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瑞士～黃金列車、馬特洪峰
少女峰、萊茵河遊船 OUTLET 豪華 12 日
出發日期：2019 年 8 月 25 日-(星期日)
包含領隊小費、台中－機場來回接送
本團特別升等中式合菜８菜一湯／西式四道式
(一般網路團是七菜一湯/西式三道式)
★搭乘中華航空，法蘭克福進出，來回直飛航班不中轉。
★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
導遊 及領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界所干擾！
★贈送每間房使用 wifi 分享器一台(二人共用)

【行程特色】
★【少女峰】搭乘齒輪登山火車載著我們登上海拔 3454 公尺的歐洲之巔 Jungfraujoch 火車站，左
擁和尚峰，右抱少女峰，中間狀似一條銀帶的阿雷奇冰河南流，您一定感慨《此景只應天上有》。
★【馬特洪峰】搭乘登山觀景火車往位於海拔 3090 公尺的高奈葛拉特的觀景台，沿途您可從不同
的角度欣賞馬特洪峰的 壯麗景色，從這裏可眺望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4478M)。
★【黃金列車】最受歡迎的全景觀火車～黃金列車：挑選《部落客票選最美的火車路線》茲懷斯門
- 蒙投，坐在擁有四片玻璃的全景觀車廂中，飽覽瑞士的湖光山色，搭乘黃金列車景觀路線頭等
艙，絕美景色盡收眼底。
★【新天鵝堡】入內參觀(中文耳機導覽)並且安排搭乘巴士上山、搭乘馬車下山。
★【洛書堡穿山列車】搭遊覽車上火車!?是的，洛書堡隧道透過鬼斧神工的工法，於 1913 年完成
穿越阿爾卑斯山的列車。
★【萊茵河遊船】史特拉斯堡遊船之旅：史特拉斯堡位德法邊境，城內建築風格受德法兩國影響，
舊城區保留著濃濃的古老法國小鎮的風格。安排遊船享水巷行舟樂趣，古厝巷弄之間，帶來無限浪
漫的心靈感受！。
★【波登湖畔渡輪】 註：一般團體僅搭乘巴士繞過波登湖前往瑞士，必需多花 1 小時左右車程。
★【海德堡】古堡之旅：包含搭乘纜車上下海德古堡。(含入內門票)

【精選飯店】
慕尼黑五星飯店：WESTIN GRAND MUNICH 或 LE MERIDIEN 或 同級
羅騰堡城內飯店：PRINZ 或 TILMAN 或 ALTES BRAUHAUS 同級
海德堡城內飯店：MARRIOTT HEIDELBER 或 CROWNE PLAZA HEIDELBE R G 或 同級

【參考航班】
班機日期
2019/09/08
〔星期日〕
2019/09/18
〔星期三〕

第一天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桃園)

法蘭克福

CI061

23:10

06:50+1

法蘭克福

台北(桃園)

CI062

11:20

06:10+1

台中-桃園／法蘭克福 Frankfurt(飛行約 13 小時 40 分鐘)

今日搭乘專前前往桃園國際機場,由專業領隊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豪華的客機飛往歐洲。班機於隔天早
上抵達法蘭克福
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飛機上
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晚餐：苗栗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機上

第二天

法蘭克福～98KM～萊茵河遊船 Rhine Cruise-呂德斯海姆-杜鵑小巷
～145KM～海德堡 Heidelberg(安排纜車上或下古堡)

『萊茵河遊船』萊茵河：全長 1320 公里，流經 BOPPARD 時，兩岸懸崖絕壁，山谷陡峭有壯觀的葡萄園，
高聳入雲的岩峰陸續出現的古堡，圍在教堂四周的村莊，以及聆聽悅耳的蘿蕾萊之歌和蘿蕾女神之淒美
傳說，在一小時的行船時間裏，在藍天白雲的幽靜中，您可慢慢享受著萊茵河上綺麗動人的原野原野風
光。萊茵河中上游區域在 200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呂德斯海姆』建於十二世紀的呂德斯海姆，是通往世界文化遺產——萊茵河谷的大門。從呂德斯海姆
沿萊茵河順流而下，就進入了萊茵葡萄酒的主產區，這裡年產將近 3000 萬瓶葡萄酒。在萊茵河右岸的
呂德斯海姆稍微平緩的山坡上，到處都是綠色的葡萄園，小鎮被葡萄園擁圍著，在鎮子上的居民，幾乎
是「家家泉水，戶戶酒窖」。釀出的美酒，自然是要為眾人分享，所以，整個鎮子到處都是酒館，家家
都有特釀，也就不足為奇了。這裡不止出產雷司令這樣的白葡萄酒，這裡的紅葡萄酒也十分出色。
『海德古堡』因拍攝電影《學生王子》而聞名的大學城，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上或下海德古堡，體驗
新玩法。並參觀餐觀卵石覆蓋的市集廣場、聖靈教堂、市政廳。
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信步閒逛是最適合它的旅遊方式，在市區即可清楚看到此座佇立在山丘之上的城
堡，這裡建立了德國境內的第一所大學，許多詩人及藝術家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而造訪此地，並且歌頌
這個城市，哥德即是最佳代表。美麗古橋映照著夕陽的古堡和綠色山丘，還有磚紅色的古樸小鎮，不管
哪一處的風景都是俯拾入畫的絕佳景致。此古堡雖然已是十三世紀的建築物，但風采依舊。經過擴建後，
形成歌德式、巴洛克式及文藝復興三種風格的混合體。地窖更收藏了一個可容二十二萬公升的大酒桶。
漫步到城堡陽台上，還能俯瞰古城與內卡爾河 的城市風光，浪漫之情由然而生。接著你可漫步在這深
具歷史及文化特色的環境裡，參觀古老的大學城，而後前往內卡河上的古橋，此乃眺望城堡、市鎮、河
川最佳的去處。
【特別安排】萊茵河遊船。
【特別安排】搭乘纜車上或下海德古堡。
【入內參觀】海德古堡。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萊茵河畔德式風味餐(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晚餐：飯店內用主廚推薦料理(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住宿：HEIDELBERG MARRIOTT HOTEL 或 CROWNE PLAZA HOTEL HEIDELBERG 或 NH HEIDELBERG 或
LEONARDO HOTEL HEIDELBERG CITY CENTER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海德堡～140KM～悠遊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73KM～科瑪 Colmar

悠遊亞爾薩斯省最迷人的城市～
『史特拉斯堡』位在法德瑞三國交界的《歐洲十字路口》，從羅馬時代起就是連結北歐洲與南地中海的
重要據點，為歷史上的多事之地。為了平息自古以來的恩恩怨怨，1979 年歐洲議會以史特拉斯堡作為集
會地，從此它便被冠上《歐洲首都》之名。觀光客必訪的小法國區，在 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被伊爾河圍繞，河邊分佈著木造屋和露天餐廳，兩旁的建築之美，容易讓人以為身
處世外桃源。而更不能錯過稱得上哥德式教堂的登峰之作～聖母院，法國著名作家雨果曾以：集巨大與
纖細於一身令驚異的建築，來形容這座教堂。
『科瑪』有法國《小威尼斯》之稱的。小威尼斯雖是舊時漁人生活的遺跡，卻佈滿了各種不同顏色的花
草與半木造屋，鵝黃、水藍、草綠，在此或用或漫步，有如置身仙境。另外創作紐約自由女神像的巴多
第，就是道地的科瑪人。
【下車拍照】小法國區、聖母院、小威尼斯。
【特別安排】史特拉斯堡遊船之旅:史特拉斯堡位德法邊境，城內建築風格受德法兩國影響，舊城區保
留著濃濃的古老法國小鎮的風格，特別安排遊船一享水巷行舟的樂趣，古厝巷弄之間，帶來無限浪漫的
心靈感受！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百年米其林推薦餐廳(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晚餐：科瑪亞爾薩斯風味餐(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住宿：Mercure Colamr Centre Unterlinden 或 Grand Hotel Bristol 或 Hotel L'Europe Colmar 同級

第四天
科瑪～160KM～伯恩 Bern～70KM～茲懷斯門(Zweisimmen)+++黃金景
觀列車(頭等艙)(行車約二小時)+++～蒙投 Montreux
『伯恩 Bern』瑞士首都，這個市名是源自～熊 Bear。根據傳說，建造這座城市的柴林根家族決定要以
第一個獵取的動物為市名，而這一個就是～熊。所以在市區處處可見以熊圖案或熊為主題的事物。伯恩
老城 Old City of Berne， 在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裡擁有總長六公里、
歐洲最長的購物長廊。古味十足的首都～伯恩。中世紀風味的建築襯以鮮花艷麗的妝扮，造就了伯恩獨
特的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其列入世界文化名錄中。漫步在老城區內，巡禮一番，街上至今還保留
著多處噴泉，如熊噴泉等點綴著伯恩的街道。歷時數百年而依舊精準的鐘塔、愛因斯坦故居，皆是不可
錯過的精彩景點，而其總長約六公里的購物拱廊，更為人所津津樂道。
『黃金列車 Golden Pass Panoramic』全瑞士最著名的景觀火車，特別安排黃金快線全景觀快車路線:茲
懷斯門~蒙投，據說這段可說是黃金列車路線中的精華，因為沿途放眼望去都是寬闊一望無際的綠色丘
陵及美不勝收的湖景，坐在擁有四片玻璃的全景觀車廂中，飽覽瑞士的湖光山色，……....就像在 IMAX
電影的巨幕上。
註 1：黃金列車尚未公佈上半年度例行保養時間及區段，待官方公告後，會再告知受影響的團體配套方
法。
註 2：如遇黃金列車頭等艙客滿，則改搭乘二等艙將於外站每人退費 10 歐元，敬請見諒！
註 3：行程設定搭乘的車型為 GOLDEN PASS PANORAMIC，如下圖所示。但如遇下圖車型客滿，為使行程
順暢，將改搭 GOLDEN PASS CLASSIC，兩車型行駛的路線皆一樣，改變的為 CLASSIC 為復古火車的外型
及內裝，敬請見諒！
『蒙投 Montreux』有《瑞士蔚藍海岸》之稱的觀光旅遊都市。蒙投是日內瓦湖畔一深受歡迎的高級休閒
渡假區、亦有《瑞士的香格里拉》之稱。日內瓦湖畔長達 15 公里的步道、終年覆雪的高山景緻、有蒸
氣船的行走的湖面風光、沿著湖畔層層往上攀升的美麗葡萄園景觀、溫和的氣候、高級且獨具風格的飯
店以及多樣化的美食與佳餚等，這一切都為美麗的蒙投更增添了許多獨特的魅力；全球知名的海明威、
卓別林以及巴芭拉韓德利克等其他大明星都因深愛此地而選擇以此為家。另外，每年夏季於日內瓦湖畔

所盛大的舉行的蒙投爵士音樂節，更是爵士樂迷不會錯過的經典節慶。
【溫馨提醒】此行程特別安排入住歐洲渡假區域飯店，如蒙投、茵特拉根及格林德瓦(少女、艾格峰地
區)、波登湖區。這些區域許多飯店興建時因當時氣候因素、保護建築或當地法令的關係，只有設置暖
氣而無冷氣空調，敬請見諒！
【下車拍照】愛因斯坦故居、購物拱廊、伯恩鐘塔。
【特別安排】頭等艙黃金列車(茲懷斯門～蒙投)風景最美的菁華路段。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百年穀倉地窖餐廳風味餐 或 義式餐廳 (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晚餐：飯店內用主廚推薦料理(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住宿：五星飯店 ROYAL PLAZA 或 同級飯店 或 若遇此地區五星飯店客滿改為四星飯店住宿，
則將改安排其地區五星飯店替代。

第五天
蒙投～136KM～策馬特++高奈葛拉特觀景台-馬特洪峰++～51KM
～洛書堡穿山列車～42KM～茵特拉根 Interlaken(格林德瓦 Grindelwald)
今日專車前往策馬特，首先抵達特施換搭區間火車進入這個阿爾卑斯的無煙山城。
『馬特洪峰』瑞士標誌性的山峰之一，只要是看過馬特洪峰的人，必定對它如金字塔型狀的山峰的讚嘆
不已。於 1898 年的高奈葛拉特羅薩峰鐵道是瑞士第一條電動齒軌鐵道，正是由於它的開通，使得遊客
可以輕鬆的進入神秘的大山世界。當您搭乘瑞士人最引以為傲的現代登山纜車時，請您試著想像這工程
建造的過程，我想您就能瞭解為何瑞士人會以此自豪，您的心裡也會自然的對建造這偉大工程的瑞士人
致敬。
高奈葛拉特火車站 Gornergrat Bahn：乘坐高奈葛拉特羅薩峰鐵道公司的登山火車，前往位於海拔 3090
公尺的高奈葛拉特的觀景台，沿途您可從不同的角度欣賞馬特宏峰的壯麗景色，由此遠眺，寬廣的冰川、
高達 4478 公尺的馬特宏峰巍然屹立，就像大自然最完美的作品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不愧其《山中之王》
的美名。雄偉壯觀的景緻，盡收眼底，令人嘆為觀止，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洛書堡穿山列車』午後經由穿越阿爾卑斯山的洛書堡穿山列車，專車前往茵特拉根 INTERLAKEN：意即
「在湖水之間」（laken 在德文中是湖，inter 則是「之間」的意思），位在西邊圖恩湖與東邊布里恩
茨湖之間，為上少女峰的起始點。自古以來就是風光明媚的度假勝地。因冰河融化後的水匯集而成的湖
泊水面寧靜，呈現出寶石般的色彩和光澤。車站旁的熱鬧街道，足以盡情探索這度假勝地的活力，而當
站在 HOEHE MATTE 的綠茵草地上，著名的少女峰，就靜靜地與你深情相望！
【溫馨提醒】此行程特別安排入住歐洲渡假區域飯店，如蒙投、茵特拉根及格林德瓦(少女、艾格峰地
區)、波登湖區。這些區域許多飯店興建時因當時氣候因素、保護建築或當地法令的關係，只有設置暖
氣而無冷氣空調，敬請見諒！
【特別安排】登山火車、高奈葛拉特觀景台。
【特別安排】洛書堡穿山列車。穿越阿爾卑斯山脈，不僅可以體驗瑞士人的偉大隧道工程，縮短山路行
車時間，也減少車行山路的不適。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山頂景觀餐廳自助式套餐
晚餐：瑞士風味餐(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住宿：五星 Lindner Grand Hotel Beau Rivage 或 五星 Victoria Jungfrau Grand Hotel & Spa 或
五星 Romantik Hotel Schweizerhof Grindelwald 或 若遇此地區五星飯店客滿改為四星飯店住宿，則
將改安排其地區五星飯店替代。

第六天

茵特拉根～13KM～少女峰 Mt.Jungfraujoch 火車之旅一日遊
～80KM～盧森 Luzern(蜜月之鄉)

歐洲之脊～少女峰輕鬆遊....
『少女峰』～有《歐洲屋頂》之美稱。歐洲最高大的山脈～阿爾卑斯山，綿延全長 1200 公里的景觀，
多元而豐富的景觀，絕對值得您細細品味！特別安排以搭乘火車方式，盡情欣賞瑞士山光美景，隨著世
界特當拜倫於十九世紀拜訪伯恩高地時，只能遠觀美景，心中卻留著一絲遺憾，因為他無法登上高處望
遠。2001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歐組織評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今日只要以 1 小時 45 分左右的時間，搭乘少女峰鐵道公司最具歷史意義的著名登山齒軌火車，前往標
高 3454 公尺的 Jungfraujoch 火車站，此乃全歐位置最高的火車站，您可透過巨型窗觀賞阿爾卑斯山
岩令人驚異讚嘆的絕佳景緻。左擁和尚峰，右抱少女峰，中間狀似一條銀帶的阿雷奇冰河南流，您一定
感慨：此景只應天上有。
抵達後可轉搭乘世界最高速的電梯，登上史芬克斯觀景台，一覽飛泄冰河與冰海的迫人氣勢。或您可至
餐廳喝杯咖啡或欣賞山頂冰宮之冰雕、及阿爾卑斯最長的阿雷奇冰河，此冰河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遺產了。
今晚住宿於瑞士，有《蜜月之鄉》之稱的的渡假聖地～盧森。
【入內參觀】少女峰山頂車站、史芬克斯觀景台。
【特別安排】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少女峰頂景觀餐廳西式餐(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料理(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住宿：Radisson Blu Lucerne 或 Hotel Monopol 或 Ameron Flora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七天

盧森輕鬆遊～130M～波登湖(搭乘波登湖渡輪)～夜宿湖區

『盧森城 LUZERN』充滿文藝復興時期風味的中世紀小鎮，建立於 1178 年,此地是 1332 年以原始三個州
獨立後，第四個加入瑞士誓約同盟的美麗的中世都市，這裡也是前往瑞士中部鐵力士山的重要門戶，又
有《蜜月之鄉》的美稱。獅子紀念碑：為紀念法國革命時、因保護路易 16 而戰死的勇敢瑞士勇兵們而
建的紀念碑。
卡貝爾木橋：建於 14 世紀初的有頂木造橋,橋身裡掛有大約 110 多幅的版畫，1993 年曾發生火災，致
使木橋一半被燒毀，不過在火災第二年後即重建復原卡貝爾木橋的美麗。位於橋中間的八角形的水塔、
從前是看守此城的地點。
『獅子紀念碑』紀念於西元 1792 年徵募前往法國巴黎杜樂麗宮戰役中，傷亡約 1100 名忠誠勇敢的瑞士
傭兵。
專車前往德、瑞、奧三國邊界湖～波登湖，隨後換乘渡輪橫渡歐洲最大的內陸湖泊～波登湖，欣賞壯麗
的湖光山色。今晚夜宿於歐洲內陸最大淡水湖～波登湖區。
註：一般團體僅搭乘巴士繞過波登湖前往德國，必需多花 1 小時左右車程。
【溫馨提醒】波登湖為德、瑞、奧三國的邊界湖，三國的居民都會以此湖區為渡假休閒的首選，若此湖
區週邊店客滿，則會安排入住其他阿爾卑斯小鎮的飯店，如福森、多伯恩、上斯陶芬，敬請了解。
【溫馨提醒】此行程特別安排入住歐洲渡假區域飯店，如蒙投、茵特拉根及格林德瓦(少女、艾格峰地
區)、波登湖區。這些區域許多飯店興建時因當時氣候因素、保護建築或當地法令的關係，只有設置暖
氣而無冷氣空調，敬請見諒！
【下車拍照】獅子紀念碑、卡貝爾木橋。
【特別安排】波登湖渡輪。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中式料理(本團升等八菜一湯+水果,一般團七菜一湯)
晚餐：中式料理(本團升等八菜一湯+水果,一般團七菜一湯)
住宿：SEE HOETL 或 CITY KRONE 或 MERCURE BREGENZ CITY 或 同級旅館

第八天

湖區～162KM～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125KM
～慕尼黑 Munich

『新天鵝堡』1869 年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為實現其一生理想表現出中古世紀騎士精神所建而成
的城堡。城堡的最初草稿為劇院畫家與舞臺設計者所創造，故使其保有如夢如幻的不真實感，讓人怦然
動心。他與著名作曲家瓦格納的交往因過度揮霍以及公私不分，遭內閣人士與人民的強烈反對，瓦格納
的最終被迫離開慕尼黑，使路易二世愈加厭惡慕尼黑，而傾心於巴伐利亞山區。
新天鵝堡座落在群山環抱之中，矗立在石山高原上，背一面清澈透明的湖水，鳥瞰四周緩緩起伏的樹林，
幽靜的自然景色與新天鵝堡夢境般的外貌相互輝映。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座自己的城堡，讓時間在城堡裏
不再擁有任何意義，讓夢在城堡裏自由飛翔。
【特別安排】遇天候不佳山路積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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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一般團體為節省成本僅在外拍照，而且必需走路上下山，耗時耗力，或是推自費活動 25
歐元。
【特別提醒】如遇旺季期間下山馬車排隊者眾多，領隊現場考量之後行程可能因此造成延宕，改成步行
下山，則每人退費 5 歐元，敬請見諒。
隨後驅車前往德國巴伐利亞郡的首府～慕尼黑。
『慕尼黑』巴伐利亞郡的首府，德國第三大城，保留著原巴伐利亞王國的古樸風情，被譽為是德國最適
合居住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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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比賽經常在此舉行，處處充滿巴伐利亞豐富的文化氣息，每年９月第３個星期六舉行到１０月第一
個週末，舉辦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節 OKTOBERFEST」，吸引全世界旅人前來狂歡慶祝暢飲，也因此
博得「世界啤酒之都」之美譽。
註：若遇慕尼黑節慶或展覽期間，五星飯店客滿則更改於其他城市升等住宿五星級飯店。
【入內參觀】新天鵝堡、威斯教堂。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新天鵝堡山腳下烤雞餐(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晚餐：巴伐利亞豬腳啤酒風味餐(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住宿：五星 Westin Grand Hotel Munich 或 五星 Le Meridien Munich Munich 或 五星 Hilton Munich
Park 或 若遇此地區五星飯店客滿改為四星飯店住宿，則改安排其地區五星飯店替代。

第九天

慕尼黑輕鬆遊(瑪莉恩廣場、新市政廳)～80KM～名牌精品 OUTLET
購物～173KM～羅騰堡(浪漫童話之夜)

『瑪莉恩廣場』位於慕尼黑中心位置，廣場上有新市政廳，其主樓的鐘樓也是聞名遐邇。廣場旁有著雙
塔圓頂造型的聖母教堂，是慕尼黑具有象徵性的地標建築物。
新市政廳：位於廣場上，其主樓中央的鐘樓也是聞名遐邇，每天早上 11 點、中午 12 點及下午五點，都
會有精彩的機械壁鐘演出，造型花俏的人偶在悠揚的樂音中上演演出騎馬矛戰及婚禮舞蹈的歷史場景，
百年前即有此工藝技術，著實不易。
爾後貼心安排些許自由活動時間，讓您有足夠的時間細細品味慕尼黑，您可恣意地在老城區內踩著石板
路閒逛，沿著大街漫步，可以看到兩顆圓型的洋蔥頭高塔，即為著名的聖母堂，也可順道逛逛馬克西米
連大道的精品店，或在路旁咖啡座邊品嚐一杯 Expresso、或是拿起準備已久的小秘笈穿梭小巷弄之間尋
寶，讓您盡情享受在慕尼黑的旅行，偷得浮生半日閒的美好。
『INGOLSTADT VILLAGE OUTLET』 購物，擁有最多高檔品牌的集散地，特別是歐洲當地精品，價格約
是原價的 40－60%，內部約有 100 多個品牌聚集的商店、3 家餐廳、兒童遊戲區及免費 WIFI，硬體設施
上可說是非常齊全，讓您置身其中購物，如魚得水。
註：如遇 OUTLET 休息或國定假日未有營業，我們將會儘量調整行程安排至其他 OUTLET 購物，如有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今晚我們特別安排入宿於素有『中古世紀之寶』美譽的～羅騰堡古城內，讓你在避開旅客如織的白天後，

古城、月亮、泛黃的燈光，讓建築物多了份神秘色彩，讓你能在寧靜的小城夜晚，享受「南德」的浪漫
之夜。
(本公司特別安排住宿於羅騰堡，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建築，若無訂到羅騰堡改訂其他城市則每人退費
20 歐元。)
註：為了讓您體驗更多元的住宿經驗，行程中會特別安排老城內飯店，由於此型態旅館多為百年建築或
非制式旅館改建，往往團體中會有不同房型，每對貴賓所住房間可能略會有房型上的不同；且古城區飯
店通常只有配置暖氣而無冷氣空調，尚請旅客見諒。
【下車拍照】瑪麗安廣場、新市政廳。
【入內參觀】INGOLSTADT VILLAGE OUTLET。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發餐費 20 歐元(方便逛街購物)
晚餐：中式料理(本團升等八菜一湯+水果,一般團七菜一湯)
住宿：Prinzhotel Rothenburg 或 Hotel Altes Brauhaus 或 Tilman Riemenschneider 或 同級旅館

第十天

羅騰堡 Rothenburg～188KM～法蘭克福 Frankfurt

浪漫大道多風情，我心遺留在中世紀...【最是浪漫羅騰堡】
『羅騰堡』位於城堡大道與浪漫之路的交會上，素有《中世紀的珠寶》之稱，充份保持著中世紀、文藝
復興時期城市的風貌，而馬克廣場、市政廳、古時鐘等皆是重要的景點；漫步在鵝卵石街道，兩旁是未
被損壞的歌德式和文藝復興式的建築，走進彎彎曲曲的長廊，一座鐘樓、一個巷口都藏著一段故事、一
段歷史的延續，宛如時光倒流。雖然上帝不想讓時間在人間駐足，然而時間在有些地方卻不願往前走，
德國的羅騰堡就是這樣的地方，可以說他又古典又浪漫。
市政廳：1631 年市長救城的歷史，在時鐘塔上，遊客們則每天都能看到市長飲下一桶酒救了這個城的木
偶短劇。
午後時分返回法蘭克福市區觀光，映入眼簾即是大教堂與羅馬廣場相望的舊市政廳等，爾後給您些許的
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悠閒享受購物之樂，或者您也可以在廣場上恣意的喝杯咖啡，倘佯於大文豪哥德
的世界。
【下車拍照】古城門、聖雅各教堂、城堡花園、市政廳。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老城烤豬肉風味餐+啤酒一杯
晚餐：人氣米其林推薦餐廳(本團升等四道式,一般團三道式))
住宿：Holiday Inn Frankfurt Alte-Oper 或 Radisson Blu Frankfurt 或 Leonardo Royal Hotel
Frankfurt 或 Plaza Frankfurt Congress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十一天

法蘭克福／桃園(飛行約 12 小時 30 分鐘)

本日您將搭乘直飛的航班返回台灣，中途無需轉機，在本航段中，機上將提供您二次的正餐，並且於二
餐之間會供應點心或三明治等簡易輕食。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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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內美式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點心
住宿：機上

第十二天

桃園國際機場～台中

今日抵達家園，互道珍重再見，結束此次難忘的歐洲之旅，下次再見。
早餐：機上簡餐+大園永和豆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