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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瑞士典藏十三天 

秘境國王湖、皮拉圖斯山、山城連泊、米其林一星、ICE 高鐵 
     
 
 
 
 
\\ 

 

○宿  五晚五星 最高規格 X 少女峰山城連泊 
【五晚五星住宿】: 
少女峰山城五星兩晚連泊, 奧地利秘境一晚及紐倫堡, 法蘭克福五星各一晚。 

(限定日期出發團，盧森升等五星: 3/27, 4/3, 4/10, 4/17, 4/24) 
特別安排少女峰山城連住兩晚 + 盧森一晚, 瑞士共宿三晚!! 

○食  米其林一星美饌 佐以 德瑞經典饗宴 
 三次米其林推薦料理(含一次米其林一星料理), 吮指豬肋排餐, 酒鄉品酒, 法式鴨胸料理, 少女峰山頂餐廳,  

 皮拉圖斯山盧森特色料理, 瑞士三大風味鍋, 德國脆皮豬腳+啤酒, 紐倫堡香腸餐 

○行   華航直飛航班 舒適您的旅程, 多樣化景觀交通 轉動您的眼界
 中華航空 台灣唯一直飛法蘭克福航班, 少女峰登山齒輪火車, 皮拉圖斯山世界最陡斜坡火車+兩段景觀纜車, 

德國高鐵 ICE(頭等艙), 浪漫萊茵河遊船, 海德堡城堡纜車, 國王湖遊船 

○專   深入景點零距離 入寶山不空手而歸
 海德堡古堡, 亞爾薩斯品酒, 少女峰景觀套票, 皮拉圖斯山景觀套票, 新天鵝堡, 烏茲堡主教宮殿 

中華航空  2019 年  全面升級  五晚五星  每週三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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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 含門票入內參觀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文化遺產 ▼ 徒步遊覽 

日 次 行程、餐食、住宿 

1 

三 

台北／法蘭克福 (直飛) 
23:30 台北-法蘭克福     CI061  23:30/06:50+1     中華航空  

早：×     午：×     晚：機上      
宿：機上 

2 

四 

法蘭克福機場 → 114km 萊茵河遊船≪世界遺産≫→ 30km 露迪斯
海姆 Rudesheim → 89km 海德堡 Heidelberg 
06:50 
08:00 
10:00 
11:30 
12:30 
14:00 
16:00 
 
 
19:30 

抵達法蘭克福機場 
前往萊茵河渡船口 
搭乘★萊茵河遊船遊覽≪世界遺産≫☆萊茵河谷美景 
前往德國萊茵河畔著名的葡萄酒鄉小鎮－露迪斯海姆，徒步遊覽知名酒鄉▼斑鳩小巷 
午餐 
前往德國知名大學城－海德堡 
搭乘★有軌纜車前往參觀★海德古堡區、★地窖大酒桶 
徒步遊覽▼海德堡老橋、▼聖靈教堂、▼市政廳、▼市集廣場、▼海德堡大學、▼大學

廣場等。 
晚餐 
早：機上      午：酒鄉小鎮吮指豬肋排餐       晚：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宿：4 ★ Crowne Plaza Hotel Heidelberg 或 4 ★ Heidelberg Marriott Hotel 
或 4 ★ Hotel Qube Heidelberg 或同級 

門票含★萊茵河遊船、海德堡有軌纜車、海德堡古堡 

http://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us/en/heidelberg/hdbge/hoteldetail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dbmc-heidelberg-marriott-hotel/?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www.qube-hotel-heidelberg.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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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 

海德堡 Heidelberg → 132km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世界遺産≫ 
→ 72km 喜克維(酒鄉品酒)→ 20km柯瑪 Colmar 
08:30 
11:00 
 
12:00 
15:00 
16:00 
17:30 
19:00 

出發前往有「歐洲十字路口」之稱的≪世界遺産≫☆史特拉斯堡 
參觀▼史特拉斯堡小法國區、▼古騰堡廣場、▼聖母院主教堂、▼克雷伯爾廣場、▼卡

莫澤爾屋 
午餐自理，方便自由購物法式精品，總停留時間市場最充裕 約 3.5hrs 
前往中世紀小鎮最美麗的酒鄉小鎮－喜克維 
徒步遊覽▼喜克維，及體驗★亞爾薩斯酒鄉品酒 
前往中世紀酒鄉大道重鎮－柯瑪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自理(方便購物)        晚：米其林推薦法式鴨胸料理 
宿：4 ★ Novotel Suite Colmar Hotel 或 4 ★ Hotel L’Europe Colmar 
或 4 ★ Hotel Mercure Colmar Centre Unterlinden 或同級 
門票含★亞爾薩斯酒鄉品酒 

4 

六 

柯瑪 Colmar →160km 伯恩 Bern≪世界遺産≫ →74km 少女峰山城 
~ 嚴選少女峰山城之最“BOTA(Best Of The Alps)小鎮 Grindelwald”連泊兩晚 ~ 
09:00 
10:30 
12:00 
13:30 
15:00 
17:30 
19:30 

柯瑪小鎮悠閒觀光▼小威尼斯區、▼海關大樓、▼人頭屋、▼普菲斯特屋。 

出發前往餐廳 
午餐 
出發前往瑞士首都古城≪世界遺産≫☆伯恩 
徒步遊覽▼伯恩老城區、▼天文鐘、▼噴泉、▼熊公園、▼玫瑰花園 
出發前往少女峰山城旅館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米其林一星料理        晚：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宿：5 ★ Romantik Hotel Schweizerhof Grindelwald 
或 4 ★ Hotel Belvedere Grindelwald 或 4 ★ Sunstar Hotel Grindelwald 或同級 

 (若因米其林一星餐廳年休或客滿無法訂位，將以米其林推薦餐廳取代，並每位退費 10

歐元) 

(因少女峰山城五星旅館僅此一間，如遇客滿，則以當地四星旅館替代，每人退費 NTD1000

元，若以山下五星替代，則不退費) 

5 

日 

少女峰 Jungfraujoch≪世界遺産≫景觀之旅 →20km 茵特拉根

Interlaken →20km 少女峰山城 
08:30 
08:47   
10:22 
12:30 
14:00 
15:20 
16:00 
18:00 
19:30 

出發前往歐洲屋脊≪世界遺産≫☆少女峰 
搭乘★少女峰景觀齒軌列車上山 
抵達少女峰山頂火車站 
午餐 

搭★景觀齒軌列車下山 
搭車前往茵特拉根 
遊覽茵特拉根市區及自由活動 

返回少女峰山城旅館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少女峰山頂景觀餐廳        晚：瑞士三大風味火鍋料理 
宿：5 ★ Romantik Hotel Schweizerhof Grindelwald 
或 4 ★ Hotel Belvedere Grindelwald 或 4 ★ Sunstar Hotel Grindelwald 或同級 

https://www.accorhotels.com/fr/hotel-A9P3-novotel-suites-colmar-centre/index.shtml
http://www.hotel-europe-colmar.com/uk/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978-mercure-colmar-centre-unterlinden-hotel/index.shtml
https://www.hotel-schweizerhof.com/
http://www.belvedere-grindelwald.ch/en/
https://grindelwald.sunstar.ch/
https://www.hotel-schweizerhof.com/
http://www.belvedere-grindelwald.ch/en/
https://grindelwald.sun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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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少女峰山城五星旅館僅此一間，如遇客滿，則以當地四星旅館替代，每人退費 NTD1000

元，若以山下五星替代，則不退費) 

門票含★少女峰景觀之旅套票 

6 

一 

少女峰山城 → 75km 皮拉圖斯山 Pilatus景觀之旅(世界最陡斜坡齒

軌火車+兩段景觀纜車)→ 4km 盧森 Luzern 

08:30 
10:55 
11:25 
14:00 
14:40 
15:00 
16:30 
19:00 

出發前往皮拉圖斯山 
搭乘★世界最陡斜坡齒軌火車前往皮拉圖斯山頂車站     預計車班  10:55/11:25 

抵達皮拉圖斯山頂車站，欣賞壯麗山水美景，隨後享用午餐 
搭乘★景觀纜車(共兩段)下山 
搭車前往「湖畔巴黎」美稱的蜜月鄉－盧森 
徒步遊覽盧森市區▼獅子紀念碑、▼卡貝爾橋、▼老城區 
晚餐前自由活動，自由購物瑞士精工藝品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皮拉圖斯山料理或發餐費自理       晚：盧森地方風味料理 
宿： 4 ★ Radisson Blu Hotel 或 4 ★ Renaissance Lucerne Hotel 或同級 

(限定日期，盧森升等五星：5 ★ Hotel Schweizerhof Luzern， 

3/27, 4/3, 4/10, 4/17, 4/24 出發團) 
 (皮拉圖斯山景觀之旅表訂行程為火車+纜車，如遇火車或纜車維修期間，則改安排單

一種交通工具上下山，行程不受影響，套票無價差故不退費，敬請知悉) 
門票含★皮拉圖斯山景觀之旅套票 

7 

二 

盧森 Luzern →132km 華度士 Vaduz →65km 林陶 Lindau →102km 
福森 Fussen 
08:30 
11:00 
12:00 
13:30 
15:00 
16:30 
18:30 
19:30 

前往列支敦士登小公國首都華度士 
遊覽華度士▼郵政博物館、▼市政廳 
午餐 
前往波登湖畔珍珠美稱的湖中小鎮－林陶 
徒步遊覽林陶市區▼市政廳、▼曼格塔 
前往德國羅曼蒂克大道起點小鎮－福森 
抵達飯店 Check in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華度士地方風味料理       晚：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宿：4 ★ Hotel Hirsch 或 4 ★ Hotel Schlosskrone Fussen  
或 4 ★ Best Western Plus Hotel Fussen 或同級 

8 

三 

福森 → 10km 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27km 威斯教堂 Wieskirche  

≪世界遺産≫ →182km奧地利秘境頂級度假飯店 
08:30 
12:30 
14:00 
14:30 
15:30 
17:30 
19:00 

出發前往天鵝鄉，入內參觀★新天鵝堡城堡 

午餐 
前往洛可可風格建築經典之作≪世界遺産≫☆威斯教堂 
入內參觀▼威斯教堂 
前往旅館 

抵達飯店 Check in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巴伐利亞風味料理        晚：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https://www.radissonblu.com/en/hotel-lucerne?facilitatorId=CSOSEO&csref=org_gmb_sk_en_sn_ho_QLJZH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emlbr-renaissance-lucerne-hotel/
http://www.schweizerhof-luzern.ch/
https://www.hotelfuessen.de/
https://www.schlosskrone.de/
https://www.schlosskrone.de/
https://www.bestwestern.com/en_US/book/hotels-in-fuessen/best-western-plus-hotel-fuessen/propertyCode.95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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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5 ★ 奧地利秘境頂級度假飯店(太一秘密保留, 出發說明會告知) 
或 5 ★ Radisson Blu Hotel Altstadt 或同級 

 (如遇奧地利秘境頂級度假飯店客滿，將以其他地區五星級旅館替代，若以四星級旅館替

代每人則退費 NTD2000 元) 

門票含★新天鵝堡 

9 

四 

奧地利秘境頂級度假飯店→83km 國王湖 Königssee →160km慕尼黑

Munich+++ICE 德國高速火車(頭等艙)+++ 紐倫堡 Nurnberg 
08:30 
09:30 
12:00 
14:00 
17:30 
19:00 
20:54 

 

前往巴伐利亞仙境－國王湖區國家公園 

搭乘★國王湖遊船，遊覽湖區美景，及著名▼聖巴特羅梅修道院 

午餐 

前往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 

徒步遊覽慕尼黑市區▼新市政廳、▼市政鐘樓、▼瑪莉恩廣場、▼聖母教堂 

出發前往★搭乘德國最快 ICE 高速火車(頭等艙)至紐倫堡  19:48/20:54 

抵達紐倫堡後安排旅館住宿 

早：旅館西式      午：湖區料理或發餐費自理       晚：發餐費車站自理 

宿：5 ★ Le Meridien Grand Hotel Nurnberg 或同級 

門票含★國王湖遊船、ICE 高速火車(頭等艙) 慕尼黑→1hr 06m 紐倫堡 

(遇慕尼黑商展活動期間旅館客滿，以紐倫堡五星旅館替代)  
(4 月中到 10 月中，國王湖上湖開放期間，將視天候狀況，前往上湖秘境) 

10 

五 

紐倫堡 Nurnberg →110km羅騰堡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09:00 
10:00 
12:00 
14:00 
16:00 
19:00 
 

紐倫堡市區觀光▼聖羅倫茲教堂、▼聖母堂、▼杜勒故居、▼皇帝城堡 
紐倫堡自由活動購物 
午餐 
前往羅曼蒂克大道上享有「中世紀珍珠」美稱的古城－羅騰堡 
羅騰堡市區觀光▼市政廳、▼議會廳、▼馬克廣場、▼城堡花園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德式脆皮豬腳+巴伐利亞啤酒       晚：米其林推薦料理 
宿：老城知名鐵帽子旅館 4 ★ Hotel Eisenhut 或同級 

11 

六 

羅騰堡→65km烏茲堡≪世界遺産≫→118km 法蘭克福 Frankfurt 

08:30 
10:00 
 
12:30 
13:30 
15:00 
19:00 
 

前往羅曼蒂克大道終點站，有「小布拉格」美稱的主教城市－烏茲堡 

徒步遊覽≪世界遺産≫☆★烏茲堡主教宮殿、▼主教花園、▼大主教堂、▼市政廳、                                                                           

▼老橋 
午餐 
前往德國工商金融重鎮－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市區觀光▼采爾購物區 
晚餐自理，方便購物 
早：旅館西式       午：中式自助式料理        晚：自理(方便購物) 
宿：5 ★ Westin Grand Frankfurt 或同級 
(如法蘭克福五星飯店遇商展或活動客滿，將以當地四星飯店或其他城市五星飯店代替，恕

不退費) 
門票含★烏茲堡主教宮殿 

https://www.radissonblu.com/en/hotel-salzburg?facilitatorId=CSOSEO&csref=org_gmb_sk_en_sn_ho_SZGZH
http://www.lemeridiennuernberg.com/
https://www.eisenhut.com/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frawi-the-westin-grand-frankfurt/?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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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法蘭克福／台北 (直飛) 
08:00 
11:20 

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登機手續 

法蘭克福-台北     CI062    11:20/05:50+1  中華航空  
早：旅館西式      午：機上      晚：機上 
宿：機上 

13 
一 

台北 

06:10 抵達桃園機場，滿載德瑞之旅甜蜜回憶，返回溫馨的家，珍藏！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太一國際旅行社及當團領隊可視實際情況調整安排）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http://www.t1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