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視界假期 德國易北萊茵＊高速列車＊浪漫童話

城堡＊國王湖全覽十三天(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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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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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浪漫萊茵河之路 Rhein Straße：船遊著名的羅蕾萊之岩，此地位於萊茵河中游河谷上段 Oberes Mittelrheintal， 

被公認為歐洲最美的河段之一，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UNESCO)。 

(5)阿爾卑斯山之路 Deutsche Alpenstraße：從博登湖畔起，一條穿越阿爾卑斯山童話般的登頂之路，沿途景觀變幻萬千、

色彩濃鬱的景色如新天鵝堡、林德霍夫宮、楚格峰、威斯教堂(UNESCO)。 

3 大城堡：造訪浪漫時期～路德維希二世國王不朽的夢幻城堡(新天鵝堡&林德霍夫宮花園)＋海德古堡～深入路德維希的

理想宮殿～。 

(1)．新天鵝堡:集夢幻、童話和浪漫於一身的新天鵝堡，隱匿在蒼鬱動人山水間，有種給人不食人間煙火虛幻的感覺；

今日我如『天鵝騎士』般地拋開塵世憂愁縱情於山林間。 

(2)．海德古堡:每一塊磚瓦則有著不同的故事，古堡上的露台是俯瞰內喀河和古城美景絕佳之地。 

(3)．林德霍夫宮花園：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建造的三座王宮中最小的一座，也是唯一他在世時完工的一座。 

3 特色遊船：  

1. 國王湖：我們特別安排搭乘電動船，巡遊其上，倍感此地絕世脫俗之美，而行至湖心時，船夫面對〝迴音壁〞一

曲小號獨奏，悠悠蕩蕩，迴音返響，令人叫絕。從湖面望向白牆紅頂的聖巴特羅梅修道院禮拜堂，是國王湖最經

典的畫面。 

2. 萊茵河：發源自德國與瑞士邊界往北經荷蘭流入北海其中聖高爾到波帕這段。因兩岸的葡萄園城堡林立，所以是

最具欣賞價值的一段，我們安排您搭乘遊船欣賞此河段的美景，欣賞著羅雷萊巨岩，伴隨著羅雷萊之歌聆聽淒美

的愛情故事! 

  3.【德國布蘭登堡州桃花源】之稱的盧貝瑙，安排搭乘平底木船穿越縱橫交錯小鎮的小橋、流水、人家。兩岸垂柳處

處，波光粼粼，徜徉於美麗風光之中。 

◆行程包含門票：新天鵝堡(巴士上,步行下)、萊茵河遊船、國王湖遊船、ICE 列車 2等艙、海德古堡+登山纜車套票、

大酒桶。 

◆(食在美味)安排各地風味餐，讓您體驗異國飲食文化。 

(1)古城牛肉料理(2)萊茵河畔景觀餐廳 (3)德式豬腳+啤酒一杯(4)湖區鱒魚餐 (5)德式炸豬排餐(6)德式肉盤料理 (7)

西式三道式 (8) 中日式自助+小火鍋 (9)百年餐廳乳豬料理 (10) 史普雷河鄉村料理(11) 新天鵝堡山下烤雞餐(12)中

式料理均為七菜一湯 

◆【貼心安排】 
特別贈送每位貴賓全程租用一付精密耳機組，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的專業解說，並輕鬆拍

照，減低外界干擾。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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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北高或高港高接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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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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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表適用期間限定：2018 年 11 月 05 日到 2019 年 03 月 16 日(每周一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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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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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菲爾德－卡塞爾－漢明登－哥廷根 
班機抵達德國工商大城－法蘭克福抵達後前往小紅帽的故鄉—◎阿斯菲爾德，這裡的

建築大部分是 14 世紀以後建造的傳統半木造房屋與石板地，為典型德國鄉村風格。

前往建於 1516 年的◎市政廳，在葡萄酒店的附近就是◎小紅帽雕像，更是阿斯菲爾德的地

標。接著前往位於童話大道的中心-卡塞爾。卡塞爾，格林兄弟曾在此地就讀中學並啟蒙對童

話感興趣和動筆寫作的發源地，卡塞爾與童話大道上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是這裡大多是磚瓦

砌成的建築，前往◎威廉高地公園是德國的一處獨特的景觀公園，位於黑森州的卡塞爾市。

公園的面積為 2.4 平方公里，是歐洲最大的依山而建的公園，並且是世界第二大的建在山坡

上的公園。接著前往坐落在丘陵與森林之間的漢明登，此地有三條河流蜿蜒流過，漫步於◎

老橋(Alte Werrbrucke)上美麗的風景猶如一首田園詩歌。古城中擁有的木衍架建築為歐洲之

冠。漢明登更被偉大的探險家，亞歷山大-馮-洪堡譽為世界上最美的七個城鎮之一。這裡也

是素以古怪醫術著名的—鐵鬍子醫生-艾森巴特生長的地方。古城洋溢著寧靜安詳的氣氛，一

磚一瓦彷彿都有故事，經過的大街小巷皆有歷史。 

備註:若遇飯店客滿則改住宿於鄰近城市同級飯店。 

【下車參觀】：威廉高地公園、阿斯菲爾德市政廳、市集廣場、小紅帽雕像、老橋。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德式肉盤風味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Park Inn by Radisson 或 Best Western Parkhotel Ropeter 或 Best Western Am 

Papenber 或同級 

第 三天 哥廷根－哥斯拉－漢堡 

今天前往建於 1369 年-1443 年的◎舊市政廳，雄偉的建築外觀彷彿可窺見當時的繁華景象。

立於市政廳前的◎鵝少女雕塑站在華麗的拱形花架下，低頭俯視手上捧著或拎著的大鵝小鵝，

吸引著格林童話的讀者及各國觀光客的來訪。接著前往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哥斯拉，保留了

哈茨地區的古老歷史，哥斯拉是在 10 世紀時靠著銀礦發展起來的城市，在 16 世紀礦業最繁

榮的時候，出現了裝飾華麗的房子。最熱鬧的◎市政廳廣場，參觀建於 15 世紀的◎市政廳，

獨特的白色拱廊是最大特徵；廣場中央的◎金鷹噴泉是此地城市的象徵。接著前往德國最大

的海港城市—漢堡，位於阿斯塔運河畔的◎市政廳，完成於 19 世紀後期的新文藝復興風格建

築，一旁的◎聖佩特利教堂，是漢堡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其 1878 年完工的鐘樓約高 132 公

尺，使此處名列世界第 17 高的教堂建築。 

【下車參觀】：哥廷根市政廳、鵝少女雕像、哥斯拉市政廳+廣場、金鷹噴泉、漢堡市政廳、

聖佩特利教堂。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古城牛肉風味餐 晚餐：德國豬腳+啤酒一杯 
住宿：HOLIDAYN INN 或 NH HAMBURG 或同級 

第 四 天 漢堡－+++ICE 高速列車+++柏林 
今日搭乘德國★高速火車前往冷戰時期，原觀光客無法到訪的柏林，隨著高聳藩

籬的倒塌，於原有鐵幕氣息中呈現生氣蓬勃新興的城市，自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後，

成為一個在世界範圍內意義非凡的歷史事件。無論是過去與現代，從布蘭登堡城門到博物館



島，這裡可是著名的菩提樹大道，大道的兩旁盡是歌劇院、美術館、圖書館、洪堡大學…。

來到位於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上的◎查理檢查哨，這裡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

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該檢查站通常為盟軍人員和外交官使用。從這個檢查哨往北去，即

進入民主德國的首都東柏林，反之往南則是進入聯邦德國的西柏林。柏林圍牆拆除後，此檢

查哨一度被拆除，而後又被復建，成為柏林旅遊的重要景點。接著尋著歷史的遺跡來到◎柏

林圍牆遺址，一開始時柏林圍牆只是臨時的隔離牆，後來東德政府卻把它當作是完美的邊境。

兩德統一後僅存的柏林圍牆遺址變身成世界最大的露天畫廊(又稱東邊畫廊)，位於柏

林東火車站至奧伯鮑姆橋之間，1990 年 9 月 28 日由來自 21 個國家的 180 位藝術家，

在長達 1,316 公尺的圍牆遺址，創作了各種不同主題的繪畫。東邊畫廊(Ostbahnohof)

最著名的畫作，公認為 Dimitri Vrube 的兄弟之吻、Gunther Schaefer 的祖國、

Gerhard Lahr 的柏林-紐約。 

備註:如小綠人餐廳遇特殊節慶客滿或休假，則改以其他餐廳替代，部份菜單會依實際狀況些

微調整。  

【下車參觀】：勝利紀念碑、布蘭登堡大門、查理檢查哨、柏林圍牆遺址。 

【門票安排】：ICE 列車(2 等艙)。 

【行車經過】：菩提樹大道、六月十七日大道、洪堡大學。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搭乘火車 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NH MITTE 或 MARITIM 或 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五 天 柏林－呂貝瑙(史普雷河遊船)－德勒斯登 
早餐後前往尋幽探訪索布人的桃花源─史普雷河 SPREEWALD，撐篙漫遊穿梭在蜿蜒河道上，兩

岸垂柳處處，兩旁水上人家滿是紅花綠草裝飾，木造房屋各個面河而立，自家門前有小船，

就連郵差送信也得撐篙走水路，別有一番「水上人家」的生活情趣。特別安排★平底木船,

史普雷河可是 2萬年前冰河融化形成的，由於史普雷河區自然環境及文化保存良好，於 1991

年被聯合國教科化組織列為生態保護區。續驅車來到建城 800 年歷史的德勒斯登，素有「易

北河畔佛羅倫斯」美譽的德勒斯登，曾為古代薩克遜王國首都所在地。這奧古斯都君王「唯

藉藝術創作而不朽」的河上城市，在漫漫的長流中，留下永恆不變的美麗，充滿了德國的歷

史與驕傲，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今日我們將親身一睹歷史風雲之都的真實面貌，您可深刻

感受到巴洛克潮流與強者奧古斯都的君臨，也使這裡成為德國東部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劇院

廣場上的◎塞姆佩爾劇院，是許多音樂大家的發跡之處；長達 101 公尺的◎「君主行列」壁

畫，由二萬五千片麥森的瓷磚拼貼而成。另外我們將安排前往素有『歐洲最美的陽台』之稱

◎布魯薛爾平台，是悠閒的旅人的最愛，街頭藝人、散步的人..，及附近的巴洛克建築和易

北河美景，散發出無比優雅和古典原味！ 

備註:史普雷河遊船如遇天候因素河道結冰而無法搭乘每人現場退費五歐。 

【貼心門票安排】：史普雷河遊船。 

【下車參觀】：布魯薛爾平台、塞姆佩爾歌劇院、茲溫葛皇宮、聖母教堂、君王行列壁畫。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SPREEWALD 鄉村料理 晚餐－百年餐廳烤乳豬餐 

住宿：RADISSON BLU PARK 或 MARTIM 或同級 

第 六 天 德勒斯登－280KM－班堡－80KM－紐倫堡 

早餐後前往德國法蘭克尼亞的主教城市-班堡。班堡是座渾然天成的河濱古城，擁有水鄉「小

威尼斯」的稱號，是座一千多年歷史的古城。雖位於河畔，周圍有著起伏綿延的丘陵，景

色極秀麗有如臨瑞士。由於二次大戰時幸運未受戰火波及，班堡的建築保存得相當良好；

羅馬式、哥德式、文藝復興到巴洛克風格，中世紀建築完整的保留下來，1993 年班堡古城

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世界遺產之一。建於 14 世紀目前做為博物館用的◎舊市政

廳；其左右各有路橋銜接著彼岸，橋心則順勢穿過市政廳的下方，河水潺潺涓涓川流而過，

遊客都喜愛在這座 11 世紀搭起的老橋上漫步，欣賞市政廳外觀的巴洛克與洛可可風格的彩

繪◎濕壁畫。爾後專車前往法蘭根瑞士區的第一大都市-紐倫堡。紐倫堡歷史悠久，曾痛苦

的在狂人希特勒暴力陰影下生存，戰後因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大審而聲名大噪的都市。

紐倫堡提出的『紐倫堡法令』由兩項法規組成：一項是『帝國公民法』：剝奪了全體猶太人



的德國公民權；另一項是德國人的『種族保障法』：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公民或日耳曼血統公

民結婚。參觀市集廣場上雕鏤細膩的◎美之泉雕像及◎聖羅倫茲教堂，聖羅倫茲教堂是紐

倫堡三座珍貴教堂之一，建於 1250 年，為哥徳式風格建築，外觀可見高聳的尖塔和玫瑰窗，

教堂內收藏的藝術品如德國知名雕刻家 Veit Stoss 的「天使的祝福」；您可在市區眺望帝

王城堡。 
備註:若遇節慶則改住宿於烏茲堡或鄰近城市同級飯店。 

【下車參觀】：班堡舊市政廳、濕壁畫、美之泉雕像、聖羅倫茲教堂。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德式豬肩肉料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MERCURE CONGRESS 或 ARVENA PARK 或 MERCURE HOTEL NUERNBERG WEST 或同級 

第 七 天 紐倫堡－羅騰堡－慕尼黑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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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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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改住往鄰近其他城市四星飯店，敬請知悉。 

備註:如市政廳地窖餐預訂客滿或休息則改往百年皇家啤酒廠餐廳用餐，菜色略有不同，但

是餐標不變，敬請知悉。 
【下 車 參 觀 】：白塔、羅德拱門、馬克廣場、BMW WORLD、聖母教堂、瑪麗安廣場、新

市政廳。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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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天 慕尼黑－國王湖－貝希特斯加敦 

今日前往德國境內最富盛名、也是聽視覺達到最完美享受的◎國王湖區，碧波蕩漾的國王

湖 KONIGSSEE 是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的一顆明珠，四面都是懸崖峭壁，它仿佛是吸引遊客

的一塊巨大的磁石。這個如挪威峽灣一般被高聳、群山所環抱的湖泊—國王湖舉世聞名。

許多來訪的旅人每每讚嘆貝希特加敦國家公園這一帶有如避世桃源，暢遊山間小路，每一

處山谷的俯視、每一個小鎮的回眸，都有超然絕塵的遺世之美。並安排搭乘★電動船，巡

遊其上，倍感此地絕世脫俗之美，而行至湖心時，船夫面對〝迴音壁〞一曲小號獨奏，悠

悠蕩蕩，迴音返響，令人叫絕。從湖面望向白牆紅頂的聖巴特羅梅修道院禮拜堂，是國王

湖最經典的畫面。接著造訪神妙、奇幻、幽美、雪山、森林、湖泊、清新空氣，從古到今

不斷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人慕名而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生態保護區◎貝希特拉加

敦。國家公園的獨特在於擁有阿爾卑斯山如詩如話般迷人的風景，就連納粹軍頭希特勒都

被深深吸引住。 

備註:如貝希特斯加敦飯店客滿則改安排住宿於薩爾茲堡飯店，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下 車 參 觀 】：國王湖、貝希特斯加敦。 

【貼心門票安排】：國王湖遊船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湖區鱒魚餐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TRYP BY WYNDHAM ROSENHEIM 或 ALPENHOTEL KRONPRINZ 或 Hotel EDELWEISS 

BERCHTESGADEN 或 WYNDHAM GRAND BAD REICHENHALL 或同級 

第九天 貝希特斯加敦－林德霍夫宮花園－新天鵝堡－福森或阿爾卑斯山城 
早餐後來到浪漫國王-路德維希二世下令興建的◎林德霍夫宮花園，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

希二世建造的三座王宮中最小的一座，也是唯一他在世時完工的一座。接著循著路德維希國

王的足跡來到如夢似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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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麗亞橋的道路會因積雪或維修而封閉；若道路封閉則無法前往。），之後進入★城堡參觀

內部陳設，隨後您可自費搭乘馬車或悠哉步行下山，享受難得的森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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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橋、林德霍夫宮花園。 
【貼心安排門票】:新天鵝堡+巴士上山 & 步行下山。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新天鵝堡山下烤雞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Hotel Sonne Fussen 或 Bannwaldsee 或同級 

第十天 福森或阿爾卑斯山城－OUTLET－海德堡 
今早前往◎OUTLETCITY METZINGEN 讓您享受購物之樂，Metzingen 早期是 Hugo Boss 

的總部，因此就有一些減價的商品及過季商品在這裡銷售，後來由於很多人的都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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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ETCITY。接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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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如遇麥琴根 OUTLET 周日休館,則會前後行程調整變動或前往其他 OUTLET。 

【下 車 參 觀 】：OUTLETCITY METZINGEN、老橋銅猴、學生監獄、聖靈教堂。 
【貼心安排門票】:海德古堡+大酒桶。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NH HIRSCHBERG HEIDELBERG 或 NH WEINHEIM 或同級 

第十一天 海德堡－萊茵河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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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動人傳說，更添旅趣，更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隨後返回法蘭克福，映入眼簾即是大教堂

與◎羅馬廣場相望的舊市政廳等，您可以悠閒享受購物之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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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若遇法蘭克福大型會議或節慶時間，將安排夜宿於威斯巴登或鄰近城市同級飯店。 
【下 車 參 觀】：羅馬廣場。 

【貼心安排門票】:萊茵河遊船。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萊茵河畔景觀餐廳 晚餐：中日式自助+小火鍋 

住宿：SHERATON CONGRESS HOTEL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 LEONARDO ROYAL HOTE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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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三天 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德國十三天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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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