛書堡隧

道路線快速火車，穿越阿爾卑斯山脈，不僅可以體驗瑞士人的偉大隧道工程，也可以大大的縮短車程時

間。沿途可見美麗的隆河谷地、伯恩高地、圖恩湖，湖光山色猶如人間天堂。抵達後前往飯店稍作休息

再前往餐廳用餐。 

【下車參觀】：策馬特 Car Free 山城。 

【貼心門票安排】：洛書堡火車車票(策馬特++史匹茲火車票)，高奈葛拉特山++特馬特車票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策馬特山居風味餐廳 晚餐：瑞士火鍋風味餐 

住宿：INTERLAKEN HOTEL、ROYAL ST.GEORGE、KREBS、KREUZ AND POST、METROPOLE、

SUNSTAR 、EIGER HOTEL 或同級 

 

第 八 天  茵特拉肯－之旅－茵特拉肯（格林德瓦） 
        

  (山上氣溫約 0 度至-10 度,請攜帶厚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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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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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峰

頂，您更可以欣賞到◎萬年冰宮內的各式冰像奇景，搭乘世

界最高速的電梯登上◎史芬克斯觀景台，只要 25 秒就可以抵

達上方的露台。續專車前往瑞士重量級的渡假勝地“湖間

鎮”─茵特拉肯，在茵特拉肯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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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萬年冰宮、史芬克斯觀景台。 

【貼心門票安排】少女峰之旅－有著歐洲屋脊之美稱（體驗阿爾卑斯山的冰河世界）。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少女峰冰河景觀餐廳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INTERLAKEN HOTEL、ROYAL ST.GEORGE、KREBS、KREUZ AND POST、SUNSTAR 、EIGER 

HOTEL 或同級 

 

第 九 天   茵特拉根（格林德瓦）++黃金快線二等艙火車++盧森區域-50KM-蘇黎世 
今日搭乘黃金快線火車前往瑞士蜜月之

鄉及渡假勝地－盧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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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接續前往瑞

士第一大城市－蘇黎世，也是工商、金融

業和文化中心。前往蘇黎世湖畔和利馬特 

河沿岸，河岸兩旁綠樹成蔭古蹟、教堂林立，亦相鄰高檔店鋪區－班霍夫大街，是市內最繁華的大街。 

【下車參觀】：獅子紀念碑、中世紀木橋、盧森湖。 



【貼心門票安排】：黃金號快線二等艙火車。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自理發餐費 10 瑞郎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SHERATON ZURICH、NOVOTEL HOTEL ZURICH、DORINT HOTEL 或同級 

 

第 十 天 蘇黎士／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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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飛機上 

 

第 十一 天 香港／桃園 
班機飛抵桃園中正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德國、瑞士  雙峰三堡十一日”遊。不捨中互道珍重，期待下

一次的相逢，在美麗的歐洲！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