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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天   旅   遊 
德國、瑞士—夢幻雙峰、浪漫古堡、國王湖仙境 幸福 12 日 

（阿聯酋航空–2019 夏季版） 

每當春神來臨，大地暖身，過了一季蕭瑟寒冬，總令人特別渴望擁抱大自然。如您已見慣水墨畫

般的東方山水風情，不妨趁著遊歐的最佳季節來臨之際，造訪以澄澈高山湖泊聞名的南德秘境、

感受巴伐利亞的豪情萬種、阿爾卑斯山少女峰的柔情雅致、馬特洪峰的霸氣壯闊、品味亞爾薩斯

的精緻秀麗，一同珍藏別於以往的德瑞幸福之旅！ 

《德國》給人的印象是嚴謹的工匠精神，大至汽車、小至鋼筆，無不在細節上體現了德意志

的秉性，但，德國亦為浪漫主義思潮的發源地，誰說德國人不懂羅曼蒂克呢？大文豪歌德在海德

堡邂逅猶太美女，曾說:「我在這裡愛過和被愛過」。這兩種平行迥異的性格卻在此巧妙的交會，

碰撞成了獨特的文化，也造就現今不朽的迷人國度。 

《瑞士》雪山峻嶺、工藝之巔，它於 1848 年才獨立建國，掀開了其神秘面紗後的璀璨絢麗。

在缺乏天然資源的客觀現實下，不同種族的國民深明只要將手頭東西做得更精緻，才有望超越別

人。活在這種危機意識之下，瑞士人在鐘表業、銀行業、醫療儀器、藥業等行業鑽研極深，在世

界名列前茅。活在雪山下的瑞士人，認真地工作，專注於事業且不斷創新，阿爾卑斯山的嚴山峻

嶺更能顯盡瑞士人生活態度。 

【行程特色】 
 夢宿瑞士 BOTA 雙山城，親近兩大名峰：精心規劃瑞士兩大 BOTA (Best of The Alps)山城

「少女峰—格林德瓦」及「馬特洪峰—策馬特」區域，感受遠離塵囂的清新脫俗，體驗

高山谷地間的靜謐悠閒；鄰近登山車站的優越位置，讓我們不用一早趕路，即可輕鬆征

服兩大名峰。 
 嚴選慕尼黑市中心頂級五星奢華飯店：晴天旅遊突破傳統不畏高成本，嚴選兩家位於慕

尼黑市中心的超頂級五星飯店 SOFITEL Munich Bayerpost Hotel 與 Hotel Vier Jahreszeiten 

Kempinski München，給您品味非凡的奢享舒適；絕佳的飯店位置並搭配行程規劃，您將

擁有輕鬆悠閒的彈性安排與多樣化的便利購物選擇。 
 嚴選國王湖近郊靜逸五星山林秘境度假飯店：位於國家公園內一片綠意盎然的茂密山林，

搭配上飯店內獨一無二的戶外溫水游泳池，人生難得一回能夠輕鬆坐擁阿爾卑斯壯闊山

景，在大自然中放鬆心靈，獨享飯店的低調與奢華，在靜謐的夜空中滿足入眠。(限定出

發日) 
 入住史特拉斯堡老城區精品飯店：精選史特拉斯堡市中心老城商業區四星精品飯店，優

質新穎的設計風格，在濃厚古都氛圍中格外獨特，加上絕佳的地理位置，讓您在亞爾薩

斯首府之旅更加輕鬆悠閒。 
 入住羅曼蒂克大道絕美小鎮－羅騰堡：小鎮上一棟棟紅色屋頂與鍛鐵招牌整齊地排列，

交錯有致的坐落在石板路上，時光倒流彷若回到中世紀，您可漫步在保存下的城牆上，

尋訪漫畫中的經典場景以及充滿童趣的泰迪熊小店，悠閒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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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雙點進出，行程最順暢：精選外籍航空的航班優勢，由法蘭克福進、慕尼黑出，搭

配專業操作經驗所設計出的行車路線，搭配多樣化交通體驗，讓您在各景點的參觀時間

更長更加悠閒。 
 走訪德國兩大觀光路線，深度又浪漫：安排遊覽德國最知名的羅曼蒂克大道及古堡大道，

串聯其中精華景點，以童話小鎮羅騰堡為中心，薈萃海德堡、威斯教堂及新天鵝堡，帶

您領略浪漫古典的中世紀日耳曼風情。 
 探訪亞爾薩斯區，德法百年交織地：法國東部知名酒鄉地區—亞爾薩斯，自古以來因優

越位置及富饒物產，一直是德法兩國必爭之地，歷經多次政權轉換，使得該地區擁有獨

特的文化交融之美，日耳曼的堅毅與法蘭西的柔情，在此碰撞出迷人風采！ 
 不可錯過的瑞士知名景觀火車，恣意穿梭山湖之美：特別規劃搭乘高山景觀列車、高納

葛瑞特登山齒軌火車、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以最舒適無死角的視野，悠閒感受瑞士壯

麗的山光水影。 
 多樣化門票安排，豐富您的視野：海德堡纜車及城堡套票、少女峰登山套票、高山景觀

列車、高納葛瑞特登山齒軌火車、新天鵝堡門票、國王湖遊船。 
 經典傳統美饌 佐以 米其林饗宴：用心嚴選在地經典美食，搭配米其林一星精緻料理，

擺脫一般傳統旅行團對於中歐餐食的刻板安排，為的就是豐富您的舌尖味蕾，不僅吃得

道地，更要吃進驚喜！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聆聽領隊及導遊的說明事項與盡情地拍照，充份

了解各景點的特色及概況。 
 每日提供每人一瓶礦泉水；每日午、晚餐西式料理各贈送一杯佐餐飲料。 
 全程使用五年內歐規大型遊覽巴士，豪華座椅，寬敞舒適。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在地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旅館的行李運送費。 

 每間房贈送一台無線網路分享器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on line。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4處UNESCO世界遺產地  德國－威斯教堂（1983）；瑞士－伯恩老城區（1983）、

少女峰與阿雷奇冰河（2001）；法國－史特拉斯堡（1988）。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5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德國新天鵝堡（159）；

瑞士馬特洪峰（103）、艾格峰（138）、少女峰（272）、阿雷奇冰河（306）。 
 

第01天 台灣杜拜 Dubai【阿聯酋】 

EK-367  2335/0505+1【飛行時間 9 小時 30 分】 

今日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前往杜拜，再轉機至德國法蘭克福，班機於隔日中午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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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天 杜拜法蘭克福 Frankfurt【德國】—羅騰堡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EK-45  0825/1315【飛行時間 6 小時 50 分】；（行車：181 公里，2.5 小時） 

中午抵達法蘭克福機場後，隨即搭乘專屬遊覽車展開精彩的德瑞旅程。首站前往德國南部知名

的羅曼蒂克大道童話小鎮▲羅騰堡，城內現今仍完整保存極為稀有的中世紀城牆建築，走近▲

馬克廣場上的▲市政廳、▲塔樓及▲聖喬治噴泉，霎時彷彿錯置時空一般，眼前所見如童話般

地不真實，卻又令人著迷。步入▲城堡花園，您可在絕佳的視野角度再次見證古城的歷史風華，

讚嘆羅曼蒂克大道上這美麗的珍珠！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德式風味料理 

住宿：Hotel Altes Brauhaus 4* 或 Prinzhotel Rothenburg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被譽為羅曼蒂克大道上「中世紀珍珠」的羅騰堡，是德國最具代表性的童話小鎮。

一步入老城中，登上至今少有完整保存的中世紀城牆，德式經典的木質骨架結構屋

舍，繽紛的粉嫩外牆，搭配古樸的紅磚屋瓦與卵石街巷，眼前所見猶如時光倒流一

般，好不真實卻令人深刻著迷。 

驚喜安排 2：今晚安排入住於羅騰堡小鎮，您將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悠閒漫步於小鎮內，中世紀

的古典鍛鐵招牌商店林立，一抹童趣的泰迪熊商店、德國最具代表性的聖誕節飾品

店(Käthe Wohlfahrt ) 、撒上糖霜粉的雪球，都能在此找到唷! 

 

第03天 羅騰堡—海德堡 Heidelberg—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法國】 

（行車：302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德國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同時也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城▲海德堡。位處德國

知名觀光路線▲古堡大道上，長久以來都是最能激發詩人和畫家靈感的地方。首先徒步前往搭

乘★軌道纜車(或接駁車)登上★舊城堡參觀，這座建於十三世紀古城，靜靜地佇立在半山腰上，

經過兩次戰爭的洗禮，依舊迎風不屈，在古堡內看著世界最大的★葡萄酒桶，亦可從古堡北面

的大陽台上面望著俯瞰內卡河畔《學生王子》電影拍攝實景的老城風光。下城堡後，散步導覽

舊城區中的▲馬克廣場、▲聖靈教堂，依傍著內卡河畔的中古世紀▲老橋與橋墩旁佇立著具有

歷史意義又富含現在藝術的地標▲銅猴子，是大文豪歌德筆下的浪漫城市。午後將驅車越過邊

界，造訪法國亞爾薩斯大區和下萊茵省的首府，也是歐盟理事會、歐盟議會的所在地▲史特拉

斯堡。不同文化在此交匯，向有「歐洲十字路口」之稱，經歷四次戰爭，時法時德的國籍更迭，

讓此區特色像混血般，建築上帶有法國人的浪漫，隨處可見窗台花草擺弄、也能看見德式木架

小屋。漫步參觀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舊城區【UNESCO，1988】，經過▲古騰堡廣場後印入眼

簾的是由玫瑰紅砂岩建造的▲聖母院，被雨果譽為「偉大而精緻的奇蹟」，壯麗的尖塔是哥德式

建築的頂峰，一旁有古老的▲卡莫澤爾之屋，徒步續往▲小法蘭西區捕捉法式風情的可愛景緻，

走在其中可感受到運河和木質骨架屋融合的德法風情，市區導覽完後為方便逛街購物，今日晚

餐敬請自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BOMA Hotel 4* 或 Hotel Monopole Metropole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古堡大道為德國南部另一知名觀光路線，從起點曼海姆開始往西至 1,000 公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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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塔之城布拉格，沿途中世紀古城林立，濃厚的歷史氣息流淌其中，伴隨著涅

卡河畔和陶伯河谷恬靜愜意的田園景觀，聲聲呼喚著大道上的旅人駐足探訪。此

趟我們將造訪海德堡、羅騰堡兩座古堡大道精華古城。 

驚喜安排 2：法國東部的亞爾薩斯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德法兩國多次在此政權轉換，

主因為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豐饒的物產，尤其擁有世界頂級的葡萄釀酒品種，使

得該地享譽國際，酒鄉之路觀光路線便順勢而生，加上獨特的德法文化交織風情，

造就亞爾薩斯無可取代的迷人魅力。 

《貼心提醒》：今日史特拉斯堡市區導覽完後為方便逛街購物，晚餐敬請自理。 

 

第04天 史特拉斯堡—柯瑪 Colmar—伯恩 Bern【瑞士】—格林德瓦 Grindelwald (知名 BOTA 山城) 

（行車：310 公里，4 小時） 

今日將搭車造訪亞爾薩斯最知名的絕美小鎮▲柯瑪，柯瑪古城是日本動畫師宮崎駿筆下的《霍

爾的移動城堡》故事背景之一， 動畫裡的木屋都以當地實景為藍本，喜歡宮崎駿作品的您千萬

不能錯過！漫步遊覽▲小威尼斯區、▲海關大樓以及▲普菲斯特屋，走在鵝卵石的石板路上，

木質骨架屋歪斜地座落在街道兩旁，不整齊但別有一番趣味，古樸玲瓏的小鎮上，窗台處處可

見法式的浪漫花藝布置，深刻感受到法國人對於生活的細節與品味獨到之處。午餐過後，驅車

越過瑞法邊境前往瑞士，首站將造訪瑞士首都▲伯恩【UNESCO，1983】，伯恩舊城一直保持著

古拙典雅的樣貌，沿著▲舊城區主要幹道緩步前行，中間是人行車行的石板地，每隔一、兩百

公尺就有一座噴泉。街道兩旁則是有著騎樓的迴廊，櫛比鱗次，一戶挨著一戶。這些迴廊建築

有一半隱身在路面街道的下面，在古代多為儲藏或者防禦工事的空間，現在這些地下室的空間

及一樓已多為商店街或者餐廳，伯恩舊城最值得一看的是街道中造型特異的各式◎噴泉，多半

為聖經故事或具有警世效果的故事，隨後走到於 1218 年開始位伯恩市民報時的▲鐘塔，順著緩

坡下行途經▲愛因斯坦故居，最後來到城市象徵▲熊公園，為俯瞰舊城與阿勒河的最佳據點。

傍晚時分驅車前往今晚的住宿點▲格林德瓦，少女峰最美的山城，我們將在此連泊兩晚。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法式鴨胸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Romantic Hotel Schweizerhof Grindelwald 5* 或 四星飯店 

（此區僅一家五星級飯店，若遇飯店滿房無法入住則改安排四星飯店並退費每人每晚 1,000 元整） 

驚喜安排：格林德瓦又稱岩石森林，為另一知名 BOTA 山城，艾格峰北麓最美的小鎮。作為明

日少女峰之行的住宿點，晴天旅遊特別規劃在此連泊 2 晚，方便您養足精神體力，

隔日徒步 5 分鐘內即可抵達少女峰登山火車站，不需像其他旅行團被要求一大早起

床集合，拉車跑山路追著時間趕火車，晴天要您的少女峰山區之旅，悠閒且慢活，

輕鬆體驗阿爾卑斯山的絕美風光。 

 

第05天 少女峰區域一日慢遊 

格林德瓦 — （少女峰登山火車） — 少女峰 Jungfraujoch— （少女峰登山火車） —               

勞德本納 Lauterbrunnen—茵特拉根 Interlaken—格林德瓦 Grindelwald 

（行車：33 公里，1 小時）；少女峰登山火車【列車總行駛時間約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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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晚養足精神，準備今日上午搭乘早班火車前往素有歐洲屋脊之稱的少女峰。晴天旅遊安排

從格林德瓦搭乘★登山景觀火車出發，駛向位於海拔 3,454 公尺的少女峰山坳站，亦為全歐洲

最高的火車站，您可以在歐洲最高的郵局寄張明信片給心愛的人，亦可走出戶外，來到白雪靄

靄的▲高原平台親臨歐洲最長冰河的發源地－23 公里長的▲阿雷奇冰河【UNESCO，2001】；當

然，著名的★冰宮也是不可錯過的焦點，這位於冰河底下的鬼斧神工，搭配多樣精雕細琢的冰

雕作品，讓人不禁由衷讚嘆；接著搭乘瑞士少女峰最快的電梯，花不到 30 秒就可以到頂層知名

的★史芬克斯景觀台，於平台上近距離接觸少女峰。午餐後，結束與少女峰山區的邂逅，我們

將再次搭乘★登山景觀火車從另一方向下山，前往勞德本納站，沿途的壯麗山間縱谷景致，在

此感受少女峰山區所帶來的另一種感動。下車後，隨即轉搭乘遊覽車前往▲茵特拉根，位於圖

恩湖和布里恩茲湖兩湖之間的城鎮，是一個充滿度假及商業氣息的地方，在此遠眺少女峰山區

更別有一番風味，您可恣意逛街購物或悠閒品嘗杯咖啡，感受歐洲屋脊的另一魅力。傍晚驅車

回到住宿點◎格林德瓦享用道地瑞士風味鍋料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少女峰景觀餐廳               晚餐：瑞士風味鍋料理 

住宿：Romantic Hotel Schweizerhof Grindelwald 5* 或 四星飯店 

（此區僅一家五星級飯店，若遇飯店滿房無法入住則改安排四星飯店並退費每人每晚 1,000 元整） 

驚喜安排 1：少女峰登山鐵道由瑞士鐵道工程師 Adolf Guyer Zeller 所設計，於 1896 年動工，

歷時長達 16 年，才於 1912 年通車。它有四分之三左右的路段是在冰河底下隧道

岩壁裡通過，工程十分艱鉅。利用齒軌式火車方式登上歐洲屋脊少女峰，到站時

並不知道終點站藏身於山嶺之中，必須要走出車站到達景觀台，在目睹阿德雷冰

河那一刻，更有霎時黑暗化為光明的興奮與感動！不禁令人在仰望瑞士的美景之

餘，更教人讚嘆瑞士鐵路工程的偉大。 

驚喜安排 2：處在歐洲中心位置的瑞士擁有多種文化，同時也是各種文化的匯合地，每個區域

都擁有獨特的美食風味變化，晚餐特別安排品嘗傳統的瑞士風味鍋 Fondue－源起

於把起士煮融之意。 

《貼心提醒》：明日將前往入住的策馬特因禁止燃油交通工具進入，今天晚上需請團員準備過夜

包，備齊盥洗衣物及用具、隨身必/用品等，以便隔天帶著簡易行李輕鬆入住。 

 

第06天 格林德瓦—史畢茲 Spiez—（高山景觀列車）—策馬特 Zermatt (知名 BOTA 山城) 

（行車：37 公里，45 分）；高山景觀火車【列車總行駛時間約 1 小時 31 分】 

上午驅車前往瑞士伯恩高地湖畔小鎮－▲史畢茲，安排搭乘★高山景觀列車前往策馬特，沿途

穿梭小鎮、橋墩、隧道、高低起伏的阿爾卑斯山口谷地，列車設有獨特的大片觀景窗，讓您視

野更貼近車外優美景緻；接近中午時分列車進入終點站，亦為最令旅人嚮往的 BOTA 山城－▲

策馬特，位於約海拔 1,620 公尺高，是一個感受不到任何空氣汙染的地方，全鎮禁止任何汽柴

油車輛進入，在此有的只是電動車、馬車、腳踏車以及滿溢的清新氛圍，是瑞士極為少數的無

菸城之一；此外這裡也是眺望瑞士山中之王「馬特洪峰」的最佳地點，晴天旅遊特別安排入住，

讓您有充分的時間近距離接觸馬特洪峰的日夜晨昏。午後，安排搭乘★高納葛瑞特登山鐵道列

車，開往瑞士最棒的景觀台。隨著高納葛瑞特登山鐵道在 1898 年開通後，馬特洪峰從此變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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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近人許多，這是瑞士境內第一條電氣化的齒輪鐵道，同時也是歐洲海拔最高的露天齒輪火車。

今晚帶您享用瓦萊州知名的黑面羊料理，品嘗最道地美味的傳統佳餚。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瓦萊州風味料理             晚餐：瓦萊州黑面羊料理 

住宿：Ambassador Hotel Zermatt 4* 或 Hotel Alex Zermatt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阿爾卑斯山之最」(Best of the Alps，簡稱 BOTA)，是由環繞在阿爾卑斯山脈周邊

的五個國家中的12處最受歡迎之山城所組成，無論夏日度假期間或是冬天滑雪季節，

每年都吸引無數來自全球各地的遊客造訪。晴天旅遊特別規劃入住知名 BOTA 山城策

馬特，讓您可輕鬆悠閒地感受知名山城的獨特魅力！ 

第07天 策馬特—（高山景觀列車）—史畢茲 Spiez—盧森 Luzern 

高山景觀火車【列車總行駛時間約 1 小時 31 分】；（行車：85 公里，1.5 小時） 

策馬特之所以名聞海內外，年年都有數十萬的旅客來訪，除了本身是座迷人的山城外，最主要

的動機不外乎是為了一睹瑞士山王「馬特洪峰」的巍峨姿態。此山峰並非在高度上有出奇的數

據；金字塔的山型以及週邊相對低與空曠的地勢卻凝造出君臨天下、睥睨眾生的霸氣。上午我

們將時光將保留給您，您可起個大早前往河邊小橋，找個最佳角度拍攝經典的馬特洪峰日出景

色，您亦可選擇睡到自然醒，用完早餐悠閒漫步在策馬特市區，亦或自費安排探訪桑納格或冰

川天堂等其他路線，除了可體驗不同的交通工具之外，也可以一覽不同風貌的馬特洪峰！午後

★高山景觀列車返回▲史畢茲，抵達後隨即搭乘遊覽巴士瑞士境內的第四大城，也是今晚的住

宿地，充滿人文浪漫氣息的蜜月之鄉▲盧森。盧森這座城市被瑞士人譽為瑞士心臟，就像被鑲

嵌在畫裡的寶石般，浪漫的氛圍散佈在城市每一個角落，保留著中世紀風格的▲卡貝爾古橋，

是歐洲最古老的木橋，橫越波光粼粼的羅伊斯河，吸引遊人無數。▲獅子紀念碑是瑞士最有名

的紀念碑，象徵瑞士軍人忠貞不二的精神，馬克吐溫曾說：它是全世界最悲傷的獅子，紀念十

八世紀末於法國杜勒麗宮犧牲的瑞士將士們。您將可悠閒漫步於廬森城鎮，感受湖畔的清新幽

靜，徜徉於阿爾卑斯山脈的湖光山色。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異國特色料理 

住宿：Hotel Wilden Mann Luzern 4* 或 AMERON Hotel Flora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策馬特之所以名聞海內外，年年都有數十萬的旅客來訪，除了本身是座迷人的山城

外，最主要的動機不外乎是為了一睹瑞士山王「馬特洪峰」的巍峨姿態。此山峰並

非在高度上有出奇的數據；金字塔的山型以及週邊相對低與空曠的地勢卻凝造出君

臨天下、睥睨眾生的霸氣。 

《貼心提醒》：今日為方便上午自由探訪策馬特區域，午餐敬請自理。 

 

第08天 盧森—瓦度士 Vaduz【列支敦斯登】—威斯教堂 Wieskirche【德國】—福森 Fussen（或新天鵝

堡近郊小鎮） 

（行車：289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搭乘專車前往全世界面積第六小的國家▲列支敦斯登，歐洲中部的內陸小國，夾在瑞

士與奧地利兩國間，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麻雀雖小，但它卻以郵票和假牙聞

名於世，首都▲華度士步行街上設有▲郵政博物館，裡面展示很多歷史上發行過的郵票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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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具特色。午後將搭車再次越過邊境，前往位於德國南部知名的▲威斯教堂【UNESCO，1983】，

這座建於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隱蔽草原上，外觀繼承巴洛克式的傳統，於壁面的窗形及山牆上，

靈活運用曲面與曲線的元素妝點，樸實卻又帶點華麗。步入建築內部，瞬間帶來的感動與撼動

絕對令您永生難忘！建築師齊默爾曼精細地將建材的特色發揮到淋漓盡致，更巧妙地把光線也

作為設計元素之一，表現岀極度華麗與優雅的內裝風格，尤其是天花板的濕壁畫更是登峰造極

的精品，運用高超的繪畫技巧刻畫出立體的效果，彷彿將禮拜者引入上蒼的懷抱，使教堂充滿

了活力，其是具有巴伐利亞特色的洛可可式建築代表作，更是德國宗教建築中最崇高的傑作，

於 1983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今晚特別規劃入住新天鵝堡周邊小鎮，並安排於飯店享用主廚推

薦料理，養足精神以便隔日悠閒前往參觀德國南部最知名的新天鵝堡。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米其林一星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Hotel Schlosskrone Fussen 4* 或 Hotel Müller 或 同級 

（因福森小鎮的四星飯店數量不多且需求旺盛，如遇飯店滿房無法入住，則另安排新天鵝堡近

郊小鎮飯店替代，敬請知悉。） 

驚喜安排 1：源自法國的米其林美食評鑑指南，現已成為美食家、旅客挑選優質餐館的重要指

標之一。晴天旅遊嚴選知名米其林一星餐廳，精心搭配別緻珍饈，顛覆您對中歐

飲食的刻板印象，滿足您舌尖味蕾的慾望！ 

驚喜安排 2：羅曼蒂克大道為德國南部最受歡迎的觀光景觀路線，由烏茲堡為起點，一路往南

至福森，結合 26 個城鎮，連綿 400 公里，沿途盡是華麗的古堡宮殿、莊嚴的教

堂建築以及悠閒純樸的鄉間景色。晴天旅遊特別將時間留給羅曼蒂克大道南段的

兩大精華景區，威斯教堂與新天鵝堡，讓您有充裕的時間慢慢感受德式浪漫風情。 

 

第09天 福森（或新天鵝堡近郊小鎮）—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山林秘境五星度假飯店 

（行車：289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造訪德國南部最知名也最具代表性的石造建築古堡★新天鵝堡，此為夢幻國王路德維

希二世為滿足其自身夢想所建，依照華格納著名歌劇中的《天鵝騎士》為背景下令打造，以優

雅身姿浮現於深山叢林，讓人彷若進入到童話故事的夢境中。抵達後將安排換搭▲登山巴士前

往後山的▲瑪麗恩吊橋，在此為拍攝新天鵝堡的最佳角度，隨後參觀美侖美奐的城堡內部，結

束後沿著山徑徒步下山，享受難得的森林浴。【貼心叮嚀:參觀城堡需走一段山林小徑，請穿著

方便步行之鞋子。】午後將驅車前往位於德國東南部，緊鄰奧地利的◎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

這裡森林茂密，溪流潺潺，山花遍野，湖泊如鏡，恍若世外桃源，是德國人最引以為傲的風景

勝地。今晚特別安排住宿貝希特斯加登地區最知名的五星度假飯店，讓您沉醉在德國人心中最

嚮往的度假勝地。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德式鄉村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米其林推薦料理 

住宿：山林秘境五星度假飯店 Kempinski Hotel Berchtesgaden 5* 或 四星飯店 

（因該區域僅此一家 5星級飯店，倘若遇飯店滿房無法入住則改改安排周邊城鎮四星飯店並退費

每人每晚 2,000 元整） 

驚喜安排 1：特別安排前一晚入住新天鵝堡周邊小鎮，為了就是給您最輕鬆悠閒的新天鵝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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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晴天旅遊貼心幫您提前預約上午場較早的梯次入內參觀，刻意保留整個早上

的時間給您，而非一般旅遊團體僅留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倉促走訪。 

驚喜安排 2：今晚入住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的山林秘境五星度假飯店，在群山環繞的綠意景

致中，愜意悠閒地享用浪漫晚餐，感受隱密山林間的寧靜恬適與低調奢華，也建

議您好好享受飯店設施，在綠意盎然的自然中放鬆身心，獨享靜謐的夜空。 

 

第10天 山林秘境五星度假飯店—國王湖 Königssee—慕尼黑 Munich 

（行車：210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將安排造訪享有「德國最美麗的湖泊」美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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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湖水倒映著阿爾卑斯群山，絕美的景緻、幽靜的氛圍，彷彿

遺世獨立的人間天堂，令人驚艷不已。特別安排搭乘★遊船深入湖區，谷內兩岸高聳入天的山

脈，宛如來到峽灣地區，遊船停靠▲聖巴爾特羅梅修道院，紅色的屋頂與周圍的盎然綠意，形

成一幅渾然天成的絕美畫作，讓人彷彿置身畫中，流連忘返。午後搭車前往巴伐利亞首府，也

是今晚的住宿地▲慕尼黑。抵達飯店後，待領隊將注意事項及市區相關資訊宣布完後，我們將

把時間預留給您，您可選擇於慕尼黑市區悠閒漫步；或找間咖啡廳或啤酒花園餐廳，點杯飲料，

享受在地慕尼黑人的午後時光；亦或者前往商業徒步區進行一場逛街血拚之旅，在馬克西米連

大街挑選鍾愛的精緻名品，滿足您期待已久的購物慾望！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湖鱒風味料理              晚餐：德國烤豬腳風味料理 

住宿：Sofitel  Munich Bayerpost  Hotel 5* 或 Hotel Vier Jahreszeiten Kempinski Munich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說到德國美食，10 個台灣人有 9 個會說：德國豬腳。今日晚餐我們特別安排享用德

國巴伐利亞地區最正統且最知名的德式烤豬腳，搭配順口的德式啤酒，讓您體驗日

耳曼人的招牌菜色及豪邁飲食文化。 

 

第11天 慕尼黑(市區觀光)—慕尼黑機場杜拜 

（行車：33 公里，1 小時）；EK-50  1540/2345【飛行時間 6 小時 5 分】 

今日上午進行市區觀光，首先造訪舊城區內的▲瑪麗亞廣場，中央豎立著▲聖母瑪麗亞黃金塑

像，廣場北面矗立著氣勢宏偉的▲新市政廳，鐘樓高 85 公尺，當特殊時段報鐘時，兩旁玩偶會

伴隨著音樂，展現 1568 年威廉五世婚禮大典的場景。鄰近廣場的▲聖母教堂，兩座高達 99 公

尺的哥德式綠圓頂鐘樓是慕尼黑的象徵建築，亦是該地的重要地標之一。接著搭車前往德國知

名國際豪華汽車品牌 BMW 寶馬位於全球總部旁的▲BMW Welt 展示中心，一睹 BMW 當今最新

的車款。接近中午時分專車前往機場搭機經杜拜返回台灣。（貼心叮嚀：今日為方便辦理登機

相關手續及進行退稅流程，午餐敬請自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驚喜安排：我們選擇搭乘阿聯酋航空的下午班機返台，讓今日仍有近半日的停留時間，使您 12

天的旅程擁有更多的實際停留時間。因此，在大多數遊歐旅客已紛紛搭機返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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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您仍有時間參觀慕尼黑更多知名景區。 

 

第12天 杜拜台灣 

EK-366  0435/1650【飛行時間 8 小時 15 分】 

班機於今日下午抵達，結束此趟幸福滿載的【德瑞浪漫 12 日】甜蜜旅程。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行

車參觀。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特別贈送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建議為每日每房 1 歐元，亦

可自行斟酌給予服務人員鼓勵。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或領隊)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28,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歐洲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歐洲旅館只接受小孩

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

的三人房，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歐洲旅館房間室

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歐式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

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

因此部份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並無冷氣設備，敬請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諒察。 
 歐洲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級

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準。 
 最低組團人數：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其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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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航班參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時間 

台北—杜拜 TPE/DXB 阿聯酋 EK-367   2335/0505+1 9:30 

杜拜—法蘭克福 DXB/FRA 阿聯酋 EK-45    0825/1315 6:50 

慕尼黑—杜拜 MUC/DXB 阿聯酋 EK-50    1540/2345 6:05 

杜拜—台北 DXB/TPE 阿聯酋 EK-366   0435/1650 8:15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