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兩晚少女峰山城 + 兩晚策馬特
德瑞少女峰阿爾薩斯冰河列車
德瑞少女峰阿爾薩斯冰河列車策馬特
斯冰河列車策馬特 13 天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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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航空雙點進出(法蘭克福進 慕尼黑出)最少公里數, 五星級尊榮服務 全球肯定
體驗瑞士冰河列車 +火車午餐 + 咖啡或茶
瑞士策馬特兩晚連泊 + Gornergrat 登山火車 + 冰河觀景台 + 利菲爾湖健行
瑞士少女峰山城兩晚連泊 + 少女峰登山鐵道 + 少女峰登頂證書
造訪瑞士奇隆古堡
搭乘瑞士黃金列車景觀車廂 (蒙特勒 到 斯懷茲文)
法國浪漫阿爾薩斯 – 科瑪小鎮 + 里克威爾品酒
德國浪漫巨作 - 新天鵝堡
德國中世紀古城 – 羅騰堡住宿
德國國王湖遊船 + 上湖區探秘
全程體驗德國瑞士特色餐廳風味料理 + 贈送每餐一杯飲料
參考航班時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台北/ 新加坡
SQ879 17:35/22:15

新加坡 /法蘭克福

慕尼黑 /新加坡 SQ327 13:25/07:10
新加坡 / 台北
以上航班時間僅供參考 ,請依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

第⼀天 台北
宿: 飛機上

SQ026 23:5/06:40

SQ876 08:20/13:20
★包含門票或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法蘭克福 Frankfurt

第二天 法蘭克福 – 海德堡 – 中世紀古城羅騰堡
今早班機抵達法蘭克福 ,隨後展開精彩的德國瑞士之旅:

海德堡 Heidelberg :搭乘★纜車登上位於內喀爾河畔由紅色沙岩所建成的★宮堡, 您可欣賞到宮堡

美麗的建築, 及聞名於世可裝 13 萬公升葡萄酒的★大酒桶,隨後前往古城參觀, 美麗的●老橋, 具有中
古世紀風味的商店街, ●市政廳, ●市集廣場 ,●海德堡大學等 ,是您絕對不會錯過的!

羅騰堡 Rothenburg:●柏格花園可俯瞰陶伯河及整個城牆建築, 感受中世紀建築之美, 隨後回到●
馬克廣場, 美麗的●市政廳及由玩偶表演奴修市⻑飲酒解救市⺠的●市政宴會廳即在眼前, 隨後參觀
●聖雅各教堂,此教堂據傳保有三滴耶穌受難時留下的血!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海德堡學生王子餐廳料理+ 飲料

宿:中世紀古城羅騰堡 Hotel Prinz

晚餐: 羅騰堡中世紀餐廳晚餐 + 飲料

or Hotel Tilman or Hotel Eisenhut or 同級

第三天 羅騰堡- 巴登巴登 -史特拉斯堡(法國) - 科瑪 Col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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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 Baden Baden :源自羅馬時期在這邊發現了溫度達 69 度的礦泉，並建造起大型的浴場。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我們將帶您參觀以彿日山脈富含鐵質之紅色山岩所建的 ●史特拉斯堡大
教堂, 為紀念活版印刷術的發明人"古登堡"的●古登堡廣場 及擁有美麗木質牆面風格及迷人風味的
●小法國區!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巴登巴登溫泉鄉午餐+飲料

晚餐:科瑪米其林推薦料理 + 飲料

宿: 科瑪 Mercure Colmar Centre Unterlinden or Novotel Suites Colmar or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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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科瑪 Colmar - 里克威爾 Riquewihr (酒鄉品酒) – 盧森 (瑞士)

科瑪 Colmar:我們將帶您遊覽●古海關廣場 ●聖馬丁大教堂 ●人頭屋及 最著名的●小威尼斯區!
里克威爾 Riquewihr:特別安排您於當地●酒鄉品酒活動,體驗阿爾薩斯的獨特味道!
盧森 Luzern:請隨著我們⼀同來參觀●卡貝爾古橋, ●獅子紀念碑, 等知名景點! 感受浪漫夜晚!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宿: 盧森 Morden 4 *

午餐:酒鄉餐廳傳統料理
+亞爾薩斯葡萄酒

晚餐: 瑞士盧森地方料理+ 飲料

Hotel Astoria or Hotel Radisson Blu Luzern or Hotel Cascada Luzern or Hotel Renaissance Luzern or 同級

第五天 盧森-伯恩-奇隆古堡-蒙特勒-黃金列車- 茲懷斯文- 少女峰山城兩晚連泊

伯恩 Bern:帶您參觀, ●熊公園, ●玫瑰花園, 能⼀覽伯恩古城的美麗天際線, 隨後返回古城街道, 參

觀建於●中世紀的天文鐘, 精雕細琢的●伯恩大教堂等美麗景觀!

奇隆古堡 Chillon:矗立於雷夢湖畔的★奇隆古堡, 以其獨特的造型及英國詩人拜倫的詩歌而聞名!蒙
特勒 Montreux:位於●雷夢湖畔的美麗城市, 自古以來就是王公貴族的度假勝地, 因此發展出了美
容及餐飲等聞名世界的產業!

黃金列車 Golden Pass Line:穿越⻄部⽇內⽡湖畔的蒙特勒及瑞⼠中部連接盧森湖畔的盧森，橫越
瑞士最美麗的湖區、草原、葡萄園,不論是千變萬化的景觀,還是肩負著瑞士經濟重擔的大城小鎮,此路
線均為瑞士之代表.因此稱為"黃金列車"!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奇隆餐廳法式風味料理+飲料

晚餐:少女峰山城風味料理+ 飲料

宿: 少女峰山城 - 岩石森林 或 文根 4 *
Hotel SunStar Alpine GrindelWald or Hotel SunStar Alpine Wengen or
Hotel Kreuz-Post GrindelWald or Hotel Regina

Wengen

or

同級

第六天 少女峰山城 -少女峰登山鐵道 -茵特拉根 –少女峰山城兩晚連泊

少女峰登山鐵道 Jungfraujoch:被稱為歐洲的屋脊的★少女峰, 擁有歐洲最高的登山火車站, 也是
瑞士知名度最高的登山火車!

茵特拉根 Interlaken: 茵特拉根的翻譯是"兩湖之間", 位在圖恩湖及布里恩茲湖中間的美麗渡假小
鎮!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少女峰頂餐廳瑞士香腸餐

(因峰頂餐廳物資運送有限 ,本餐提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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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瑞士三鍋風味料理(起司鍋 + 炸肉
火鍋 + 巧克力鍋) +阿爾卑斯⺠俗表演+
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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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宿: 少女峰山城 - 岩石森林 或 文根

4*

Hotel SunStar Alpine GrindelWald or Hotel SunStar Alpine Wengen or
Hotel Kreuz-Post GrindelWald or Hotel Regina Wengen or 同級

第七天 少女峰山城 – 洛書堡景觀路線 – 山居歲月下午茶 - 策馬特兩晚連泊

洛書堡景觀路線: 路線由瑞士中部 Spitz 穿越阿爾卑斯山 到 Visp ,包含 全⻑ 14.612 公
里的洛書堡隧道 ,是瑞⼠中部⼯程最艱鉅的⼀條景觀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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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馬特 Zermatt: 位於馬特洪峰山腳下, 瑞士最美麗的度假小鎮, 因為羊角形的馬特洪峰使的策馬特

成為來瑞士的遊客必到之處, 也因為居⺠⿑⼒打造⼀個乾淨, 無車的美麗小鎮! 使的來此的遊客都捨不
得離開, 整個小鎮的建築均是阿爾卑斯木屋的形式, 飯店, ⺠宿等遍布其中,我們將安排在此住宿兩天,
讓您能盡情享受阿爾卑斯的風貌! 今天下午真善美邀請您⼀起來品嚐⼭居歲⽉下午茶!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宿:策馬特山居歲月

午餐:山城風味料理+飲料

晚餐:策⾺特⺠俗風味+ 飲料

Hotel Couronne Zermatt or Hotel Alpenhof Zermatt or Hotel National Zermatt or 同級

第 八天 策馬特 – 高納葛拉特山 Gornergrat - 策馬特兩晚連泊

高納葛拉特山 Gornergrat: 始建於 1898 年的★高納葛拉特山登山鐵道, 是欣賞馬特洪峰的旅人

不可錯過的! 火車緩緩地由海拔 1620M 的策馬特 爬上 3089M 的高納葛拉特山觀景台,在這裡 您可
欣賞 29 座 超過 4 千公尺的高山 及 七條美麗的冰河! 途中您也可以在利菲爾站下車 來趟健行之旅!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策馬特風味料理 +飲料

宿: 策馬特山居歲月
Hotel Couronne Zermatt or Hotel Alpenhof Zermatt or Hotel National Zermatt or 同級

第九天 策馬特 – 冰河列車 + 車上午餐 – 庫爾 – 列支敦士登 - 福森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瑞士知名度最高的景觀列車! 我們今天將安排從策馬特到庫爾路段 共計
5.5 小時 ,並於火車上享用午餐 , 必給您驚奇體驗! 您將獲得"冰河列車搭乘證書"!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 瓦都茲 Vaduz : 這個位在瑞士及奧地利交界的小公國,因其迷人的
山野景色,吸引著旅人的目光! 來到首府-瓦都茲 , 感受山城魅力!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冰河列車午餐 + 咖啡或茶

晚餐: 福森旅館主廚推薦料理+ 飲料

宿: 阿爾卑斯小鎮 - 福森 4 *
Treff Hotel Luitpoldpark or Hotel Sonne or Euro Park Hotel Fussen or 同級

第十天 福森 - 新天鵝堡(巴士上山馬車下山)- 威斯教堂 – 國王湖區住宿

新天鵝堡 Neuswanstein : 我們將安排您搭乘小巴士上山並★入內參觀城堡, 並帶您參觀城堡外最
美的照相點 - 瑪莉恩橋.並特別安排搭乘★浪漫馬車下山!

威斯教堂 Wies : 為了紀念發現會流淚的"被鞭打的基督像"而興建的●威斯教堂, 此教堂的特色是華
麗而不世俗的洛可可風情 ,當我們帶您進入教堂內, 您會為眼前的視覺饗宴而讚嘆不已!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城堡餐廳午餐 + 飲料

晚餐: 國王湖區風味料理 +飲料

宿:國王湖區 Hotel Konigssee or Hotel Schiffmeister or Hotel Köppeleck or 同級

第⼗⼀ 天 國王湖遊船 + 上湖區探秘 -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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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湖遊船:今早, 伴隨著湖面上的朦朧薄霧 ,★搭船巡遊國王湖, 您將能看到著名的●巴特羅梅教堂,
也將被這神秘的湖水及山岩的靈氣所感動! 特別帶您來到●上湖來趟探秘之旅!

慕尼黑: 來到●瑪莉恩廣場 ,您會欣賞到●新舊市政廳美麗的建築, 特別是新市政廳高塔正面設有音

樂鐘, 與真人等高的機械玩偶會演出騎馬矛戰及婚禮舞蹈, 試想百年前即有此工藝 ,著實不易! 順著商
店街走, 就可以看到以 2 顆洋蔥高塔著名的●聖⺟堂, 隨後穿越●⾺克⻄米連⼤道, 大道上各國的精品
店 ,讓您⼀飽眼福 ! 參觀完景點後您可隨處逛逛, 各式各樣的德國商品相信能滿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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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宿: 慕尼黑

午餐:國王湖畔景觀餐廳料理+飲料

晚餐:慕尼黑啤酒館德式豬腳風味+
啤酒

5*

The Westin Grand Munich or Hilton Park Munich or Sheraton Munich Arabella Park or 或同級
若遇慕尼黑舉辦大型會議或展覽,將改安排其他城市五星飯店!

第十二天 慕尼黑 – 慕尼黑國際機場

台北

今日早餐後前往機場, 在領隊協助下辦理退稅活動 ,隨後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 :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機上套餐

第十 三 天 台北

晚餐: 機上套餐

班機抵達台灣!

以上行程若因天候及交通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將適度調整次序及內容,但會妥善完成行程內容!
以上餐食內容若因餐廳季節性變動, 將另行於當團行前說明會告知!

本行程報價包含: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本行程贈送項目:
1 提供耳機導覽服務 (於桃園機場發給貴賓,主機於返國時收回,個人耳機不回收)
2 飯店行李服務小費 (每位貴賓⼀件)
3 ⻄式餐每餐贈送⾏程所列葡萄酒或飲料⼀杯 !
(行程表中所列”飲料”指每位貴賓可⾃選⼀杯紅酒或⽩酒或啤酒或軟性飲料或咖啡或茶 )
4 含歐盟要求之旅遊綜合保險 ( 3 萬歐元傷害醫療 + 旅遊不便險 )
5 歐洲地區專用 “圓孔插頭”
6 行李束帶
7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2016 年 起)
本行程報價未包含項目:
1 飯店床頭小費
2 旅客個人相關消費
備註: 本行程中無自費
本行程適用年度 : 2018 年 4 月-10 月

WWW.MUSICTRAVEL.TW

客服信箱：service@musictravel.tw

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MUSIC TRAVEL TAIWAN

台北：104 台北市民權西路 70 號 9 樓
台中：407 台中市台灣大道三段 540 號 6 樓-5
高雄：802 高雄市四維四路 7 號 20 樓 D 室

TEL：02-25816619 FAX：02-25816769
TEL：04-27061628 FAX：04-27065443
TEL：07-5369568
FAX：07-536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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