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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峰.黃金號頭等列車.小王子+蘇黎世五星飯店.羅曼蒂克大道】 

【輕量版】德國 瑞士 小王子 頭等艙火車十天 

 

 

 

 

 

「小王子」是一本以童話方式撰寫的故事書， 

沒有華麗文藻堆砌的故事內容， 

沒有詭譎怪誕裝飾的劇情腳本， 

只是透過純真的文字，引領讀者找回童年遺失的想 

 像力……. 

 

 

      在小王子的冒險旅程中，遇見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人，一位身著巨大貂皮長袍的國王，在他的星

球上只住著他自己一個人，卻把宇宙萬物歸劃成他的國度，他熱中權勢的態度，讓小王子看見了

大人世界裡的爭名逐利；一位頭戴怪異華麗的帽子的男人，他自戀的個性，讓小王子不解大人們

虛榮心作祟的心理；一個愛喝酒的酒鬼，讓小王子疑惑大人為何總愛借酒澆愁，不肯積極解決問

題；一個腦中總是盤旋著數字的商人，幻想著天空中的星星都是他的囊中物，貪婪不切實際的想

法，令小王子納悶大人為何如此重視金錢，以致忽略生命中其他精采的事物；一個盡心盡力的燈

夫，每天重複地熄燈滅燈的工作，猶如大人們日復一日的上班下班，枯燥乏味的生活消磨了當初

的熱情與衝勁…… 

 

     直到小王子來到地球，遇見了狐狸，狐狸告訴他，關於「馴服」的道理，因為彼此之間互相「建

立關係」，因此，才會有情感的依賴，於是小王子懂了，這是他與星球上的玫瑰花之間難解的牽絆，

那時，他才突然思念他的玫瑰花。 

 

   小王子遇到了地球上第一個人類—即是作者，飛機墜落於撒哈啦沙漠的飛行員，他們兩個在相

處的過程中，彼此交心，作者慢慢了解小王子的一切，跟著他笑、陪著他哭，一點一滴「建立關

係」，小王子陪著作者度過修理飛機與瀕臨斷糧的危機，也逐漸幫作者找回當初遺失的童心。 

 

    故事接近尾聲，兩個人都回到當初的地方，但是相遇時的回憶，仍停駐於作者心中，我們都

一直以為小孩子的童言童語不切實際，身為長者的我們必須不斷地教導他們成長，但其實小孩子

擁有更大的包容力寬恕那已遺忘夢想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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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主題 + 蘇黎世五星飯店 】 

◆嚴選當地特色飯店：  
 (1)獨家安排： 

  巴登巴登 DER KLEINE PRINZ 小王子旅館。http://www.derkleineprinz.de/ 

Rademacher 家族依據安東尼、聖修伯里所著作的小王子一書而得到的靈感設計。酒店擁有忠實

原作品的油畫。房間數有４０間，且每個房間內皆是來自於 Rademacher 家族的精心設計，沒有

一個房間是相似的，此家族也依照他們多年旅館經營的經驗在將近有百年歷史的溫泉市中心－巴

登巴登，蓋了一所屬於自己家族的旅館。 

BELLE EPOQUE 小公主美好年代旅館。http://www.hotel-belle-epoque.de/  

BELLE EPOQUE 是小王子的姊妹飯店；1870 年由巴黎貴族 Ferdinand von Lotzbeck 公爵的度

假莊園改建成僅有 20 間如皇室寢宮且風格各異的套房使其名列 SMALL LUXURY HOTEL OF 

THE WORLD 一員。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在法文中代表著十九世紀末一段輝煌燦爛的時代，

生活富足，文化藝術百花齊放，猶如歐洲歷史上一顆耀眼的寶石，註記著那一段璀璨的金色年代。

而這間小巧而華麗的莊園正如其名以美好年代的法國新文藝復興風讓您充分感受美好年代的獨

特魅力。 

 (4)特別安排：蘇黎世地區（若遇此區域五星飯店客滿則改改其他地區五星入住） 

    蘇黎世地區：KAMEHA GRAND ZURICH 5 星級飯店或同級 

    蘇黎世地區：RENAISSANCE ZURICH TOWER HOTEL 5 星級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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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遺產-少女峰+阿萊奇冰河 

◆精選饕食特色 

米其林推薦餐廳是什麼 

米其林是一家賣輪胎的公司，因為業務的關係要常跑世界各地，於是很好事地將吃過的餐廳做評

分，如果不錯就會給星星，最多三顆星。對老外來說，能獲得米其林星星是何等榮譽的大事，因

此我們特別安排米其林「推薦」餐廳，來讓大夥先品嚐品嚐!意思是說米其林還沒給它星星，但其

實已經是準候選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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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市政廳百年地窖餐】(如遇餐廳客滿則改其他區域米其林推薦餐廳) 

於 1874 年開業，至今己有逾百年的歷史。主廚史楚坡（MICHAEL SCHUBAUR）是著名的米其

林廚師寇屈（OTTO KOCH）的得意弟子，我們將在此享用~德式豬腳+啤酒： 

燉煮醃漬帶骨豬小腿肉的一道料理。因為長時間燉煮，所以脂肪溶解，口味隨之濃郁。膠質部份相

當美味；之後再經過烘烤外皮香脆。德式豪食再搭配德國啤酒再完美不過！ 

  (2)【伯恩地窖餐廳】：【如遇餐廳客滿則改伯恩旅遊局推薦餐廳 】 

迎面而來的是一片昏黃迷離的燈光，巴洛克式的裝潢，挑高的拱型柱上畫滿壁畫；真是浪漫！餐廳，

原是穀倉建於 1718 年，過去是存放稅糧的地方，上面 3 層樓放五穀雜糧，地下室則存放著一桶一

桶的葡萄酒，伯恩有句諺語：「威尼斯飄浮在水上，伯恩飄浮於酒上」，您可見當時存放的葡萄酒有

多麼的壯觀了。然而當時因為伯恩政府在收不到稅的情況之下，於 1893 年將地下室改成舉辦宴會、

慶典的場所，穀倉命運，自此已有了大變革。 

  (3)【米其林推薦-小王子主題晚宴】：小王子的繪本深植在所有人心中，在用餐時體驗的不只是 

  食物的美味，更是一段童年的回憶，你環繞的空間有撒哈拉沙漠，小王子心有獨鍾的玫瑰，有 

  令人省思的酒鬼，有被馴服的狐狸，看著一幕幕的圖，你彷彿跟著小王子一起旅行，短暫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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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幫你找回當初那一顆童心及被枯燥乏味的生活消磨的熱情與衝勁…… 

  (5)黑森林鐵鍋豬排： 

在德國西南部的旅遊勝地黑森林區域享用鄉村道地鐵鍋豬排佐手工麵疙瘩。 

  (6)紐倫堡百年建築風味餐廳(古堡大道上的歷史印記) 

    從 12 世紀起一直依畏在佩格尼茲河邊的百年建築，最早曾命名為伊莉莎白聖靈堂，取自濟貧救苦

的聖女伊莉莎白的精神，此處在 15 世紀開始就改為有啤酒及酒類供應的餐廳，傳統沿襲至今，在

酒館區裡也開始提供道地的法蘭根鄉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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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安排坐一趟馬車。 

(4)「巴登-巴登」（Baden-Baden）在德語裡是「溫泉溫泉」的意思，這個名字的來歷可以追溯到統

治黑森林地區的巴登大公國。巴登-巴登自羅馬時期即為著名的溫泉療養區，巴登-巴登的溫泉是

食鹽泉，可以治療心臟動脈疾病、風濕病、婦女病和呼吸道疾病，功效廣泛。西元一世紀，古羅

馬人在此地與頑強的森林之民日爾曼人作戰。當他們在山谷裏發現溫度高達 69 度的礦泉時，狂

喜不已。於是他們開始建造大型的沐浴場所，並稱這個地方為 Aquae，意思是浴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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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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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交通工具體驗： 

 (1)黃金列車：顧名思義是條黃金路線，景觀列車由蕾夢湖的療養地蒙投往東北方直線延伸的路線到古都盧

森。這就是穿越無數森林、湖泊長達 240 公里，的黃金列車。此路線由四家鐵路公司共同營

運（MOB、SEZ、BLS、SBB），有「夢幻橫斷路線」之稱，集合了瑞士景觀之精華，路線

沿途均風光明媚外，火車亦設有特大的玻璃窗，好讓乘客的眼睛不會錯過任何風景。 

 

◆服務過程最用心： 

  (1)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2)貼心安排專用耳機，讓您輕鬆遊覽及聆聽導遊解說。 

  (3)本行程包含司機.領隊.導遊小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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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表適用期間： 限定過年期間 2018 年 02 月 12 日及 2 月 13 日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時      間 

台北／香港 國泰航空  CX-451 1940-2125 （飛行 1小時 45 分) 

香港／蘇黎世
 

國泰航空  CX-383
 

2350-0630+1（飛行 12 小時 40 分） 

蘇黎世／香港 國泰航空  CX-382 1330-0655+1（飛行 11 小時 25 分） 

香港／台北 國泰航空  CX-474 0815-1000 （飛行 1小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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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入內參觀◎表示下車參觀【】表示特別安排；無符號註記之風景點表示行車經過 

第 一 天 台北／香港／蘇黎世（瑞士）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並由專人協助登機手續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德國重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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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蘇黎世（瑞士）－52km－萊茵瀑布－69km－米爾斯堡－58km-波登
湖區域 

          抵達蘇黎世機場將前往位於萊茵河畔、全歐洲最大的◎萊茵瀑布，瀑布寬 150 公尺，雖然     

          落差只有 23 公尺，但水流量達每秒 700 立方公尺，每逢融雪季節，河水洶湧，氣勢恢宏， 

          令人嘆為觀止，詩人歌德也曾多次造訪，深深為其魅力所感動。米爾斯堡（ Meersburg ） 

的名字意味著「湖邊的小鎮」，它是德國持續使用的城堡中最古老的一個。人們總把米爾斯 

堡看作是自然天成的傑作，城堡矗立在小山之上，周圍是透著古樸韻味的石築民居；山下是 

清朗明澈的博登湖（Bodensee），煙波浩渺的湖面，群翔集飛的水鳥；湖中心若隱若現的花 

島，湖對岸巍峨蒼勁的阿爾卑斯山……無邊景致相互交融，不可分割。而事實上，米爾斯堡 

就是水（Meers,德語「海洋」之意）和城堡（Burg）的組合。這個以古堡和葡萄酒聞名的波 

登湖畔小城，是德國南部著名的旅遊勝地。隨後前往飯店內晚餐 
【下車參觀】：班霍夫大街，蘇黎世湖，萊茵瀑布，米爾斯堡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 德式鄉村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饗宴 

住宿：FOUR POINTS BY SHERATON PANORAMAHAUS DORNBIRN，MERCURE BREGENZ HOTEL，SCHWARZLER 

BREGENZ HOTEL 或同級四星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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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天 波登湖區域-114km -新天鵝堡-26km -威斯教堂- 99km-慕尼黑 
今日前往如夢似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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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

馬車前往新天鵝堡隨後

進入★城堡參觀內部陳

設，之後結束新天鵝堡後

步行下山，享受難得的森

林的漫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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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專車前往巴伐利亞首府－慕

尼黑，慕尼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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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間綠地廣被，被譽為是德國最

適合居住的城市，遊覽巴伐利亞第一大城慕尼黑風光，◎瑪麗安廣場及其◎新市政廳是遊客必

到之景點，絕對令人印象深刻，不能錯過！ 

若遇新天鵝堡休館，則以郝恩斯瓦格城堡來代替，若郝恩斯瓦格城堡也休館則以退費每人 10

元為主，敬請見諒。 
【下車參觀】：威斯教堂。 

【貼心門票安排】：新天鵝堡、一趟馬車。 

【旅遊小常識】： 

◆新天鵝堡：中世紀之夢、騎士的夢幻，浮現於深山間的城堡。路德維希二世熱衷於城堡建築，

在位其間共築有新天鵝堡、林道霍夫宮及海倫基姆湖宮。於 1869 年下令動工興建，仿中世

紀騎士城堡，融合巴洛克、哥德、文藝復興等各種建築風格，迪士尼以此為睡美人城堡雛

型。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德式鄉村風味餐 市政廳百年地窖餐-德式豬腳+

啤酒一杯（若遇餐廳客滿或

CLOSE 則會改至其他餐廳用餐） 

住宿：  ANGELO DESIGN、AZIMUT CITY OST、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 

(若遇旺季或商展期此區域客滿則以順路鄰近城市替代敬請見諒) 

第 四 天 慕尼黑 - 

紐倫堡 - 羅騰堡 
今早前往安排 BMW 

World 園區，外觀完全以

結合最新建築設計與流動

概念為主，充滿了時尚、

未來感觀，園區除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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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車中心外，也是體驗 BMW 品牌精神與經營理念最佳的場所，總面積更達到 7.3 萬平方

公尺，除了量產新車與概念車之外，也將不定期配合推出展覽主題，並且展出許多珍貴的模

型與實車，連同在戰爭期間曾經打造的飛機引擎等等均在此園區展出隨後來到法蘭根瑞士區

的第一大都市－紐倫堡，華格納的音樂劇〔紐倫堡的名歌手〕及二次大戰後〔紐倫堡大審〕

讓此地聞名世界，這裡的一磚一瓦雖是二次大戰後所重建卻仍保留濃厚中世紀面貌，紅色凱

薩堡位於城市高處可俯瞰市區將美景盡收眼底，中央廣場上的◎聖母教堂莊嚴且古老的聳立

在城市中心，廣場中間的噴泉幸運鐶可別忘記（據說只要遊客同方向轉動戒指三次，許的願

望就實現）。結束後前往羅騰堡 
【下車參觀】：BMW World 園區、聖母教堂、瑪麗安廣場、市政廳。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紐倫堡百年建築風味餐（若遇

餐廳客滿或 CLOSE 則會改至其他餐

廳用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PRINZ、TILMAN RIEMENSCHNEIDER、GOLDENER HIRSCH、EISENHUT、
DILLER 、ALTES BRAUHAUS、 ROTER HAHN 或同級 

 

第 五 天 羅騰堡-海德堡-巴登巴登 
專車前往造訪電影“學生王子”故事背景地所在的大學城─海德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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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前往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溫泉療養區，也是重要的葡萄產區，今日則

發展成為德國最重要的健康休閒區－巴登巴登。西元 211 年至 217 年羅馬皇帝卡拉卡拉

Caracalla 曾經多次前往巴登巴登治療其風濕病（巴登巴登即溫泉之意）。12 世紀神聖羅馬帝

國將巴登巴登收歸屬地，16 世紀此地開始有了配藥及製藥業配合溫泉治療，1862 年法國人

Jacques Benazet 在此開設◎Casino 及◎劇院，此後法國的賽馬俱樂部在此成立跑馬場，至

此巴登─巴登成為全歐洲休閒之都。 
【下車參觀】：老橋+銅

猴、聖靈教堂、伊莉莎白

門、大學廣場、巴登巴登

歌劇院、 

【貼心門票安排】：海德

古堡+登山纜車套票、大

酒桶。 

【旅遊小常識】： 

◆海德堡古城：位於高崗

上，自山上可俯看市街及

內喀爾河。其歷史起源於

14 世紀，直到 16 世紀止，

經過多位城主改建及整

修，形成混合式的建築風

格。入城內您可看到古城門、腓德列宅邸、大酒桶、火藥塔。 

【獨家安排小王子旅館】： 

DER KLEINE PRINZ：小王子旅館，家族依據安東尼‧聖修伯里所著作的小王子一書而得到的



CX【輕量版】德瑞小王子 頭等艙火車１０日- 10 - 

靈感設計。酒店擁有忠實原作品的油畫。房間數有４０間，且每個房間內皆是來自於

Rademacher 家族的精心設計，沒有一個房間是相似的，Rademacher 家族也依照他們多年旅館

經營的經驗在將近有百年歷史的溫泉市中心－巴登巴登，蓋了一所屬於自己家族的旅館。(若

訂不到小王子飯店則改訂姊妹飯店 BELLE EPOQUE 小公主旅館或以同等級之特色飯店取代)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騎士之家百年餐廳(如遇

餐廳客滿則改其他百年餐廳替

代) 

晚餐：小王子主題晚宴(若遇餐

廳客滿或 CLOSE 則會改至其他

餐廳用餐) 

住宿：DER KLEINE PRINZ 小王子飯店、BELLE EPOQUE 小公主美好年代或同級 

第 六 天 巴登巴登-蒂蒂湖-伯恩 
今日專車前往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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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您可參觀黑森林特有★咕咕鐘的製造流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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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蒂湖印象肯定不會遺忘。結束後專車前往古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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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黑森林咕咕鐘展示中心。伯恩:熊噴泉、鐘塔、愛因斯坦故居。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黑森林鐵鍋豬排風味餐 晚餐：地窖區域風味餐(若遇餐廳客滿或

CLOSE 則會改至其他餐廳用餐) 

住宿：ALLEGRO、BAREN、BERN、HOLIDAY INN WESTSIDE 或同級 

第 七 天 伯恩－少女峰

－因特拉肯 
          放鬆心情！展開位於歐洲屋脊

的【少女峰之旅】，首先前往位

於山腳下的登山小鎮，搭乘少女

峰鐵道公司專屬的★齒軌火

車，到達全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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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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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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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瑞士重量級的渡假勝地“湖間鎮”－茵特拉

肯或是位於瑞士伯爾尼州中部的市鎮，屬於因特拉肯（Interlaken）區內的直轄市-格林德瓦

（Grindelwald）。 
【貼心門票安排】： 

★少女峰之旅－有著歐洲屋脊之美稱（體驗阿爾卑斯山的冰河世界）。也於 2001 年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評選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且少女峰鐵道公司因應 2012 年百年紀念新增全新設施

“阿爾卑斯的震撼”先由 360 度的壯麗震撼影音開場，接續體驗各種不同燈光效果伴隨音樂

沿著輸送道循序參觀生動的少女峰鐵道建造史以及當地旅遊發展。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少女峰冰河餐廳 晚餐：瑞士火鍋風味餐 

住宿：KREBS、INTERLAKEN HOTEL、ROYAL ST.GEORGE、KREUZ AND POST、SUNSTAR 或同級 

第 八 天 茵特拉肯++黃金號列車頭等艙++盧森－蘇黎世 
今晨前往★搭乘黃金號觀景火

車，此火車由最新科技、流線外

型的車廂設計，火車穿越阿爾卑

斯山景，藍色天空和陽光注入車

內，一望無際的牧草地帶，還有

繪畫般的木造房舍。牛羊優閒低

頭吃草，在車廂內隱約還可聽到

牛鈴聲。沿途優美的瑞士山岳景

致一一掠過車窗的左右。沿著波

光潾潾的波登湖湖水，前往瑞士

蜜月之鄉及渡假勝地－盧森。盧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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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驅車前往蘇黎世。 
【下車參觀】：獅子紀念碑、中世紀木橋、盧森湖、班霍夫大街。 

【貼心門票安排】： 
★黃金號觀景火車：盧森茵特拉根景觀列車路段(Luzern-Interlaken Express)車程約 2小

時。以湖泊及平原為主要景觀路線，現更新為紅白色外觀的現代化車廂。沿線城市有：盧

森（坐擁名山勝水，為一座充滿中古世紀風貌的城市）Alpnach、Sarner、Lungern、Brienz

等四處湖泊布寧高山隘口（海拔 1007 公尺）茵特拉根（茵特拉根為二湖之間的城市：

布里恩茲湖（Brienzersee）和圖恩湖（Thunersee）之間，在阿爾卑斯山區一帶是超人氣

的旅遊熱點，因為名聞遐邇的少女峰就在此 

(黃金號列車若訂到二等艙則每人退費 15 歐元。) 

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KAMEHA GRAND ZÜRICH 或 RENAISSANCE ZURICH TOWER HOTEL 或五星同級  

第 九 天 蘇黎世／香港／台北 
行程已近尾聲了。返家的喜悅不掩淡淡的離愁，在班機起飛聲中，重遊的願望愈來愈清晰，

窗外的景物卻逐漸模糊。再次祝您一夜好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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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第 十 天 台北 
班機飛抵桃園中正機場，結束短暫卻令人難忘的“德國、瑞士 小王子 雙火車 十日”遊。不捨

中互道珍重，期待下一次的相逢，在美麗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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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