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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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21【瑞士】三大觀景列車、四大名峰 12 天 

NT:  154,800 元/人含(稅、導領小費 120 歐元) 
 

行程特色 













瑞士三大觀景列車 
◎世界上速度最慢的快車－【冰河列車觀景車廂 GLACIER EXPRESS (頭等艙)】－特別安排聖摩里茲+++安德

馬特（東段）冰河列車之旅，阿爾布拉路線，於 2008 年 7 月被列為世界遺產，讓您驚豔於瀑布、溪流、

峽谷、高原迭替交換的沿途秀麗風光，對阿爾卑斯山景多了一份了解。沿途經過風景最美的蘭德巴薩拱橋

和瑞士的大峽谷，並於列車上享用精緻午餐。 

◎蒐集瑞士精華景點－【黃金號列車觀景火車 Golden Pass Panoramic (二等艙)】－由蕾夢湖的療養地蒙投往

東北方直線延伸的路線。這就是穿越無數森林、湖泊長達 240 公里，往茵特拉根的黃金列車。此路線由四

家鐵路公司共同營運（MOB、SEZ、BLS、SBB），有 「夢幻橫斷路線」之稱。沿路風景相當美麗。 

◎名列世界文化遺產鐵道－【伯連那觀景火車路線 Bernina Express】－沿途有最美麗的南、北兩方景色、值

得留意的是紅色的火車會攀上海拔 2253 公尺的冰川，跨越 196 座橋樑，穿過 55 條隧道，沿途美好風光，

定令您快門連按，忙得不亦樂乎。 

超越顛峰四大名峰之旅 
山中之王：馬特洪峰、歐洲屋脊：少女峰、歐洲最高峰：白朗峰及獨家安排史丹峰敞篷纜車 

◎【特別安排世界遺產之旅】：冰河列車前段（阿布拉路線）、伯連那鐵道、貝林佐納登上大城堡、伯恩古城、

少女峰地區與阿雷奇冰河。 

◎貝林佐納古城，往遠望去，山丘上的三座古堡，古代羅馬文化與日爾曼文化的交會，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保護的古跡！ 

◎古味十足的首都伯恩－是歐洲中世紀城市之中最好的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列入世界文化名錄中。

城中共有 100 多處泉眼，其中 11 處至今還保留著舊貌，這些噴泉形態各異，如食童噴泉、熊噴泉等點綴著

伯恩的街道。 

◎在蒙投，徒步是親近蒙投最輕鬆的方式，聳立在半山坡的舊城、石砌的巷弄，紅瓦白牆的屋舍，加上流傳在

西庸城堡的傳奇故事，凝聚出蒙投的美。 

◎聖摩里茲是座貴族豪門的渡假城市，在鍾靈毓秀的群山環繞之下，發展出多項休閒功能，您也可親臨此地，

度過一個愜意假期。 

◎茵特拉根介於布里恩茲湖及圖恩湖之間，拜少女峰之賜，因而成了知名渡假勝地，亞拉河貫穿城鎮，宛如與

其古老及富有文化氣息相互輝映。 

◎一個沒有汽車污染的小鎮,只有火車可以到達的小鎮,一切都是那麼的清淨自然,恍如人間仙境的--策馬特。 

◎品嚐瑞士佳餚：地窖風味餐、少女峰套餐、特別加贈哈德昆纜車+晚餐(45 瑞朗)、法式田螺燉牛肉餐、米其

林推薦餐廳、日式鐵板燒。 

 

參考航班 

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TG 635 泰國航空   桃園  曼谷 20：05 22：50 

第二天 TG 970 泰國航空  曼谷 蘇黎世 01：05   07：50   

第十一天 TG 971 泰國航空  蘇黎世 曼谷 13：30  05：30+1  

第十二天 TG 634 泰國航空  曼谷 桃園 07：10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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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曼谷／蘇黎世(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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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機上 



第二天 
蘇黎世－萊茵瀑布－伯恩－藍湖－茵特拉根 (不惜成本特別安排兩晚－茵

特拉肯(格林德瓦)，讓您有充分時間飽覽阿爾卑斯美景） 

班機於今日抵達後首先前往位於萊茵河畔、全歐洲最大的◎萊茵瀑

布，瀑布寬 150 公尺，雖然落差只有 23 公尺，但水流量達每秒 700

立方公尺，每逢融雪季節，河水洶湧，氣勢恢宏，令人嘆為觀止，詩

人歌德也曾多次造訪，深深為其魅力所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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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加贈前往秘境景點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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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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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萊茵瀑布、熊噴泉、鐘塔、愛因斯坦故居。 

■【主題欣賞】  

◆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又譯世界襲產，是一項由聯合國支持、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負

責執行的國際公約建制，以保存對全世界人類都具有傑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處所為目的。世界

遺產分為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和複合遺產三大類。瑞士共有 11 項其中 8 項文化遺產，3 項自然遺產。

米茲泰爾的木篤會聖約翰女修道院（文，1983 年）、聖加侖修道院（文，1983 年）、伯恩古城（文，

1983 年）、貝林佐納三座要塞及防衛牆和集鎮（文，2000 年）、瑞士阿爾卑斯山少女峰-阿萊奇（自，

2001 年，2007 年）、聖喬治山（自，2003 年）、拉沃葡萄園梯田（文，2007 年）、薩多納地質結構

區（自，2008 年）、阿布拉/伯連那景觀中的雷蒂亞鐵路（文，2008 年）、拉紹德封/力洛克製錶業城

鎮規劃（文，2009 年）、阿爾卑斯地區史前湖岸木樁建築（文，2011 年）。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地窖風味餐(遇 CLOSE 或客滿則改至

其他餐廳) 

晚餐：特別加贈~哈德昆纜車+晚餐 

宿：SUNSTAR ALPINE HOTEL 或 HOTEL KREUZ&POST 或同級 

 

第三天 
茵特拉根－世界自然遺產~少女峰之旅－施陶河瀑布（Staubbach-Fall）－

茵特拉根  (少女峰山上氣溫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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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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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峰頂，您更可

以欣賞到◎萬年冰宮內的各式冰像奇景，搭乘瑞士最高速的電

梯登上◎史芬克斯觀景台！只要 25 秒就可以抵達上方的露台。

站在這裡有一種終於來到阿爾卑斯山的感受。接續來到瀑布之鎮，這一帶共有 72 道瀑布奔流直下，

而其中最有名的瀑布即是◎施陶河瀑布。此瀑布是全歐洲落差第二大的瀑布，但因為水量不大，所以

瀑布落到半途就如同煙塵飄散，而”STAUB”在德文中指的正是塵埃之意。從前歌德來到這裡遊歷



時，看到施陶河瀑布飄逸的景致，一時詩興大發，留下了《水精靈之歌》這首詩作，也讓後世的遊人

對於這條瀑布有了更多想像。 

 

■【山中健行－少女峰艾格之路 Jungfrau Eiger Walk】  

少女峰艾格之路位於少女峰鐵道線上的艾格冰河站(2320m)到客來雪德站(2061m)之間。此段健行路

線在 2012 年重新規劃完工。由艾格冰河站一出站就能看見美麗宏偉的湛藍冰河，沿著鐵道的下坡健

行路段在天氣良好時還可遠眺穆倫 Mürren(1634m)城鎮以及阿爾卑斯群峰，沿途但見各式阿爾卑斯小

巧高山花卉，空氣清新令人心曠神怡。（若天氣許可，我們將隨著領隊的步伐，來趟健行之旅） 

 

■【下車參觀】斯芬克斯觀景台、阿雷奇冰河（歐亞大陸最大最長的冰河）、冰宮、施陶河瀑布。 

■【貼心門票安排】 

★少女峰之旅(世界自然遺產)－有著歐洲屋脊之美稱（體驗阿爾卑斯山的冰河世界）。也於 2001 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且少女峰鐵道公司因應 2012 年百年紀念新增全新設施

“阿爾卑斯的震撼”先由 360 度的壯麗震撼影音開場，接續體驗各種不同燈光效果伴隨音樂沿著輸

送道循序參觀生動的少女峰鐵道建造史以及當地旅遊發展。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少女峰冰河餐廳 晚餐：西式套餐 

宿：SUNSTAR ALPINE HOTEL 或 HOTEL KREUZ&POST 或同級 

 

第四天 

茵特拉根－茲懷斯文+++黃金號列車二等艙 (Golden Pass 

Panoramic)+++蒙投(Montreux)【瑞士藍色海岸上的珍珠】－霞慕尼

(Chamonix)  

早餐後，接續前往★搭乘黃金號觀景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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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專車前往以彩裝夏夜【蒙投爵士節】而舉世聞名－蒙

投，途中造訪西庸城堡，佇立在雷夢湖畔、河湖交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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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專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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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門票安排】 

★黃金號列車二等艙(Golden Pass Panoramic)－一如列車之名，黃金號列車飽覽瑞士湖光山色之精

華，堪稱瑞士首屈一指的景觀列車，沿途送上黑森林、湍急的河流、乳牛的放牧景致，還可見到傳統

的小木屋及險峻的崖壁，後段駛進隧道穿過葡萄園及田野抵達蒙投，把 

瑞士從東北到西南的美麗湖泊，全部串連成一條璀璨的黃金項鍊。 

★西庸城堡(Château de Chillon)－詩人拜倫於【西庸的囚犯】當中大力讚賞解放運動象徵的波尼瓦爾

院長，此舉使它成為眾所周知的名城。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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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霞慕尼(Chamonix)－白朗峰－策馬特(白朗峰山上氣溫約 0 度至-10 度,請攜

帶厚外套；不惜成本特別安排兩晚－策馬特，讓您有充分時間飽覽阿爾卑

斯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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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來到瑞士南部的瓦萊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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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宿：♕NATIONAL 四星+皇冠酒店或同級 

 

第六天 策馬特(高奈葛拉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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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特別安排~高奈葛拉特山自助餐) 晚餐：日式鐵板燒(遇 CLOSE 或客滿則

改至其他餐廳用餐) 

宿：♕NATIONAL 四星+皇冠酒店或同級 

 

第七天 策馬特－世界文化遺產~貝林佐納(Bellinzona)－盧加諾 

今日前往座落在山谷之間的古城貝林佐納三城堡映入眼簾。十三

世紀開始，商旅便絡繹不絕途經此地往返米蘭，其戰略位置日益

緊要，三座城堡應運而生，成為阿爾卑斯山區最經典的防禦型城

堡，於西元 2000 年列名世界文化遺產。我們將登上大城堡眺望

蒙特貝羅城堡與薩索.科爾巴洛城堡，遙望千年來爭戰不斷的遺

跡。此地乃是為了軍事目的而建，成為阿爾卑斯山區最經典的防

禦城堡，並於 2000 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隨後

搭車前往瑞士南端的義語區度假城鎮盧加諾，因鄰近義大利的地緣關係，氣候相對溫暖舒適，一棵棵

的棕櫚樹與熱帶植物映襯著依山傍水。續往提奇諾州最大城市－盧加諾。盧加諾義大利語區的小鎮還

保存著純樸的鄉村色彩，讓許多德語區的居民及外國人紛紛來此地購屋渡假。湖畔的豪華遊艇、街道

上的棕櫚樹、露天的咖啡座，構成了一幅明媚的湖光山色。來到這邊，你可以感受到義大利奔放的熱

情，卻又同時擁有瑞士的高品質環境。而且溫暖的陽光，會讓你懷念台灣家鄉的天氣。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瑞士風味餐 晚餐：旅遊局推薦義大利觀景餐廳 (遇 CLOSE 或客滿

則改至其他餐廳用餐) 

宿：盧加諾四星飯店或同級 

 

第八天 
盧加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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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您可享受悠閒的早晨。接續前往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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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義式風味餐 晚餐：旅飯店內晚餐（主廚推薦） 

宿：+皇冠酒店 KEMPINSKI GRAND 或同級 

 

第九天 
聖摩里茲 (St.Moritz)+++ 世界文化遺產~冰河列車觀景車廂 (頭等艙 ) 

(Glacier Express)+++安德馬特－盧森 

冰河列車的體驗讓我們就從此城開始吧！瑞士最富盛名的觀景火車

－冰河列車，當冰河列車穿越阿爾卑斯山，途中經過無數瀑布、溪

流、峽谷、高原..等，景觀變化多得讓您無法想像，★【冰河列車】

主要經過高山、冰河地形，加上特殊的鄉村田野風光及藍天白雲，

沿路多以綠、藍 白三種柔色系為主，雖然無法真正看到冰河但冰河



列車以【火紅】鮮艷外表，仍為阿爾卑斯山系增色不少，抵達充滿十七、八世紀風情古老小鎮的安德馬特。之

後前往瑞士蜜月之鄉及渡假勝地－盧森，隨後展開市區觀光。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冰河列車上三道式套餐 晚餐：西式套餐 

宿：ASTORIA HOTEL 或同級 

 

第十天 
盧森湖遊船－45KM－史丹峰 STANSERHORN(送 CABRIO 雙層敞篷纜車) 

－78KM－蘇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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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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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獨家前往史丹峰。史丹峰－自從 1893 年開始，觀光遊客都選擇乘搭古董木製復古小火車，前往山中的中

途站轉搭巴士。從 2012 年開始，遊客則可以選擇轉搭現代化卡布里奧纜車登上石丹峰。卡布里奧纜車(CABRIO)

的車廂是設有露天上層的雙層車廂，人們站在上層一邊吹著山風，一邊享受無際的全景。纜車的索道特意設於

車廂兩邊，就是因為不想阻礙欣賞風景。卡布里奧纜車安靜地從海拔 711 米攀升到海拔 1850 米。在山上，您

可享受盧森湖畔之最佳觀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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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山巒西式套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CROWNE PLAZA 或 MOVENPICK 或同級 

 

第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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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宿：夜宿機上 

 

第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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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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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