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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訊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1 

台北 TAIPEI / 新加坡  / 法蘭克福

FRANKFURT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

手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經新加坡轉機，飛

往童話的國度：德國。夜宿機上，翌日在空

服員親切的問候聲中飛抵德國的大城：法蘭

克福 

 

 

 

 

 

 

 

 

 

 

 

 

 

 

 

 

 

 

新加坡航空  雙點進出  

法蘭克福進   蘇黎世出  五星尊爵服務  全

球肯定  

以新產品、新飛機加上創新航班等優異表現，

2019 全球拿下第 1名的新加坡航空公司，

近年來表現不俗，其中又以服務優質深獲青

睞。新加坡航空以其 60 多個目的地以及優

質的服務，Skytrax 全球最佳航空更獲得了

全球最佳頭等艙、亞洲最佳航空公司、亞洲

最佳商務艙等單項獎。  

 

 

餐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晚餐 

住宿 夜宿機上 

 

天數 航班 出發/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新加坡航空SQ-879 台北新加坡 17：45 22：10 

第 1 天 新加坡航空SQ-026 新加坡法蘭克福 23：55 06：45+1 

第 11 天 新加坡航空SQ-345 蘇黎世新加坡 11：45 05：55+1 

第 12 天 新加坡航空SQ-876 新加坡台北 08：25 13：20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2 
 
法蘭克福→萊茵河之旅→呂德希海姆
RÜDESHEIM→羅騰堡
ROTHENBURG 
 
行車距離：法蘭克福－93 公里（約 1 小時

20 分）－萊茵河遊船（約 1 小時 30 分）呂

德希海姆－240 公里（約 2 小時 45 分）羅

騰堡 

門票安排：萊茵河之旅。 

下車參觀：呂德希海姆、畫眉鳥小巷。 

 

班機於今日抵達，稍事休息後前往搭乘◎萊

茵河遊船，沿途經過萊茵河流域的葡萄園、

古老的城堡，之後前往有萊茵河珍珠之稱的

＊呂德希海姆。 

 

萊茵河之旅  

搭乘遊船悠遊於綿延六十五公里的萊茵河

谷地區，兩岸佈滿古堡、歷史城鎮和葡萄園， 

訴說著人類和自然環境相互影響的漫長故

事，萊茵河谷地享有「浪漫萊茵」的美譽。  

 

 

 

畫眉鳥小巷  

因為呂德希海姆以葡萄聞名，而畫眉鳥又愛

吃葡萄，因此，便將這條通往葡萄園的巷  

弄，取名為畫眉鳥巷。狹窄小巷兩邊都是餐

館和酒館，他們出售自己釀造的白葡萄酒，

遊客可以在櫃檯品嘗到各種品質的葡萄酒，

您可自由逛逛或享用著名的美食及美酒，都

是不錯的選擇。  

德意志風味  

豬腳，德國的名菜之一，豬腳先經過醃、炸

等工序，上桌前再經過燒烤至表皮金黃香  

脆，搭配酸菜和黃芥末醬食用，風味絕佳。  

德意志啤酒  

德國啤酒種類多味道好，是德國美食的配料，

其最大特點就是純，因德國對於啤酒純度的

要求很嚴，只以大麥芽、啤酒花、水為主要

原料，並有相關法令的配合，大可放心暢

飲。  

 

 

餐食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德國豬腳風味佐生啤酒    

▶晚餐：建設官宅邸餐 廳風味 

住宿 
★★★★Timan Riehenschneider 或 Altes 

Brauhaus 或 Prinz 或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3 
 
羅騰堡→慕尼黑 MUNICH 
 
行車距離：羅騰堡－160 公里（約 2 小時）

慕尼黑 

門票安排：BMW 博物館。 

下車參觀：紐倫堡、郝普特廣場、美泉塔、

奧林匹克運動會會場、BMW WORLD。 

羅騰堡  

斑駁的古城牆與護城河中寧靜的綠水連成

一氣，鵝卵石鋪陳的街道旁，細膩有致的房

舍櫛比鱗次，恍若置身童話故事的情境當中。

羅騰堡規模宏偉，有著＊柏格花園及＊馬克

廣場等迷人勝景，更有環城散步道讓您欣賞

明媚幽靜的風光，市鎮廳上整點時刻表演的

木偶，訴說著幾世紀以來的傳說故事，傳說

中耶穌的三滴血也收藏在＊聖雅各大教堂

內。  

 

 

 

慕尼黑  

為德國南部第一大城，城市裡滿是古樸的歷

史遺跡，每年九到十月更是旅遊的旺季，  

世界各國的遊客前來參與德國最大慶典：慕

尼黑啤酒節，除了慕尼黑啤酒節以外，新市

政廳、瑪麗恩廣場、穀物市場，還有位於周

圍的寧芬堡宮、新天鵝堡等都是來到慕尼黑

絕不可錯過的景點。  

BMW 博物館  

聞名全球的豪華房車─BMW，總公司正位

於德國南部的慕尼黑。裡面有著許多 BMW

代表性車款。位於博物館旁邊的高樓正是

BMW 總公司，這大樓的造型代表著汽車的

汽缸，四個環圍繞起來正是 BMW 的商標。  

 BMW WORLD 

於 2008 年重新開幕的 BMW 總部，是巴伐

利亞出產最著名的汽車品牌，流線型的汽車

展售中心，猶如一座汽車博物館，充滿了設

計感與時尚感，從第一代的車款到最新型的

車款，絕對讓您一飽眼福，總部的三座建築

物，如同陳列在慕尼黑街道上的大型戶外藝

術品。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香腸風味佐生啤酒 

住宿 
★★★★★The Westin Grand Munich 或 

Hilton 或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4 
 
慕尼黑→國王湖→貝希特斯加登  
 
今日來到不斷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人慕名

而來的自然國家公園－貝希特斯加登。首先

來到德國境內最美麗的山中湖泊－國王湖，

我們特別安排一趟遊船來到湖區中段的聖

巴爾特羅梅禮拜堂是國王湖的標誌。 

行車距離：慕尼黑－國王湖－4 公里貝希特

斯加登 

門票安排：船遊國王湖  

下車參觀：國王湖 

 

 

 

 

 

 

 

國王湖  

國王湖位於德國東南方的德奧交界、冰河時

期結束後被阿爾卑斯山環繞成湖，現被認為

是德國最清澈、最深、也最知名的湖泊，也

是著名的健行路線。翠綠色的清澈湖水甚至

到達飲用等級，小編強力推薦給喜歡大自然、

想去阿爾卑斯山區域旅遊的你，一生一定要

來一次這個人間仙境。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湖區鱒魚料理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 ★★★★Reichenhall 或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5 
 
貝希特斯加登→威斯教堂
WIESKIRCHE→新天鵝堡→福森
FUSSEN 
 
行車距離：貝希特斯加登－200 公里（約 3

小時 15 分）威斯教堂－26 公里（約 25 分）

新天鵝堡－4 公里（約 8 分）福森 

門票安排：新天鵝堡接駁小車。下車參觀：

威斯教堂、新天鵝堡。  

 

威斯教堂  

於 1983 年被列為 UNESCO 所保護的世界

遺產之一的威斯教堂，其建築為德國洛可可

式風格，18 世紀時為德國宗教建築中最崇

高的傑作，並被稱為「巴伐利亞的草原奇蹟」。

教堂內部的豪華裝飾融合了後期巴洛克與

洛可可風格的雕刻與繪畫，讓人不禁為其迷

人風華傾心。  

 

 

 

 

 

新天鵝堡  

夢幻、童話和浪漫於一身的新天鵝堡，藏身

於阿爾卑斯山的新天鵝堡四季皆呈現出不

同的風貌，春天，樹木的抽芽新綠無限的生

機充滿希望。夏天，林木鬱鬱蔥蔥，萬綠烘

托出城堡的古樸典雅。秋天紅葉滿山，妝點

了新天鵝堡如一位天生麗質的美女，讓人賞

心悅目。冬天一片銀色如童話般世界，處處

充滿耶誕節的節慶氣氛，在瑞雪紛飛中，城

堡的外觀覆蓋著如白天鵝般雪白的羽毛，格

外醉人。  

城堡建於三面絕壁的山峰上，背靠阿爾卑斯

山脈，下臨一片廣闊的大湖，神聖而莊嚴。

全高約 70 米。城堡四角爲圓柱形尖頂，上

面設有瞭望塔。內部裝飾非常豪華，有彩色

大理石地面的舞廳，金碧輝煌的大殿，名貴

的古董、珠寶和藝術品。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德式風味料理 

▶晚餐：德式風味料理 

住宿 
★★★★Best Western Plus Hotel Fuessen 

或 LUITPOLDPARK 或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6 
 
福森→米爾斯堡 MEERSBURG→萊茵
瀑布 RHINE FALLS→聖加侖 ST 
GALLEN（BREGENZ）  
 
行車距離：福森－138 公里（約 2 小時 20

分）米爾斯堡－68 公里（約 1 小時 15 分）

萊茵瀑布－84 公里（約 1 小時 10 分）聖加

侖  

下車參觀：波登湖、米爾斯堡、萊茵瀑布。 

 米爾斯堡  

花團錦簇的木造房屋林立在這座古老的小

鎮，舊城的城堡源自於七世紀，是德國持續

使用的城堡中，最古老的一座。舊城四周石

板路與石階交錯，古城風光令人回味。  

 

 

 

 

 

 

 

 

 

萊茵瀑布  

歐洲最大的瀑布，因地勢形成落差而造成氣

勢磅礡的瀑布，在兩旁樹林伴襯之下風景宜

人，每逢融雪季節，瀑布水流氣勢磅礡令人

嘆為觀止，德國的文豪：歌德也曾深深為其

魅力所感動。  

※安排搭巴士上山，並在後山的瑪麗恩橋取

得天鵝堡的最佳攝影角度，參觀結束後漫步

下山。  

聖加侖  

為瑞士東北部的第一大城市，地處博登湖和

阿爾卑斯山之間。地理位置剛好是四個國家

的交界處，包含了瑞士、德國、奧地利及列

支敦士登公國。  

中世紀起，聖加侖即成為歐洲重要的文化及

教育中心，城市中的「聖加侖修道院」更在  

1983 年時入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

產名錄當中。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德式風味料理    

▶晚餐：瑞士風味料理 

住宿 
★★★★Radisson Blu Hotel St. Gallen 或

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7 
 
聖加侖→瓦度士 VADUZ（列支敦斯登）
→安德馬特 ANDERMATT+冰河列車
++策馬特 ZERMATT 

行車距離：聖加侖－68 公里（約 1 小時）

瓦度士－131 公里（約 2 小時 15 分）安德

馬特 

門票安排：冰河列車二等艙。下車參觀：瓦

度士、策馬特。 

今日上午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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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土地狹小兼人口稀少，是一個以阿爾卑斯山

美麗風光、避稅天堂與高生活水準而著稱的

富裕小國，首都【瓦度士】是一個只有兩條

街道的城市，在行人徒步街道上，銀行、街

頭雕塑、紀念品商店和郵票店林立；山坡上，

隱身於樹叢中的古堡，就是皇室居住的宮殿。

雖然是個小城鎮，但是應有盡有，真可謂「麻

雀雖小，五臟俱全」午後前往體驗「冰河列

車」的魅力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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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抵達世界

最著名的無污染山城【策馬特】。這個得天

獨厚的小鎮，彷如遺世獨立的世外桃源，卻

又讓人容易親近。走在大街上，遠方的馬特

洪峰巍 然聳立，昭示著它的威嚴；街邊的

櫥窗擺滿了鐘錶與紀念品，吸引著遊人們駐

足挑選。 

冰河列車  

是一條從聖模里茲行駛到策馬特之間的景

觀火車鐵路，也是瑞士最知名的的觀光路線，

列車行駛的速度並不快，中途行經至不同線

路的鐵軌時也不需換車，列車在高山之間行

進中會經過許多橋樑、隧道，部分陡峭的坡

段更利用齒軌方式攀爬，車廂設計在車頂的

兩側有觀景窗，坐在車內沿途欣賞窗外白雪

皚皚的阿爾卑斯山、以及冰河切割的險峻地

型，絕對是一趟讓您永難忘懷的旅程。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瑞士風味料理    

▶晚餐：西式晚餐 

住宿 ★★★★HOTEL SONNE 或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8 
 
策馬特連泊【馬特洪峰】  
 

行車距離：策馬特。 門票安排：登山火車、

葛拉特觀景台。 

下車參觀：馬特洪峰、利菲爾湖。 

 

清新的空氣沁入房中，揭開了今天驚喜的序

幕。早餐後◎搭乘齒輪登山火車，前往位於

標高 3,089M 的◎葛拉特觀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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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洪峰外形

雄偉，金字塔般的立體三角錐奇美特出，因

此被奉為「山中之王」，其尖峰高欲破天，

在天際線上格外顯眼。夏天天候路況良好時，

可以步行來到利菲爾湖畔，近距離欣賞「倒

影成兩峰」的景象，實為人生中僅見之美

景。 

歐洲最早電氣化的登山火車  

葛拉特登山火車是歐洲最早電氣化的登山

火車，於 1898 年通車。從策馬特到海拔  

 

 

 

 

3,089公尺的葛拉特觀景台，全程約 9公里，

上山只需 33 分鐘，沿途馬特洪峰相隨，忽

前忽後，呈現不同的角度和面貌。在葛拉特

觀景台上，放眼望去，馬特洪峰孤傲地矗立

前方！  

山中健行－利菲爾湖  

於高奈葛拉特鐵道線上的羅登波登站附近。

這處湖泊是由於冬季的冰雪融化而形成的，

在此處您也可以欣賞到清楚的山峰倒影。在

湖邊總可見到遊人不由自主地拿起相機，記

錄這自然形成的夢幻美景，若不是微風吹起

了湖面上的波紋，否則真讓人誤以為自己走

進了畫中。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山上景觀餐廳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羊肋排風味 

住宿 ★★★★HOTEL SONNE 或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09 
 
策馬特→蒙投 MONTREUX++黃金列
車++茲懷斯文 ZWEISIMMEN→茵特
拉根 INTERLAKEN（格林德瓦）  
 

行車距離：策馬特－140 公里（約 2 小時 10

分）蒙投++黃金列車++茲懷斯文－53 公里

（約１小時）茵特拉根  

門票安排：黃金號列車(二等艙)。下車參觀：

奇龍古堡、蒙投小鎮。  

 

早餐後前往蒙投，並造訪佇立在日內瓦湖畔、

河湖交界的＊奇龍古堡，是瑞士最知名的歷

史古堡，我們特別安排搭乘◎黃金號列車，

火車行駛穿越阿爾卑斯，沿途阿爾卑斯山景，

藍色天空和陽光注入車內美不勝收，隨著火

車來到茲懷斯文，搭車來到瑞士中部、著名

的兩湖之間小鎮：茵特拉根，這裡可眺望阿

爾卑斯名峰：少女峰，每年為一睹少女峰風

采的遊客來自世界各地、絡繹不絕。今夜我

們為您安排著名的傳統瑞士火鍋風味餐。 

 

 

 

茵特拉根  

茵特拉肯位在瑞士伯恩洲，就地理位置來說，

幾乎是在瑞士土地的中心地帶。  

站在小鎮中，就能感受艾格峰  Eiger、僧侶

峰  Mönch 和少女峰  Jungfrau 三座名山

的壯麗環繞，而且此小鎮也是通往少女峰區

的必經入口，所以是許多旅人都會經過的地

方。  

黃金號列車  

最熱門的景觀列車就屬黃金列車

（GoldenPass Line），全景觀路線暢行在

瑞士中部最精華路段，從瑞士日內瓦湖畔的

蒙特勒連接到瑞士最心臟地帶的盧森，行經

在阿爾卑斯山野間，引領遊客來到美國大文

豪馬克吐溫也讚嘆的少女峰，穿梭 8 座大

小湖泊、3 座山口、2 大語區的黃金快車，

全程約 191 公里，乘坐時間約 5 小時，風

景隨著地形高低起伏而變化萬千。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瑞士火鍋風味料理 

住宿 
★★★★ROYAL-ST. GEORGES HOTEL 或同

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10 
 
茵特拉根→少女峰之旅→盧森
LUZERN 
 

行車距離：茵特拉根－68 公里（約 1 小時 9

分鐘）盧森 

門票安排：少女峰齒軌火車、斯芬克斯觀景

台。 

下車參觀：阿雷奇冰河、冰原、施陶河瀑布、

卡貝爾古橋、獅子紀念碑、盧森湖。 

 

早餐之後將開始這令人心動的◎少女峰之旅，

要登上這世界屋脊之稱的美麗山峰，首先前

往位於山腳下的登山小鎮，搭乘觀景◎齒軌

火車，到達全歐洲最高的少女峰火車站〈３

４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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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

旅客得以輕鬆的親近宛如繪畫般景致。在完

全沒有遮掩的景色優美無比，您更可以欣賞

到◎萬年冰宮內的各式冰像奇景，這是沿著

少女峰冰河往下挖３０公尺，洞內夢幻般的

藍白顏色據稱應該是因為空氣進入的關係。

也可搭乘世界最高速的電梯登至◎斯芬克斯

觀景台，往西邊望去可看見少女連峰，往東

可觀賞到歐洲最長的阿雷奇冰河，，下午隨

著登山火車來到瀑布鎮，小鎮因有許多瀑布

而得名，之後前往參觀著名的蜜月之鄉：盧

森，抵達後展開盧森的市區觀光，參觀包括

歐洲最古老的有頂木橋：＊卡貝爾古橋、＊

獅子紀念碑等等。 

 

少女峰  

又稱歐洲之巔，屬阿爾卑斯山山系，連峰除

了少女峰之外，其餘兩峰為艾格峰及僧侶峰，

搭乘登山景觀列車可來到歐洲最高的火車

站，沿途景色優美絕倫，觀景列車上山以及

下山行經不同的路線，教科文組織將其山峰

群、冰河等自然景觀列為世界遺產。  

卡貝爾古橋  

是盧森極為顯著的地標之一，也是歐洲最古

老的有頂木橋，橋頂內壁還設置了一百多幅

古畫，沿途可欣賞這些描述當年黑死病流行

景象的畫作。  

獅子紀念碑  

為了紀念法國大革命時，八百名捨身守護法

王路易十六而戰死的瑞士傭兵所建的紀念，

岩石上以拉丁文刻著向瑞士人的勇敢和忠

貞致敬，細膩的雕刻手法將獅子的悲傷描繪

得淋漓盡致。  

盧森湖  

面積約一百多平方公里，為四個森林省分所

圍繞，沿著湖區一帶也是瑞士建國的重要地

點，恬靜而美麗的湖水似乎輕輕述說著瑞士

的民族英雄：威廉泰爾的故事。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少女峰套餐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 
★★★★★Hotel Schweizerhof 或 The Hotel 

Lucerne 或同級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11 
 
盧森→蘇黎世 ZURICH  / 新加坡  
 

行車距離：盧森－52 公里（約 1 小時）蘇

黎世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蘇黎士國際機場。

行程已近尾聲了，返家的喜悅不掩淡淡的離

愁，重遊的願望愈來愈清晰，祝您在機上一

夜好眠！ 

 

 

 

 

 

 

每日行程 DAILY JOURNEY 

DAY12 
 
新加坡  / 台北  

 

 

 

 

 

 

 

 

 

餐食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機場簡餐或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夜宿機上 

 

餐食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甜蜜回憶以及戰利品，結束這次的德國、瑞士、

阿爾卑斯三大名峰、冰河列車、世界遺產十二天的深度經典旅程，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

祝您健康、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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