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國際旅行社
兩晚少女峰山城 + 花都巴黎三晚連泊
法瑞雙峰雙宮亞爾薩斯黃金列車浪漫花都 12 天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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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山,像是強力的心靈吸塵器,除去您心中沉積許久的抑鬱!
亞爾薩斯的酒,像是人與人之間情感的接著劑,將您與情人之間的關係,連接的更緊密!
巴黎的美,像是幅沾染炫麗色彩的畫布,等待您來這裡,留下人生的印記!
行程特色
● 最完整的法瑞行程, 法國包含巴黎, 隆河阿爾卑斯省 ,白朗峰 ,亞爾薩斯酒鄉之旅! 瑞士包含奇隆
古堡, 黃金列車觀景車廂 ,少女峰登山鐵道, 古城伯恩 等, 行程豐富完整!
● 遊覽世界遺產城-里昂 Lyon,這兒是風靡全球的知名童話"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作者 安東尼
的故鄉,讓我們⼀同⾛進童話的故鄉!
●深入法國隆河阿爾卑斯省美麗景觀,阿爾卑斯的威尼斯-安錫 Annecy ,白朗峰山腳下的美麗小鎮夏慕尼,搭乘★纜車登上位於海拔 3777m 的南針山欣賞白朗峰之美!

● 亞爾薩斯驚奇之旅 : 最美酒鄉-里克威爾 Riquewihr, 科瑪:小威尼斯區美景風情, 史特拉斯堡-小
法國區浪漫風情!
● 瑞士雷夢湖畔最美古堡-奇隆古堡入內參觀!

● 瑞士最知名景觀列車-黃金列車景觀車廂 美景之旅!

● 搭乘少女峰登山鐵道造訪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並可欣賞阿萊奇冰河之奇景!

● 獨家住宿少女峰山城兩晚連泊 享受悠遊自在阿爾卑斯 ! 以及蜜月之鄉 – 盧森湖區 !

● 巴黎由專業導遊安排解說參觀羅浮宮及凡爾賽宮! 並搭配專用耳機,讓您對法國有更深的認識!
● 搭乘巴黎賽納河遊船,並於船上享用晚餐,享受塞納河兩岸美麗建築景緻與浪漫風情!
● 搭乘電梯登上蒙帕拿斯大廈觀景台,感受巴黎夜色!

巴黎⼀天⾃由活動-感受浪漫情懷!

● 搭乘兩段 T.G.V.子彈列車 節省最多時間! 每日車程安排最適當, 讓您能輕輕鬆鬆遊歷最多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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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安排

瑞士三鍋(起司鍋+ 炸肉鍋 + 巧克力鍋 )+阿爾卑斯⺠俗表演
安錫運河餐廳法式風味餐,
夏穆尼景觀餐廳法式風味餐
伯恩豪華地窖餐廳
科瑪米其林推薦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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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爾薩斯酒鄉風味料理+阿爾薩斯葡萄酒
巴黎法式海鮮拼盤風味餐,
巴黎塞納河遊船晚宴

每日行程

參考航班: 新加坡航空
台北 /新加坡
SQ879 17:45/22:10
巴黎 /新加坡
SQ335 12:00/06:50

新加坡/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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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Q336
SQ876

00:10/07:30
08:20/13:20

★包含門票或入內參觀 ●下車照相

第⼀天 台北

巴黎 Paris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法國首都-巴黎! 夜宿於飛機上, check in 時別忘嘞安檢新規定,
液體類的物品需裝於小於 100cc 的瓶子裡才可以隨身帶上飛機喔!

晚餐:機上套餐

宿: 飛機上
第二天 巴黎 - 羅浮宮 - T.G.V 子彈列車 -

里昂 Lyon

羅浮宮: 知名的小說"達文⻄密碼"開始及結尾的場景,就在這代表著法國人昌盛及榮耀的★羅浮宮! 今天
早上將在專業導遊的解說下,親覽羅浮宮三寶 "維納斯雕像""勝利女神像""蒙娜麗莎的微笑"! 您還可飽覽
這歷經法國波旁王朝及拿破崙時代所收藏的豐富瑰寶! 午餐後,安排搭乘⼀段地鐵由羅浮宮到巴黎⾥昂
火車站 ,深入巴黎!

T.G.V 子彈列車:歐洲子彈列車的鼻祖,自 1981 年通車以來,肩負著法國境內各大城市的交通重任,高速
及舒適是法國 T.G.V.傲人之處!

參考車行時間: 巴黎出發 14:58 /抵達里昂 16:56

里昂 Lyon:因為巧妙的融合現代及古典之美,同時擁有古羅馬時代的遺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中世紀
絲綢時代的文化軌跡! 里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城! 帶您遊覽 ●富維耶聖⺟教堂
(Basilique de Fourviere) ● 舊城區 ! 因為曾是法國紡織中心,知名品牌愛馬仕發跡於此! 而風靡全球
的知名童話"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作者 安東尼亦出生於此!讓我們⼀起來體驗這裡吧!

領隊的話:今天班機抵達後,先參觀巴黎的瑰寶-羅浮宮. 到了下午當您時差來臨,安排您搭乘法國子彈列
車 T.G.V ,在火車上欣賞風景,調整您的體力! 避免以往羅浮宮及凡爾賽宮同⼀天參觀或連兩天參觀⽽客
人的腳力無法負擔的問題! 行李將由遊覽車幫我們運送,您可輕輕鬆鬆享受搭乘 TGV 的快感! 今天也將
安排搭乘巴黎地鐵由羅浮宮前往巴黎里昂火車站, 體驗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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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若遇羅浮宮休館,本公司將調整雙宮參觀時間及次序!敬請見諒!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 中式六菜⼀湯 + 茶水

晚餐: 里昂法式風味餐 + 葡萄酒

宿:里昂 MERCURE LYON L'ISLE D'ABEAU or Novotel Lyon Gerland Musée Hotel or
Hotel Ouest Lyon or Hotel Congress Lyon 或同級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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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 Lyon - 安錫 Annecy - 夏穆尼 Chamonix - 白朗峰南針山纜車

安錫 Annecy: 坐落於法國隆河阿爾卑斯省美麗的●安錫湖畔,因為擁有美麗的景色加上迷人的運河景
觀,讓她贏得了"阿爾卑斯的威尼斯"的稱號! 漫步在這裡,仰望著阿爾卑斯群山,您會體會到人與景物融合
在⼀起的特殊感受!

夏慕尼 Chamonix: 位於白朗峰山腳下的夏慕尼,是法國⻄南部最知名的渡假⼩鎮,優雅的小鎮街道,

被壯麗的冰河所環繞,這裡是冬季滑雪,夏季健行及各式戶外活動愛好者的天堂,讓我們⼀起來感受這⼩鎮
迷人的味道!

白朗峰南針山纜車 AIGUILLE DU MIDI: 搭乘★纜車登上位於海拔 3777m 的南針山,在急速上升的

纜車中,感受阿爾卑斯的壯闊景像!抵達後,您可先到觀景平台,感受白朗峰的魅力,隨後搭乘高速電梯登上
峰頂,從這裡看到的白朗峰,相信會給您不同的感受!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安錫運河餐廳法式料理+咖啡或茶 晚餐:夏穆尼景觀餐廳法式風味+葡萄酒

宿: 夏慕尼 4 * Hotel Le Morgane Chamonix or Mercure Chamonix les Bossons or Hotel Les Aiglons Chamonix

or 同級 (若遇夏慕尼飯店客滿將改住瑞士馬提尼；午餐安排夏慕尼景觀餐廳，晚餐安排馬提尼飯店主廚料理)

夏穆尼 - 蒙特勒(瑞士) - 奇隆古堡 - 黃金列車(Golden Pass line) - 茲懷斯文
- 少女峰⼭城連泊第⼀晚
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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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的美麗景色及良好的氣候是吸引眾多名人到此定居的主因, 如卓別
林,及奧黛麗赫本等都選擇到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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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座 11 世紀所興建的古堡, 因地基深入於水中, 於中世紀時被當作監獄之用, 當時英國詩人拜倫來此時,
為了紀念當時因支持日內瓦獨立的神父被囚禁, 所留下的簽名, 成為現在古堡內最重要的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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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程為 蒙特勒-玆懷斯文-因特拉根--盧森，共由三種不同車型肩負著黃金列車的重任, 盧森—布倫迪
關隘—因特拉根 此路段因屬城市運量，目前已更名為 Interlaken— Luzern Express 屬於⼀般的⾞型

及車廂，不再提供傳統的黃金車廂； 玆懷斯文—因特拉根 此路段大多位於山區 , 此路段提供新的景
觀⾞廂，沿著圖恩湖⼀路往因特拉根⽅向⾏駛，沿途美景美不勝收；蒙特勒—玆懷斯文 路段屬於景觀
型的傳統車型，目前行駛著黃金列車規格最高的美好年代經典車廂（Belle Epoque），有著恰似東方

快車般金碧輝煌的車廂內裝，美麗的經典車廂馳騁在瑞士田野間，讓您搭乘景觀車廂的同時，也能感
受濃濃的貴族氣息，此路段真善美全台獨家設定！ 今日真善美為您獨家安排由蒙特勒至玆懷斯文之景
觀車廂，美麗的葡萄園 ，及變化多端的山野景觀，定能讓您大飽眼福！目前坊間業者之黃金列車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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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特拉根到盧森之路線，但因無法搭乘到黃⾦⾊⾞廂，景⾊⼀般無特⾊，常令搭乘之旅客⼤失所
望，相當可惜！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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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奇隆餐廳法式風味料理 +
咖啡或茶

晚餐: 少女峰山城風味料理 + 飲料

宿: 少女峰山城 4* - (岩石森林 Grindelwald 或 文根 Wengen)
Hotel SunStar Alpine GrindelWald or
Hotel Eiger GrindelWald or
Hotel Spinne GrindelWald or 同級
Hotel SunStar Alpine Wengen or
Hotel Regina Wengen or 同級

第五天 少女峰山城 -

少女峰登山鐵道 – 茵特拉根 – 少女峰山城連泊第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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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格林德華德出發, 您的心情將隨著變化萬千的山巒景色而起伏不已, 將
於小雪德站換搭齒輪火車, 穿越山壁抵達高度 3454 公尺的少女峰火車站, 您將可欣賞美麗的山景, ⻑達
23 公里的"阿萊奇冰川", 讓您驚艷不已, 您可搭乘登山電梯登上歐洲最高的觀景台, 飽覽群山的魅力,
隨後前往冰洞逛逛,即使是盛夏,仍然冰雪不化喔! 午餐為您安排於峰頂餐廳用餐, 給您全新體驗, 隨後
搭乘火車返回勞特布魯嫩沿途的景觀與上山時又不同, 不斷變化的景觀, 是少女峰給予遊客的最好回響!
真善美推薦! 2017 年前往少女峰的旅客將獲贈少女峰紀念護照! 真善美獨家額外贈送”少女峰登

頂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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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前往少女峰的門戶, 是瑞士中部最美麗的渡假小鎮! 鎮上有許多的漂亮商店, 滿足旅客的需要, 冬
季的滑雪, 夏季的健行, 拖曳傘等都是瑞士人到此最喜愛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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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瑞士起司火鍋 + 炸肉火鍋 +
巧克力鍋+紅酒+阿爾卑斯⺠俗表演

宿: 少女峰山城 4* - (岩石森林 Grindelwald 或 文根 Wengen)
Hotel SunStar Alpine GrindelWald or
Hotel Eiger GrindelWald or
Hotel Spinne GrindelWald or 同級
Hotel SunStar Alpine Wengen or
Hotel Regina Wengen or 同級

第六天 少女峰山城 – 圖恩湖散策 – 伯恩 – 盧森湖區住宿

圖恩湖散策 : 美麗的圖恩湖 ,是瑞士中部最美麗的湖泊之一! 帶您來到湖畔散策 ,享受
迷人的湖光山色!
伯恩 Bern: ⻑達 6 公⾥⻑的中古世紀街道, 及街上的中世紀噴泉, 是伯恩成為世界遺產城的主要原因,
也是遊客難以忘懷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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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森 Luzern:瑞士知名度最高的觀光城市, 亦稱蜜月之鄉, 有著美麗的古城街道, 及迷人的湖畔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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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 伯恩豪華地窖餐廳 + 咖啡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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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盧森 Morden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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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盧森 - 里克威爾 Riquewihr (法國) - 科瑪 Colmar

里克威爾 Riquewihr: 這是⼀個被美麗葡萄園包圍的⼩鎮,充分代表了亞爾薩斯區酒鄉風味! 不論是
地上的鋪石街道,還是古色古香的金屬招牌,在在展示出這散發古老酒鄉風味小鎮的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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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真善美法瑞團體 加贈里克威爾酒鄉品酒活動, 豐富您的味蕾!

科瑪 Colmar: 擁有美麗的木條屋街道及"小威尼斯區" 美麗的運河景觀,科瑪總是吸引著無數前來亞

爾薩斯的旅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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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的話:今天從瑞士伯恩北上返回法國,我們將安排在被葡萄園所圍繞的夢幻小鎮-里克威爾 享用阿爾
薩斯風味餐! 下午前往柯瑪,我們不將柯瑪安排在⾏程的第⼀天,主要原因是柯瑪擁有著令人著迷的夜景,
但是若第⼀天就前往欣賞的話,因為時差的關係,客人無法有足夠的體力欣賞夜景,是很可惜的! 我們安排
在行程第六天,旅客們已經適應歐洲時間,更能輕鬆欣賞美麗夜色!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酒鄉餐廳法式風味料理+
阿爾薩斯葡萄酒

晚餐: 柯瑪米其林推薦料理+ 飲料

宿: 科瑪
Mercure Colmar Centre Unterlinden or
Novotel Suites Colmar or
Grand Hotel Bristol Colmar or 同級

第八天 科瑪- 史特拉斯堡 - TGV 子彈列車 -

巴黎 -蒙馬特山丘-我在巴黎天空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亞爾薩斯這個美麗的酒鄉區,在歷史上曾經兩度易主,同時擁有德國日耳曼

文化及法國拉丁文化的這裡,到了現代,成為了歐洲和平的象徵! 1949 年為了平息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傷痛,
特別選在亞爾薩斯的首府-史特拉斯堡召開歐洲議會,直到今日史特拉斯堡成為歐洲各國代表來開會及觀
光客川流不息的美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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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車行時間:史特拉斯堡出發 14:16 / 抵達巴黎 16:35

巴黎 Paris :從瓊恩.德尚所著"原來,我們的生活很巴黎"⼀書中,體會到巴黎對於現代的時尚及流行所佔

有的地位!現在,讓我們親自用您的心靈去體驗這浪漫之都! 火車抵達後 ,帶您⼀覽巴黎之知名景點:前往
浪漫巴黎夜之都的●"蒙馬特山丘",山丘上的●聖心教堂及畫家村是巴黎人最喜愛的散步地點!
晚餐安排法式海鮮拼盤!
晚餐後特別安排搭乘★電梯登上蒙帕拿斯大廈觀景台 , 欣賞美麗又浪漫的巴黎夜色!

http://www.tourmontparnasse56.com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宿: 巴黎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法式海鮮餐(前菜升級為螃蟹+蝦子+海螺+生蠔)+
法式烤田螺+主菜 +法式甜點+法國葡萄酒

Mercure Paris Tour Eiffe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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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Pullman la Defense or

Hotel Concorde Montparnasse or
Novotel Paris Tour Eiffel or 同級

第九天
遊船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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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凡爾賽宮- 聖⺟院(招待小天使冰淇淋) - 香榭麗舍大道 - 凱旋門 -賽納河

巴黎★凡爾賽宮: 太陽王路易十四偉大的文治武功之代表, 現在請跟隨著我們的專業導遊⼀起來欣賞

這個歐洲最大的宮殿! 伴隨著波旁王朝宮庭生活的故事,欣賞國王皇后生活的點點滴滴! 其中最知名的鏡
廳,更能讓您讚嘆不已!

巴黎:午後前往遊覽巴黎地標-●聖⺟院! 在⻄堤島上我們招待您知名-小天使冰淇淋!隨後來到古典與現

代交織的●"艾菲爾鐵塔",這裡是巴黎遊客必到之處! ●香榭麗舍大道及●凱旋門是遊客使用最多相機記憶
體的地方!
今晚特別安排★塞納河遊船晚宴! 請著略正式服裝,請勿穿著牛仔褲 ,球鞋!

備註: 若遇凡爾賽宮休館,本公司將調整雙宮參觀時間及次序!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湯+茶水

宿: 巴黎

晚餐: 塞納河遊船晚宴
(含法國葡萄酒, 水 ,餐後咖啡或茶)

Mercure Paris Tour Eiffel or

Hotel Pullman la Defense or

Hotel Concorde Montparnasse or
Novotel Paris Tour Eiffel or 同級

第十天 巴黎自遊自在 – 享受⼀天的浪漫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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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巴黎 ,值得您細細品味! 今日全天自由活動!請與真善美⼀起來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懷!
今⽇贈送巴黎地鐵⼀⽇券(1-2 區) – 您可無限制搭乘地鐵前往各大景點!
推薦景點 :
熱愛藝術嗎 : 推薦 奧賽美術館 或 龐畢度中心
熱愛咖啡嗎 : 巴黎最古老咖啡館 – Cafe Le Procope

巴黎和平咖啡館 – Café de la Paix
巴黎左岸區咖啡館 -花神咖啡館 Café de Flore 或 雙叟咖啡館 Les Deux Magots
想嚐馬卡龍嗎? 推薦 Laduree 或 Pierre- Herme
喜歡血拚嗎 ? 推薦 老佛爺百貨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宿: 巴黎
Mercure Paris Tour Eiffel or

Hotel Pullman la Defense or

Hotel Concorde Montparnasse or
Novotel Paris Tour Eiffel or 同級

第十⼀天 巴黎機場

台北

今日早餐後前往機場, 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 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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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機上套餐

第十二天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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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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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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餐依⾏程所列之午餐贈送 咖啡或茶 ⼀杯 , 晚餐贈送葡萄酒 ⼀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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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送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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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適用出發日期 : 2018

WWW.MUSICTRAVEL.TW

客服信箱：service@musictrave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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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2-25816619 FAX：02-25816769
TEL：04-27061628 FAX：04-27065443
TEL：07-5369568
FAX：07-5369328

真善美之旅 ‧ 用心去旅行

www.musictravel.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