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團：WHA 日內瓦
Geneva-德國 Germany、瑞士 Switzerland 雙國之旅 14 天
少女峰 Jungfrau.馬特洪峰 Matterhorn.瑞士兩次觀光列車

0518 第一天 美國 LAX / 日內瓦 Geneva
1920
LAX(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磯)
LX/LZ 41
/ZRH(Zuri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蘇黎世)
(18MAY)

LX 2810

ZRH(Zurich International Airport 蘇黎
世)/GVA(Geneva Airport 日內瓦)

1515
(19MAY)

1745

1835

(19MAY)

(19MAY)

0519 第二天 日內瓦 Geneva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抵達Ｇeneva 的貴賓請搭乘機場免費 Shuttle Bus 到旅館

0520 第三天 日內瓦 Geneva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有參加旅遊團的貴賓，含當天旅館到Ｇeneva City 觀光接送車(10hrs)
午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晚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0521 第四天 日內瓦 Geneva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有參加旅遊團的貴賓，含當天旅館到Ｇeneva City 觀光接送車(10hrs)
午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晚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0522 第五天 日內瓦 Geneva~蒙頭 Montreux
午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住宿：

晚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0523 第六天 蒙頭 Montreux ~西庸古堡 Chillon Castle ~策馬特
Zermatt
位於日內瓦湖畔的蒙投 Montreux，風景相當優美，四周盡是山水環繞，同時，
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溫泉療養中心；蒙投自古以來一直都是文人雅士喜歡聚集的
地方。不管是藝術家，文人墨客等都因為受到這裡浪漫美景感染而留下許多詩
篇和小說。例如海明威、盧梭、拜倫都曾以此地為創作題材。
阿爾卑斯山及日內瓦湖左右環繞的西庸古堡 Chillon Castle，被譽為世界最美監
獄之一。靜靜地矗立在日內瓦湖東畔的一塊巨大岩石島上，數百年來，日內瓦
湖的航道都由這座小島所控制，走過無數個世紀的悠悠歲月，堆疊了也斑駁了
了目前建的城堡，是瑞士最受遊客還應的歷史建築之一。
策馬特 Zermatt 是位於瑞士瓦萊州馬特洪峰北麓以德語和天主教為主的一個市
鎮。策馬特為世界著名滑雪勝地，同時也是瑞士著名冰河快車的終點站。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晚餐：西式 3 道式或中餐
住宿：

0524 第七天 策馬特 Zermatt~ 馬特洪峰 Matterhorn ~策馬特
Zermatt
馬特洪峰 Matterhorn，三角錐狀的特殊造型，以一柱擎天的姿態睥睨阿爾卑
斯山群峰。早餐後，特別安排搭乘★高山齒軌電車，登上歐洲位置最高，海
拔 3130 公尺的
◎高納葛拉特平台 Gornergrat，遠眺高山冰河，一享銀色世界的愜意，以及
體驗置身冰河之下的經驗。
搭乘齒輪登山火車前往葛拉特觀景台，眺望馬特洪峰的雄姿，馬特洪峰外形
奇偉，有如金字塔般，被稱為「山中之王」，其尖峰高欲破天，是策馬特的
地標，夏天天候良好時，來到利菲爾湖（Riffelsee），「倒影成兩峰」的景象，
更是一絕，伴著清風往下走來，路邊花草點綴，大口呼吸沁涼的空氣，順道
吐出胸中穢氣，繼續美好的旅程。來去見識聞名全球的齒輪登山火車（Rack
Railway），是歐洲最早電氣化的登山火車，從策馬特到海拔 3089 公尺的葛拉
特觀景台(Gornergr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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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特觀景台望去，大三角形的山峰在後，數條冰川匯
流而成的葛納冰河在前，瑞士最高的羅莎峰在左側，「嘆世間美為何物？直
教人終生難忘！」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西式 3 道式
晚餐： 西式 3 道式
住宿： Hotel Ambassador Zermatt 或同級四星

0525 第八天

策馬特 Zermatt~ 冰河列車 ~ 安德瑪特 ~ 0852/1146
~ 茵特拉肯 Interlaken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 是一條從策馬特行駛到聖模里茲（夏季可達達沃斯）
之間的鐵路線，是著名的觀光路線，由勞蒂亞鐵路（Rhätische Bahn）及馬特
洪哥達鐵路（Matterhorn-Gotthard-Bahn，本身原是兩家公司）共同經營。
冰川特快的行駛速度並不快，但是中途即使行經不同鐵路路線，乘客也不必
換車。在路程中，冰川特快一共會經過 291 條橋樑、91 個隧道，並通過海拔
2033 公尺的歐伯拉普隘口，總時程約 7 個半鐘頭。冰川特快全線採用窄軌鐵
道，並有部分路段利用齒軌以利在陡峭的坡度上行進。
※本團搭乘冰河列車從安德馬特至策馬特，車程約 3 個半小時
策馬特 ZERMATT（德語：Zermatt，義大利語：Zermatt，法語：Praborgne）
是位於瑞士瓦萊州馬特洪峰北麓以德語和天主教為主的一個市鎮，距離義大
利邊境約 10 公里。策馬特為世界著名滑雪勝地，同時也是瑞士著名冰河快車
的終點站。策馬特作為旅遊城市，服務設施一應俱全，世界各地的餐館雲集，
有中餐、泰餐和印度餐館。瑞士名表店也比比皆是。
策馬特是無車小鎮，所有燃氣的機動車都禁止通行，當地僅可以用電瓶車或
馬車代步，公交車和計程車均是電瓶車。策馬特有火車通往 Brig 和 Täsch，所
有的汽車均停靠在 Täsch 轉乘火車進入策馬特。從策馬特前往遊覽瑞士南部
雪山馬特洪峰，可以選擇乘齒輪火車或纜車。作為遊覽馬特洪峰的中轉站，
登山及滑雪愛好者常下榻於這個小鎮。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西式 3 道式
晚餐： 西式 3 道式
住宿： LINDNER GRAND BEAU RIVAGE 或同級 (5 星)

0526 第九天 茵特拉肯 Interlaken~少女 Jungfrau~茵特拉肯++黃金
列車一等艙~ 盧森 Lucerne
少女峰 Jungfrau 今日前往瑞士最著名山峰少女峰，此為伯恩高地最迷人的景
觀；深入阿爾卑斯，體驗終年冰雪世界的旅程，絕對是您造訪瑞士時不容錯
過的經典行程。首先前往少女峰的山麓車站，轉搭登山齒輪列車，一路銀峰
翠谷山迴路轉直上世界最高（3,445 公尺）的火車站－少女峰車站。而旅程的
展開，就從 3,454 公尺全歐洲海拔最高的火車站開始！從斯芬克斯觀景台俯瞰
阿萊奇冰河，其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自然遺產，亦可觀賞山頂冰宮之冰
雕；海拔最高的瑞士蓮巧克力天堂(Lindt Swiss Chocolate Heaven)，於 2014 年
對外開放，店裡除了提供各式不同口味、最優質的巧克力，還可以深入了解
巧克力的製作過程。午餐安排於山頂觀景餐廳享用，透過巨型窗觀賞阿爾卑
斯山令人讚嘆的絕佳景緻。在峰頂，您更可以欣賞到萬年冰宮內的各式冰像
奇景，搭乘瑞士最高速的電梯登上史芬克斯觀景台！只要 25 秒就可以抵達上
方的露台。前往茵特拉根 Interlaken，開車前往車是少女峰山腳下的一個瑞士
旅遊觀光城市，附近的幾個小鎮也是都瑞士著名的度假勝地。以一年四季風
景醉人著稱。作為前往少女峰的重要門戶之一 。茵特拉根的意思是「在湖水
之間」
（源自拉丁語 Inter Lacus，1280 年首次出現[Civitatis Inderlapen]的名字），
因為夾在西邊圖恩湖(Thunersee) 東邊 里恩 湖 (Brienzersee)之間。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西式三道式
晚餐： 西式三道式
住宿： Hotel Schweizerhof Luzern 五星 或 Hotel PALAC 五星

0527 第十天

盧森 Lucerne~波登湖 Lake Constance~新天鵝堡 New
Swanstone Castle ~阿爾卑斯山脈 Alps

沿著德國、瑞士、奧地利三國邊界湖－波登湖畔，尋訪羅曼蒂克大道最美麗的
角落~新天鵝堡。安排★巴士上山從●瑪麗安橋上眺望，是欣賞新天鵝堡的最
佳眺望點，一切美景盡收眼裏，在此還可看到很多戀人結鎖於橋上，見證戀情，

隨後循著森林小徑，優遊漫步前往天鵝古堡。▲新天鵝堡，國王的不朽童話城
堡，相信大家都有看過迪士尼動畫中的睡美人和迪士尼的商標，它就是由新天
鵝堡的美景得來的靈感。集結童話 夢幻於一身的新天鵝堡，為浪漫主義時期
代表性建築。這座城堡彷彿吸取了整個德國的浪漫，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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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城堡，城堡
的最初草稿為劇院畫家 舞臺設計者所創造，故使其保有如夢如幻的不真實感，
讓人怦然心動；而國王的獨特藝術天分，採用的建築及裝潢至今仍不退潮流，
其華麗的廳堂、窗外茂密的林木景致，再加上國王本身的傳奇故事，讓新天鵝
堡成為所有德國城堡之最，也令人沉浸在國王建構的美夢之中。夜宿國王湖區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西式三道式
晚餐： 西式三道式
住宿：Alpen 五星 或同級

0528 第十一天 國王湖 Königssee ~慕尼黑 Munich
上午搭車前往位於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瓦茲曼山下迷人的高山湖泊－國王
湖，特別安排★乘船遊湖。如鏡的湖面，倒影著挺拔深幽的林木，雄偉峻峭的
雪峰…狹長深黝的湖水，加上兩岸陡峭的山谷及屹立於湖畔的小禮拜堂，一幅
渾然天成的山水美景，沒有人工修鑿痕跡，獨有的靈秀之氣純屬天然，為了保
護它不受污染，僅能使用電動船遊湖，因此湖水清澈，水質達飲用水標準，是
德國境內最乾淨也最美麗的湖泊。
下午前往慕尼黑市中心最熱鬧的瑪麗恩廣場，附近的▲聖母教堂、新舊市政廳
及鐘樓、露天咖啡座，熙來攘往的遊客，您可以深刻感受大都會的脈動。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西式三道式
晚餐： 西式三道式
住宿：Alpen 五星 或同級

0529 第十二天 慕尼黑 Munich~羅騰堡 Rothenburg~海德 Heide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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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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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地方吸引著無數的文人雅士到訪，讓浪漫派詩人歌德把心遺失，讓雨
果無法自拔？馬克吐溫曾說：「海德堡是我到過最美的地方」！我們特別安排
搭乘纜車前往盤踞山腰間的古堡，遠眺山蓊鬱的綠葉半掩著內喀河，陽光灑落
波光躍金，紅瓦白牆、古橋，一座美麗又充滿文化氣氛的大學城，無怪乎博得
許多人對它的讚美及親近，讓它變成德國浪漫主義的化身。

早餐： 飯店內享用
住宿：nH 或同級

午餐： 中式料理

晚餐： 西式三道式

0530 第十三天 海德堡 Heidelberg~畫眉鳥小巷 Drosselgasse ~萊茵
河遊船~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在呂德斯海姆有一條著名的畫眉鳥小巷
（Drosselgasse），狹窄的小巷，144 米的長度，卻
遊人如織。小巷兩旁鱗次櫛比分佈著旅館、酒吧、
餐廳和酒莊。德式風情濃郁的建築、精緻的陳設、
譽滿全球的葡萄酒、傳統而閒適的生活方式，令來
此遊覽的遊客感受到了輕鬆而別致的情趣，使得每
年來此觀光的遊客達到 300 萬
前往碼頭★搭船遊覽一段不一樣萊茵河，沿途可欣
賞兩岸林立的葡萄園、古堡、城鎮等。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Marriot 或 Hilton 或同級

0531 第十四天 法蘭克福 Frankfurt/美國 L.A
此天無用車，請貴賓搭乘免費 Shuttle Bus 到機場

不含 MAY19-21 旅館住宿
團費： 21-26 人
台幣 115,000 元整
27 人以上
台幣 112,000 元整
含領隊司機小費、行李搬運費、台灣旅行社旅行責任險、May20-22 午餐/晚
餐、May20-22 用車、May22 旅館。
此團由台灣旅行社派出合格領隊帶團
以上報價不含：國際段機票、全程餐不含飲料&酒、開會期間飯店住宿
(MAY 19-21)
所需證件：護照(有效期 6 個月)。
金鶴旅行社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呂阿美 0933319715 廖慈貞 0919131382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 號 13 樓

包含 MAY19-21 旅館住宿
團費： 21-26 人
台幣 122,450 元整
27 人以上
台幣 119,450 元整
含領隊司機小費、行李搬運費、台灣旅行社旅行責任險、May20-22 午餐/晚
餐、May20-22 用車、開會期間飯店住宿 May19-22 旅館(5* Mövenpick
Hotel & Casino Geneva)。
此團由台灣旅行社派出合格領隊帶團
以上報價不含：國際段機票、全程餐不含飲料&酒。
所需證件：護照(有效期 6 個月)。
金鶴旅行社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呂阿美 0933319715 廖慈貞 0919131382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 號 13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