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旅展 新視界假期 德瑞古堡、仙境湖區、 

      童話小鎮、OUTLET10 天（CI） 

【行程特色】： 

◆行程設計多元化： 

 (1) 充滿中世紀風情的羅曼蒂克大道：知道嗎？德國有一條最知名的旅遊路線就叫「羅曼蒂克大道」！究

竟是怎樣的浪漫與夢幻呢!我們特別安排帶您行走一段羅曼蒂克大道，讓你充份感受羅曼蒂克大道如此

唯美的稱呼。 

(2)古堡大道：是一條由西向東延伸的旅遊路線，約於 50 年前就從曼罕（Mannheim）為起點，沿著涅卡河

（Neckar）沿岸的古城與古堡，蜿蜒到羅曼蒂克大道上的羅騰堡後，繼續往東前進，最後抵達捷克的首

都布拉格為終點站。古堡大道的長度將近 1 千餘公里，細細數來，古堡大道上的城堡，竟然多達 77 餘

座城堡建築，且每一座城堡並非遺跡殘骸，大多是原物原地重建的優美城堡，或是中古世紀原封不動保

留下來的古老風貌。尤其是在古堡大道的前段旅程，道路沿著涅卡河岸而行，河流兩岸的森林與原野大

地間，一座座英挺俊俏的城堡座落其中，不但是古堡大道的精華路段，更被譽為涅卡河谷的浪漫街道，

足以與萊茵河、莫色耳河相互比美爭輝。 

(3)新天鵝堡，全世最美麗的城堡，矗立位於德國浪漫大道的盡頭、德奧邊境一處懸崖絕壁的孤岩上。到過

美國迪斯奈樂園的朋友可能會發現迪斯奈樂園的主體建築便是仿造新天鵝堡而來。我們也特別安排坐一

趟巴士上山。 

(4)綠意盎然的萊茵河流域及大學城─海德堡。目不暇給海德堡【海德古堡入內參觀（含大酒桶）】。海德

堡像田園詩與交響樂齊鳴合奏吟誦不斷，然而閒逛是最適合海德堡的旅遊方式，這是德國浪漫主義的象

徵。教堂、海德古堡、老橋..等等都是每年上百萬遊客心繫海德堡的主要原因。 

◆行程包含門票：蒂蒂湖遊船、萊茵河遊船、新天鵝堡(巴士上,步行下)、修道院圖書館、海德古堡+登山纜車

套票、大酒桶。 

◆(五大風味餐)安排各地風味餐，讓您體驗異國飲食文化。 

(1)德式香腸料理(2)德式豬腳餐 (3)巴伐利亞烤雞餐(4)歐式小鎮傳統料理(5)德式豬排餐  
◆ 【貼心提醒】 

(1)若有特殊餐食、兒童餐者，請您在報名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少請於出發前七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

以利為您處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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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等候送行李的時間。  

(3)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4)高北高接駁：純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力協助訂位，但不保證一定有機位，接駁費用另計。  

(5)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5 人以下(含)。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6歲以下)須有床位，而且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

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 同房。 

三人房都是雙人房另加一張折疊床或沙發床，也有許多飯店是無法加床，那就必須第三人分出與他人同房。三人房空間

本就不大，加上大行李需要放置，建議避免住宿三人房。 

(6) 本公司已遵照旅遊業管理規則第 53 條規定，投保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旅行業綜合保險，內容包含： 

 契約責任保險，每人新台幣 500 萬元。（70 歲以上、14 歲以下小孩投保限額每人新台幣 200 萬元） 

 意外醫療險，每人最高理賠新台幣 20 萬元。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十條第五款中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請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7) 本行程所使用航空公司的票價規則，無法辦理退票(無退票價值)，因此本行程團體機票一經開出若取消，將損失全

額機票款，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如機票款超出解約賠償之金額，亦須由旅客負擔。特此提醒您留意，謝謝。 

 

 



 本行程表適用期間限定：2018 年 08 月 18 日限定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台北／法蘭克福 中華航空   CI-061 2355-0640+1（飛行 13 小時 45 分) 

回程 法蘭克福／台北 中華航空   CI-062 1040-0600+1（飛行 12 小時 20 分） 

★表示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未標示符號者為行車經過 
第 一 天 台北／法蘭克福（德國）                

順著萊茵河而下，聆賞蘿蕾萊聖歌；沿著羅曼蒂克大道尋找中世紀城鎮蹤影。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搭乘，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德國法蘭克福。夜宿機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二 天 法蘭克福－110KM－羅騰堡－195KM－紐倫堡 
班機抵達德國工商大城－法蘭克福。隨即前往造訪羅曼蒂克大道上最耀眼的明珠、中

世紀景觀保持最完整的【羅騰堡】，斑駁的古城牆與護城河中寧靜的綠水聯成一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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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羅德拱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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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來到巴伐利亞第二大城，昔日神聖羅馬帝國皇城所在地，更為傳說中著名芭蕾舞劇『胡

桃鉗』背景舞台的紐倫堡，歷史的交錯彙織出昔日城市光芒。遊覽始建於 11 世紀、曾為歷

任神聖羅馬帝國居所之◎皇帝堡，遠眺紐倫堡中世紀古城風光。續漫步前往古城區，◎中央

廣場，遊覽◎美之泉、◎舊市政廳、◎聖母教堂、◎聖羅倫茲教堂等風光。 

【下 車 參 觀 】：白塔、羅德拱門、馬克廣場、美之泉、聖母教堂、舊市政廳、中央廣場、

聖羅倫茲教堂、皇帝堡。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Mercure Congress Nurnberg An Der Messe 或 NH Forsthaus Fürth Nürnberg 或同

級 

第 三 天 紐倫堡－慕尼黑 
早餐後沿著阿爾卑斯山如詩如畫般迷人的風景來到了慕尼黑！被譽為是德國最適合居住的

城市慕尼黑，有著 20 座以上的巴洛克式博物館、美術館等著名建築，世界一流音樂會、歌

舞表演經常在此舉行，因此在音樂、戲劇界占有一席之地。我們特別安排遊覽結合最新建

築設計與流動概念的◎BMW WORLD 園區和有著綠色洋蔥頭雙塔造型的◎聖母教堂及座落◎

瑪麗安廣場上的◎新市政廳，皆是慕尼黑象徵性的地標，也是遊客必到之景點，令人印象

深刻，怎能錯過！  

備註:如慕尼黑遇展覽飯店滿房，則改住往其他城市，敬請知悉。 

備註:本出發日遇到假日 OUTLET 休息則調整改前往其他 OUTLET，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下 車 參 觀 】：聖母教堂、瑪莉安廣場、BMW WORLD 園區、新市政廳。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住宿：MERCURE ORBIS MUNCHEN SUD 或 AZUMIT HOTEL MUNCHEN 或同級 

第 四 天 慕尼黑－威斯教堂－新天鵝堡－福森(或波登湖區) 
今日前往◎威斯教堂，此教堂於 1983 年 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保護的世界遺產，為洛

可可式建築，於 18 世紀德國宗教建築中最崇高傑作，被稱為「巴伐利亞草原奇蹟」。之後前

往如夢似幻的【新天鵝堡】，那不愛江山與美人、傾一生為藝術築夢的國王路德維希二世，

成就了此一浪漫主義的經典之作，安排換搭★登山巴士前往後山的◎瑪麗亞橋（註：冬季往

瑪麗亞橋的道路會因積雪而封閉；若道路封閉則無法前往。），之後進入★城堡參觀內部陳

設，隨後您可悠哉步行下山，享受難得的森林浴。接著來到◎歐伯阿瑪高，傳說中世紀歐洲

流行黑死病的時後，只有這個小鎮順利躲過,全村為了感念這個神蹟，於是在牆壁上畫上許

多美麗的彩繪慶祝，並且維持著每十年就會演出基督受難記，來感念上帝的眷顧。 

 
A.若遇新天鵝堡休館，則以郝恩斯瓦格城堡來代替，若其他城堡也都休館則以退費每人 10

歐元為主，敬請見諒。 



B.若遇山路積雪未融，巴士停駛，則改安排搭乘馬車上山，步行下山(巴士不另外退費)。 

【下 車 參 觀】：歐伯阿瑪高、瑪麗亞橋、威斯教堂。 
【門 票 安 排】：新天鵝堡+登山巴士。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德式烤雞料理 晚餐－德式豬排餐 

住宿：SEEHOTEL FRIEDRICHSHAFEN 或 MERCURE BREGENZ CITY 或同級 

第 五 天 福森(或波登湖區)－聖加侖－68KM－史坦恩(萊茵寶石)－蘇黎世 
今日前往以『學問中心』而聞名的聖加崙，哥德式外觀的◎大教堂，內部蘊藏洛可可的豪華

絢麗，而珍藏十萬冊以上古書籍的★修道院圖書館，裝飾拼花木地板搭配頂棚濕壁畫，更使

其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續往「萊茵寶石」的美譽－◎史坦恩，位於道路盡頭的市政廳，建於

16 世紀，是本市最美的廣場，週邊以優美裝飾的凸窗及色彩繽紛濕壁畫建物為主題，相當

美麗。 

第 六 天 蘇黎世－盧森－蘇黎世 
早餐後您可自費前往(鐵力士山，鐵力士山海拔３２３９公尺，位於盧森南方４０公里處，

峰頂終年積雪的美景懾人心脾，冰川遍野，優美的山姿起伏綿延，氣勢浩瀚極為磅礡眩目，

搭乘世界首創的旋轉纜車登上３０２０公尺的纜車站，您可挑戰 2012 年 12 月全新完工的歐

洲海拔最高凌霄岩道吊橋，當然來到動態鐵力士盡情享受阿爾卑斯動感風貌)。或前往盧森

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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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展開市區觀光。或自由購買各式琳瑯滿目的紀念品。隨後瑞士第一大城市－蘇黎世，也

是工商、金融業和文化中心。前往蘇黎世湖畔和利馬特河沿岸，河岸兩旁綠樹成蔭古蹟、教

堂林立，亦相鄰高檔店鋪區－班霍夫大街，是市內最繁華的大街。 

備註:如遇鐵力士山年度維修改或預訂客滿則改自費前往彼拉圖斯山，售價不變。 

備註:鐵力士山自費行程現場購票每人 85 歐元。 

【下車參觀】：班霍夫大街、獅子紀念碑、中世紀木橋、盧森湖。 

【自費行程】：鐵力士山 (建議售價 65 歐)(約台幣 2400 元)。(出發前七天決定並且付款)。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DORINT AIRPORT HOTEL ZURICH 或 MOVENPICK HOTEL AIRPORT 或同級 

第 七 天 蘇黎世－蒂蒂湖(含遊船)－海德堡 
今日早餐後驅車前往黑森林…到底哪裡是黑森林??其實，德國西南部這一大片都可以說是

黑森林！美麗的山中湖－蒂蒂湖，在春夏季節裡湖光山色之中，只見輕舟與遊人，如詩如

畫般的景色，在冬季裡樹梢枝頭覆蓋著靄靄白雪，更增添了幾許蒂蒂湖冬季的情調。抵達

後您可參觀黑森林特有的◎咕咕鐘的製造流程，並安排★蒂蒂湖遊船，遠處的山巒與清澈

的湖水交織出一幅美麗的景致。如有餘裕可漫步於湖區旁行人徒步區及森林環繞的悠靜湖

畔小徑，享受黑森林湖的寧靜安詳。隨後接著造訪電影“學生王子”故事背景地所在的大

學城─海德堡。前往參觀★古城堡及堡內的大酒樽、於◎老橋上眺望舊城及內喀爾河的優

美景致，漫步在民舍與學院錯落的舊城區，享受閒適的歐洲風情。 

備註：蒂蒂湖遊船如遇天候不佳，船班取消，則恕不另外退費。 

第 八 天  海德堡－萊茵河遊船－Wertheim Village Outlet－法蘭克福 
早餐後前往萊茵河來一段遊船之旅，搭乘★遊船徜徉於最美的一段萊茵河流域，蘿蕾萊巨岩

【下 車 參 觀】：聖加侖大教堂、史坦恩。 

【門 票 安 排】：修道院圖書館。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歐式小鎮傳統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DORINT AIRPORT HOTEL ZURICH 或 MOVENPICK HOTEL AIRPORT 或同級 

【下 車 參 觀】：老橋銅猴、學生監獄、聖靈教堂。 

【門 票 安 排】：蒂蒂湖遊船、海德古堡+登山纜車套票、大酒桶。。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德式香腸+黑森林蛋糕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DORINT AIRPORT HOTEL ZURICH 或 MOVENPICK HOTEL AIRPORT 或同級 



的動人傳說，更添旅趣，更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接著前往◎OUTLET 讓您享受購物之樂，

此 OUTLET 有一些減價的商品及過季商品在這裡銷售，由於很多人都會開車到這裡買，漸

漸就有許多品牌聚集於此形成了德國最知名的 OUTLET 之一。 

【下車參觀】：OUTLET。 

【門 票 安 排】：萊茵河遊船。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德式豬腳餐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LEONARDO HOTEL 或 NH HOTEL AIRPORT 或同級 

第 九 天 法蘭克福／台北 
今日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十 天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德瑞十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