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1 台北 Taipei法蘭克福 Frankfurt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21：30 於桃園機場集合。
23：30 搭乘中華航空直飛班機，起飛前往法蘭克福。一趟德國、瑞士阿爾卑斯山

山峰美景之旅，隨著飛機起飛，正式展開。

黑森林祕境瀑布健行



Day2 法蘭克福 Frankfurt188 km 羅騰堡 Rothenburg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羅漫蒂克大道之旅〈ROMANTISCHE STRASSE 〉

06：40 班機抵達法蘭克福。

08：00 辦理入關手續後，專車沿著德國城堡街道，前往被稱為中世紀之寶

的 ― 羅騰堡。來趟羅漫蒂克大道浪漫之旅。

10：30 抵達羅騰堡，她幽靜典雅的散發中古氣息的風采。安排參觀◎市場

廣場、◎市政廳、◎後花園，登上★古城牆，這個位於陶伯河上，

圍牆環繞的小鎮，每年吸引 150 萬觀光客到訪。1631 年，努施市長

一口飲盡 3.25 公升的葡萄酒而保存的都市，如今依然如昔。

14：00 午餐後，專車前往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參觀★BMW 展示中心，新

潮前衛的設計，琳瑯滿目的新型車款，矗立在慕尼黑市區，蔚為壯觀。

18：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256 km 慕尼黑 Munich

住宿旅館：MERCURE 或 NH HOTEL 或同 4 星級旅館

早餐：機上 / 午餐：德國豬腳風味餐 / 晚餐：中式料理



FOR YOUR INFORMATION

北起烏茲堡〈 WURZBURG 〉，經由羅騰堡〈 ROTHENBURG 〉，南達阿爾卑斯山麓

的福森〈 FUSSEN 〉，全長約 350 公里的羅漫蒂克大道，其中一部份為昔日羅馬

軍用道路，此條路線上分佈各地的中世紀古堡，是吸引觀光客的主要原因。沿

途柔和的德國景緻，城牆圍繞的中世紀小鎮，如同一串精巧的珍珠項鍊，粒粒

相串，使得羅漫蒂克大道有「歐洲歷史文化寶庫」的美譽。您可一面沉浸於名

勝古蹟的景色，同時也可以體驗到中世紀的風情。我們安排羅漫蒂克大道最吸

引人的景點，結合「中世紀寶石」美譽的羅騰堡，及童話國王的新天鵝堡。遊

覽此路線就好像在觀賞一齣從古羅馬時代，一直演到今天的歷史劇。劇中主角

有皇帝、國王及貴族，也有強盜和一般的平民百姓。我們邀您慢慢體會。

★★★ 非 buy 不可：雪球 (購買地點：羅騰堡)★

★★

在羅騰堡四處可見 Schneeballen 的招牌，這擁有 300

年悠久歷史的小點心原本只有在當地的特殊宴會或婚

禮上才看的到，中文意思為雪球，得名於它的可愛外型。

其作法為將麵團切成條狀，再揉成一團放入特殊容器裡

油炸，炸成圓球狀後灑上糖霜或各式果醬。

FOR YOUR INFORMATION：

歐洲口味較重，且以大魚大肉為主，甚

少蔬菜水果，因此台灣人在歐洲旅遊最

常見的問題就是飲食口味。但是，出國

就是要嘗試當地料理，體驗不同文化，

所以我們的餐食安排以當地料理為主，

德國瑞士最有名、最該一嚐的餐點，我

們一起品嚐，中間穿插一些中式合菜，

讓您調適口味。

★★★ 德國美食：德國豬腳★★★

在提到德國名菜，排名第一的就是德

國豬腳：與台灣滷豬腳的做法不同，

先煮後烤，外酥內嫩。



慕尼黑 與 楚格峰登高火車或纜車

Day3 慕尼黑 Munich ( 楚格峰登山半日遊 Zugspitze )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09：00 早餐後，專車前往老城區，參觀◎聖母教堂，有著高 100 公尺的雙塔圓頂

造型，是慕尼黑的象徵性地標建築物，◎新市政廳是歌德式的尖塔建築，

壯觀華麗的外表相當的吸引人，完成於 1908 年，是新歌德式建築的最佳

傑作。新市政廳的繁複的雕飾、充滿著藝術氣息的樓台，以及因為經過長

久歲月所累積下來的泛黑壁色，而突顯出其古典之美。

11：00 德國最高峰 — 楚格峰半日遊(含山頂午餐)

楚格峰是德國最高峰，標高 2962 公尺，也是德奧的邊境。關於楚格峰，

德國居民們流傳著許多神秘動人的傳說故事。由於山峰險峻，雲霧繚繞，

長久以來一直無人敢攀登，讓它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直到 1820 年才由一

年輕的少尉初次登頂。現在要登上楚格峰已經非常方便，搭上纜車或火車，

看著優美山色湖景在腳下快速變小，就可直達德國最高處。天氣晴朗時，

在山上可遠眺四周的阿爾卑斯山群，德奧瑞義四國層層疊疊的山脈起伏，

間或點綴著如湛藍寶石的湖泊，其壯觀遼闊的景緻在眼前盛大展開，震撼

人心。想體驗「一身跨兩國，四國美景盡在眼下」，這裡是最佳的場所。

★★★名店美食：米其林推薦★★★

19：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19：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住宿旅館：MERCURE 或 NH HOTEL 或同 4 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 / 午餐：山頂午餐 / 晚餐：烤雞風味餐



Day4 慕尼黑 Munich124 km 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97 km波登湖區水上歌劇院Bodensee 125km蘇黎世Zurich

阿爾卑斯山道之旅〈 GERMAN ALPINE ROAD 〉

08：30 早餐後，專車前往德國阿爾卑斯山中中小鎮 ― 福森。行經德國著名的阿

爾卑斯山道，沿途阿爾卑斯的壯麗山景，如同置身童話世界中。

10：30 來到德國 19 世紀最流行的仿中世紀城堡★新天鵝堡。巴伐利亞國王路德

維希二世因憧憬騎士神話故事，夢想回到中世紀的浪漫時代，所以利用國

王的權利，並傾注全國財力來實現個人夢想，在巴伐利亞各地蓋城堡，因

此獲得童話國王的美譽。新天鵝堡是其中最大，也最美的一座，在茂密森

林中，一起走進童話國王的中世紀狂想曲。

# 如遇新天鵝休館或預約額滿，改由新天鵝堡外部參觀，再加萊茵河遊船 #

14：30 午餐後，專車前往中歐最大的湖泊 ― 波登湖。

16：00 抵達波登湖水上歌劇院。1950 年起，布雷根茲就在波登湖上建立起湖上歌

劇院，每隔幾年就會依據不同的主題，設計新的劇場背景，呈現手法新穎

又大膽，吸引大批樂迷蜂擁而至，開啟了環境劇場的先例，水上歌劇院，

也從一個在地的盛會變成一個國際的觀光勝地。

19：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住宿旅館：PARK INN ZURICH 或 SWISS STAR WETZIKON 或同 4 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 / 午餐：中式料理 / 晚餐：中式料理



FOR YOUR INFORMATION：
1. 宛如由童話世界躍出的夢幻城堡
德國南部最受景仰的古蹟，該算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三座夢幻城堡了。
他因憧憬中世紀的浪漫主義，所以充份利用巴伐利亞國王的權力，傾注所有財力建
造三座城堡--新天鵝堡、林德霍夫堡、海倫基姆宮，最後導致王室財政幾乎破產的
邊緣。到底是什麼樣的魅力讓國王『不愛江山、不愛美人、只愛城堡』？？這也就
是這三座城堡在歷經百年之後仍讓後人稱讚不已的原因。

2. 夢幻城堡之一–名聞天下城堡之最：新天鵝堡
該城堡建於 1869 年，此浪漫城堡設計師即路德維希二世國王。以中古世紀神話中，
天鵝騎士之名為城堡命名，廣納歐洲各個城堡建築為範本，外形有如夢幻中樓閣般，
而內部則是裝飾金碧輝煌，到 1886 年，路德維希二世國王退位之前，整座城堡才
完成不到 2/3 而已，共花費 17年，可見工程之浩大，其中古世紀浪漫風格迷人的
夢幻之美，不可錯過。

  德國阿爾卑斯山道〈 GERMAN ALPINE ROAD 〉

西起波登湖〈BODENSEE〉邊的林陶〈LINDAU〉，東達國王湖〈KONIGSEE〉，是德國境
內最古老的旅遊路線，也是德國旅遊精華中的精華。沿途湖光山色，是您體驗德國
柔性美的必到之處。



盧森 與 鐵力士山登高纜車

Day5 蘇黎世 Zurich52km 盧森湖區 Lake Lucerne 162km 伯恩

或周為城市( 鐵力士山纜車半日遊 Titlis)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09：00 早餐後，專車前往盧森市區，位於盧森湖畔，是個風景優美，充滿文藝復

興時期建築風格的中世紀小鎮，前往參觀◎獅子紀念碑，以及地標★古橋

―卡貝爾橋，是歐洲最古老的木製曲橋，貫穿盧森新舊城區。盧森的市區

非常熱鬧，有各種紀念品店、鐘錶店、服飾店及餐廳等，許多建築的壁上

還漆有五彩繽紛的壁畫，廣場的街道有著中世紀石板道，走起來彷彿穿梭

時空隧道，回到中古世紀的時代，您可自行探訪湖區美景，或是穿梭於琳

瑯滿目的商店街，為自己或親友挑個此行的紀念品。

10：30 360 度纜車 — 鐵力士山 Titlis 半日遊：嚮往爬上高山的貴賓們，我們

特別安排登高眺望阿爾卑斯山群峰浩翰滂渤的氣勢，跟隨領隊前往離盧森

市區約 45 分車程的「天使之鄉」英格堡，搭乘兩段不同纜車上山，其中

★360 度旋轉纜車是獨一無二最特別的體驗。登上海拔 3,020 公尺的鐵力

士山山頂後，參觀★萬年冰洞，晶瑩剔透的冰牆，映照著彩色燈光，仿若

進入不同世界。為慶祝百年紀念，2013 年纜車公司建設了歐洲最高的百米

吊橋，讓您在 3000 公尺的高空與阿爾卑斯山有最親密的接觸。

14：30 專車前往瑞士的首都伯恩( BERN )。抵達後，參觀◎噴泉雕像、◎天文鐘

等古都風景。古城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文化古蹟，六英里長

的拱廊，保存著完好的中世紀城鎮風貌。

19：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住宿旅館：HOLIDAY INN BERN WESTSIDE 或 MERCURE PLAZA BIEL

或同 4 星級旅館

早餐：機上 / 午餐：山頂午餐/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Day6 伯恩Bern68 km少女峰登山火車半日遊Jungfraujoch)茵

特拉根 Interlaken59 km 伯恩 Bern 或周圍城市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茵特拉根 與 少女峰登山火車

09：00 早餐後，搭乘享譽全球的高山景觀★登山齒軌火車前往所有歐洲人 心中

最美最純真的所在。有則古老的瑞士神話，描述天使下凡妝點凡間，僅選

中一座山谷，精心的鑲嵌鮮花、森林和銀鍊，最後，她許下祝福：「從現

在起，人們都會來親近妳、讚美妳，並愛上妳。」這座傳說中受到天使妝

點與祝福的高山就是少女峰 Junfraujoch。沿途您可欣賞少女峰的山野風

光，她擁有最誘人的雪峰麗景，且景緻會隨著一年四季蛻變，有如田野的

交響曲，用一朵朵飄揚的音符，譜成一首首絕美的樂章，讓您抗拒不了她

的魅力。您也可前往★冰洞，欣賞精工巧妙、栩栩如生的冰雕。

16：00 專車接送返回伯恩市區。

19：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名店美食★★★★★

Top Of Europe 山頂餐廳

歐洲最高的餐廳，就是少女峰觀景台上的山頂

餐廳，高度3454公尺。千萬別錯過這難得的體驗！

早餐：飯店內 / 午餐：Top Of Europe 山頂餐廳/ 晚餐：瑞士風味鍋

住宿旅館：HOLIDAY INN BERN WESTSIDE 或 MERCURE PLAZA BIEL

或同 4 星級旅館



住宿旅館：NH Hotel Mannheim Viernheim 或同 4 星級旅館

或同 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 /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當地風味料理

Day7 伯恩 Bern170 km 蒂蒂湖 Titisee41km 黑森林秘境瀑布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198km 曼海姆 Mannheim

黑森林秘境之旅

09：00 早餐後，專車前往蒂蒂湖 TITISEE。

11：00 抵達黑森林最美的湖泊 ― ◎蒂蒂湖 TITISEE，特別安排★蒂蒂湖遊船，

讓您對黑森林之美有不一樣的體會。之後您可幽閒漫步湖畔；亦可自由參

觀黑森林特產 ― ★咕咕鐘的製造過程。

# 冬季 11-3 月，若遇蒂蒂湖結冰，則改為萊茵河遊船 #

14：00 專車前往★黑森林秘境瀑布，為德國最高的瀑布，這裡沒有任何一點暗黑

與邪惡的氣氛，取而代之的是翠綠的山頭與廣闊的草原，搭配著童話般的

房屋，隨手一拍，美麗的水彩畫即可擁有，淙淙流水聲不絕於耳，樹叢細

縫中隱約看見的不只是湍急的溪水，還可一窺山中小鎮搭建的鐵橋更與瀑

布近在咫尺，吸收芬多精的同時更感受大自然的震撼

# 冬季 11-3 月，若遇山區封路，則改為參觀溫泉鎮-巴登巴登 #

# 冬季 11-3 月，若遇健行小徑結冰，市區觀光後，返回旅館 #

18：30 晚餐後，返回旅館。



Day8 曼海姆 Mannheim 15 km 海德堡 Heidelberg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88km 萊茵河酒香小鎮79 km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德國萊茵河之旅〈 ROMANTISCHE RHEIN 〉

09：00 專車前往海德堡 HEIDELBERG。

10：30 抵達海德堡；這裡是德國浪漫主義的象徵：來到古城區：◎聖靈教堂、

◎騎士飯店、◎老橋、◎大學城區等，都是每年 350 萬遊客心繫海德堡的

所在，連德國大詩人哥德和美國著名馬小說馬克吐溫，都對她都戀戀不忘。

13：30 專車前往德國優美的萊茵河區。

15：30 萊茵河是德國人的父親河，不但掌握了運輸命脈，也是百年前德國浪漫

主義的發生地，所有德國的詩人、畫家，皆為它傾倒，千里迢迢前來朝

聖。萊茵河最美的景色：兩岸斜坡佈滿葡萄園，山頭上城堡高高在上，

俯瞰著濤濤河水，河邊小巧可愛的房子整齊排列……這讓拜倫及哥德難

以忘懷的美景，就是德國最有名的「萊茵浪漫」。

來到◎酒香小鎮，試飲不同酒莊所釀的葡萄酒，是小鎮最吸引人的魅力

之一。欣賞過滿滿葡萄園的山頂，酒鄉風景及萊茵河風光，悠閒的度過

一個浪漫的酒鄉風情。

20：00 晚餐後，返回旅館。

住宿旅館：NH Frankfurt Mörfelden Conference Center 或同 4 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 /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鱒魚風味餐



班次 航段 時間

CI061 TPE-FRA 台北-法蘭克福 2330/0650+1 天

CI062 FRA-TPE 法蘭克福-台北 1120/0610+1 天

Day9 法蘭克福 Frankfurt台北 Taipei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早餐後，帶著滿滿的行囊，滿滿的記憶，前往法蘭克福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Day10 台北 Taipei

愛 3 峰頭-德瑞三大名峰 10 日

今日返抵國門，結束德國、瑞士、阿爾卑斯名峰美景之旅。

備註一：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
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
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見諒。

備註二：因本行程不提供行李員之服務，所以您可省下進出房間的行李小費。

備註三：★為入內參觀◎為下車拍照



午 餐 晚 餐 旅 館

第 01天 無 機上 機上

第 02天

＜羅騰堡＞

德國豬腳

前菜或湯、豬腳、甜點

＜ 慕尼黑 ＞

中式料理

6菜 1湯、水果、茶

MERCURE

或 N H HOTEL

或同 4 星級旅館

第 03天
＜ 楚格峰山頂 ＞

楚格峰山頂當地料理

＜ 慕尼黑 ＞

米其林推薦餐

前菜、烤雞餐、甜點

同上

第 04天
＜ 福森 ＞

中式料理

6 菜 1湯、水果、茶

＜ 布雷根玆 ＞

中式料理

6菜 1湯、水果、茶

MERCURE

或 PARK INN

或同 4 星級旅館

第 05天 ＜ 鐵力士山山頂 ＞

鐵力士山山頂當地料理

＜ 盧森/伯恩＞

前菜或湯、當地料理、甜點

HOLIDAY INN BERN

WESTSIDE

或 MERCURE PLAZA BIEL

同 4 星級旅館

第 06天

＜ 少女峰 ＞

Top Of Europe 山頂餐廳

當地風味料理、甜點

＜ 茵特拉根/伯恩＞

瑞士風味鍋
同上

第 07天

＜蒂蒂湖 ＞

中式料理

6菜 1 湯、水果、茶

＜ 曼海姆 ＞

前菜或湯、當地料理、甜點

NH Hotel Mannheim

Viernheim

或同 4 星級旅館

第 08天

＜ 海德堡 ＞

中式料理

6菜 1 湯、水果、茶

＜ 萊茵河 ＞

河畔餐廳

前菜或湯、鱒魚餐、甜點

NH Frankfurt

Mörfelden

Conference Center

或同 4 星級旅館

第 09天 機上 機上 機上

第 10天 機上 甜蜜的家 甜蜜的家

餐食一覽表

餐廳之菜單隨時令及餐廳營業時間會有所變更，敬請見諒。

以上表列之旅館為優先使用，若因節慶、商展而客滿時，將以 OFFICIAL HOTEL

GUIDE 之 FIRST CLASS 等級旅館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