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漫童話、夢幻城堡、音樂文學、啤酒文化、精湛工藝、四晚五星 

                       德國深度十三天 

 
「新德意志」 

德國統一之後，世人對德東的好奇心日益增加，尤其是德意志帝國前身的普魯士王國與布蘭登堡選侯國，而

藝術、文學、音樂鼎盛的薩克森王國，都是旅遊的新寵兒！ 

因此，長安國際融合原本西德的旅遊景點和東德的重要景點，讓您一次走遍去德國不可不去的主題與景點！ 

長安國際本著規劃法國行程的高規格與精神為標準，精雕細琢、溫火慢燉、經過一年一年的著墨，千呼萬喚，

終於安排極具經典且不失深度的德國行程。細細觀察、細細看，該如何一探德國之美；利用不同交通工具的變

換，讓您得以自不同角度來欣賞這個區域。無論是行程的安排、餐食的設計、交通的移動、住宿的定位、自然

遺產與文化遺產的深度造訪，都以您一生僅有一次機會，以您僅有 13天 10 夜的假期，去安排每一個環節、

每一項細部。 

請準備好您的視覺、聽覺、味覺與嗅覺，展開長安國際涵蓋五官感受的德國 13天。 

 

 

雙點進出的班機，讓行程更順暢： 搭乘歐籍航空法蘭克福／慕尼黑雙點進出，省卻舟車勞頓。 

一段國內班機：自法蘭克福到柏林，長安國際安排了國內班機，省下了大幅的拉車時間。 

特殊交通工具安排，讓行程更加多變有趣：近年來歐洲物價一樣節節高漲，許多行程都已相當陽春，能省的門

票絕對不會安排。我們了解客人的期望，也希望能帶給大家深度且美好的感受，故將特殊交通工具安排進行程

內，讓大家沒有遺珠之撼。譬如：楚格峰登山火車、鷹巢的電梯、國王湖遊船。 

 



 
 

 

 

柏林，普魯士的精神：只有在首都柏林，才能真正感受到普魯士的精神，其嚴謹的紀律，促使德國工藝不僅追

求完美品質，亦強調實用功能且注重美感設計，再加上化繁為簡的創作原則，讓「德國製造」成為精準、高科

技以及對品質極端苛求的代名詞。 

布蘭登堡：波茨坦一直是布蘭登堡選帝侯的後花園，尤其無憂宮更是登峰造極之作。 

薩克森：薩克森選帝侯的巴洛克建築藝術與深厚的古典音樂基礎豐富這塊土地，不可錯過薩克森首都德勒斯

登、巴哈的萊比錫、和歐洲第一名瓷的發源地邁森。 

圖林根：位於德國中部，被稱作「德國的綠色心臟」，德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共和國－威瑪共和國和歷史上第

一部民主憲法正是在這裡誕生，也是大文豪哥德生活了 26年的地方。 

巴伐利亞：德國最大的州，也是最重要的觀光區域，包括城堡之路上的班堡及烏茲堡、羅曼蒂克大道上的紐

倫堡、羅森堡、新天鵝堡、林德霍夫宮、楚格峰、國王湖與慕尼黑。 

 

 
看不完的世界文化遺蹟：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評鑑審核通過的世界文化遺蹟，如同台灣一級古蹟

般（但 UNESCO 是全世界認可的），代表了一定的地位與尊榮。 

在行程中，我們安排了： 

 波茨坦和柏林的宮殿及公園：美麗的波茨坦(Potsdam) 被環繞在一片富饒華麗的文化景觀中：廣闊的公

園、壯麗的林蔭道和大約 150 座 18 至 20 世紀的建築構成了這個卓爾不凡的文化寶庫。 

 古典的威瑪：威瑪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德國精神文明的中心：這座城市在十九世紀早期經歷了鼎盛時期，

當時歐洲最著名的三位思想家－歌德、席勒和赫爾德同時居住在此。古典的威瑪建築群至今仍反映出

1800年左右在啟蒙思想影響下的宮廷和市民文化。 

 班堡：18世纪末，班堡為德國南部啟蒙運動中心，吸引了黑格爾和霍夫曼等知名的哲學家和作家來居住

此。1993年班堡舊城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烏茲堡：洛可可風格的烏茲堡主教宮殿，2010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威斯朝聖教堂：「為受鞭打的救世主而建的威斯朝聖教堂」位於阿爾卑斯山腳下，是一件凝聚著巴伐利亞

巴洛克精髓的藝術品。 

 

 



 
 

 

 

德國屬日耳曼民族，偏向大塊吃肉，大口喝酒，肉類的相關製品如各式香腸、豬腳料理也儼然成為這區的一大

特色。近年來，德飲食也趨向精緻及多元化了，選擇性相對變多。 

長安心意： 

長安國際精選餐廳搭配當地季節食材，讓你的味蕾穿梭在傳統的熱情與精緻的廚藝之間，午餐與行程相搭配，

讓您輕鬆自在；晚餐讓各位在一天的結束後，可以全然放鬆在舒適的氛圍慢慢吃。 

道地地方料理，各有特色： 

全程安排以西式餐食為主，德國飲食以肉類、馬鈴薯及乳酪製品為主，為增加飲食的豐富性， 

我們安排班堡啤酒館、德勒斯登烤肋排餐、尤斯第咖啡館及老媽媽柏林豬腳等當地飲食，除了菜色的變化外，

餐廳也是有變化性。 

長安國際更安排了四餐五星飯店主廚料理、德勒斯登的米其林叉匙餐廳、邁森瓷器博物館饗宴、浮士德劇中被

提及的餐廳及慕尼黑知名德式豬腳餐廳，讓飲食更有趣、精緻化，讓您對德國餐食另眼相看。 

 

 
長安心意：長安國際配合行程順暢而選擇適當的住宿旅館，而不會屈就住宿旅館以至於行程繞路或走回頭路；

根據整個地區的住宿條件，精心挑選出有質感的旅館。 

長安國際德國 13天的十晚豪華四至五星住宿，都是知名歷史舊城中心或河畔小鎮，因為住宿點皆屬具有高度

造訪價值的城鎮，相對的飯店價錢偏高。 

 

預定搭乘航班表 
 

 

 以上班機時間，航空公司可能有所變動。正確航班時間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班代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桃園機場 香港    1hr45mins 

香港 法蘭克福 LH797 23:15 05:40 + 1 12hr25min 

第二天 法蘭克福 柏林 LH174 07:45 08:55 1hr10min 

第十二天 慕尼黑 香港 LH730 22:15 15:25 + 1 11hr10min 

第十三天 香港 桃園機場    1h40min 



 
 

 

每日行程 

★表入內參觀或門票  ☆表下車參觀無門票  ※表特殊餐食 

Day1 台北／香港 / 法蘭克福 

Bon Voyage！要出發囉！文化底蘊深厚的德國真是個知性與感性之旅。 

 晚餐  機上 

住宿旅館 機上 

 

Day2 法蘭克福 / 柏林 

柏林．Berlin：在二戰後，柏林是波茨坦旁的瓦礫堆。1989年，柏林圍牆在築起的第二十八年後倒塌；二十

多年來，這座藝術之城、這座德國的文學首都反映出整個國家的狀況。荒蕪已久的東柏林已然成為各派知名建

築大師得新寵兒，讓擁有 800年麗史的柏林搖身一變成為未來城市。 

柏林-米特區．Berlin-Mitte：位於過去的東柏林。 

★國會大廈拱頂．Dome of German Bundestag：坍塌的新建築。原為德意志帝國的帝國議會，二戰時後遭

到破壞後廢棄，直到 1990年兩德統一的時候才得到完全恢復，由著名建築設計師諾曼．福斯特負責重建，其

設計的透明玻璃拱頂已成為柏林的新地標。今天您機會，經過重重嚴格安檢進入國會屋頂上，俯瞰新柏林。 

（須依預約時間入內） 

 

☆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布蘭登堡門，以雅典衛城的城門作為藍本，門頂是一尊勝利女神駕著一

輛四馬兩輪戰車面向東側的柏林城內的銅雕，象徵著普魯士在七年戰爭獲得勝利。 



 
 

 

這是歷史聖地，當圍牆還在時，人們爬上圍牆想看得更清楚，因為這是德國分裂的象徵；拿破崙也知道這點，

因為歷史的勝利者穿過這些門柱；俄國人也知道這點，所以在布蘭登堡門生上槌子與鐮刀的紅旗，展示他們的

勝利。如今已是柏林的象徵，也是德國的國家象徵標誌，它見證了柏林、德國、歐洲乃至世界的許多重要歷史

事件。 

☆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菩提樹下大街從布蘭登堡門向東橫穿柏林市中心，一直通往柏林博物

館島、大教堂、宮殿橋和柏林電視塔，是歐洲最華麗的大街之一。大街上有歌劇院、昔日的軍火庫、洪堡大學、

新崗哨、德意志國家圖書館。 

☆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柏林這座統一的大城中，沒有任何地方比這裡更能清楚呈現這東西分裂

的荒謬戲。這嶄新的檢查哨兵站，上有美軍哨字樣、與肩齊高的沙袋，及兩位佔領區士兵的胸像看板。 

☆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被猶太博物館的建築師丹尼爾．李伯斯金稱為「城市之眼的瞳孔」，原本

只是一個牛市，為紀念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 1805的拜訪而命名為亞歷山大廣場，最顯著的地標就是歐洲第

二高的柏林電視塔。附近的尼古拉區則是柏林的發源地，而紅色的市政廳是一座獨特的紅磚建築。 

☆柏林圍牆．East Side Gallery：昔日東柏林境內的殘留柏林圍牆已成為塗鴉藝術家的聖地，見證東西柏林的 

☆柏林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原是前往波茨坦的舊道路通過柏林城牆處的波茨坦門。曾經有一個多

世紀的時間，波茨坦廣場是歐洲最繁忙的交通樞紐和商業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此處被徹底摧毀成為廢

墟，隨後在冷戰時期，柏林圍牆在其原址上將其分為兩半。但自柏林圍牆倒塌以後，再度發展為該市閃耀的新

的核心和新柏林最顯著的標誌。主要建築包括索尼中心和鐵路塔等。柏林愛樂就在一旁不遠處。 

停留時間 一天 

 午餐  ※老媽媽的柏林豬腳      晚餐  ※索尼中心內的歷史性新餐廳－尤斯第咖啡館 

住宿旅館 InterContinental Hotel Berlin、Swissotel Berlin 或五星同級 
 

Day3 柏林 - 36km/45mins波茨坦 - 36km/45mins柏林 

波茨坦．Potsdam：波茨坦之於德國正如溫莎之於英國，位於布蘭登堡州的

哈維爾河畔，是普魯士國王和德國皇帝的夏宮所在。 

★無憂宮．Schloss Sanssouci：是霍亨索倫家族宮殿，立於 300多公頃森林

中的主宮殿聳立在六段平台階梯之上，階梯層疊而上，兩翼伸展的葡萄藤蔓，

與宮殿共構磅礡的氣勢與自然典雅的美感。這裡不僅僅是腓特烈大帝的心靈殿

堂，法國文豪伏爾泰也曾是座上賓，如今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文化

遺產。（須依預約時間入內） 

★西施林宮．Schloss Cecilienhof： 位於萬湖湖畔，不僅是末代皇儲的居所，

亦是波茨坦會議的見證。 

http://www.berlin.intercontinental.com/
http://www.swissotel.com/hotels/berlin/


 
 

 

這座英國鄉村別墅風格的半木結構都鐸式建築是當時德皇威廉二世為其皇太子和太妃興建的，以太妃西施林公

主的名字(Cecilie)命名。1945年盟軍三大巨頭邱吉爾、杜魯門和史達林，就在此舉行會議，針對戰後德國的

劃分及對日本要求無條件投降。 

停留時間 波茨坦約半天 

柏林－蒂爾加藤區．Berlin-Tiergarten：位於過去的西柏林。 

☆威廉皇帝紀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得名於昔日的布蘭登堡選帝侯，是德國首都柏林

最著名的大道之一。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由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二世下令建造，以紀念德意志帝國的首任皇帝

威廉一世大帝。在二戰中受損嚴重，戰後保留了教堂鐘樓的殘骸，並在周圍建造了新教堂和鐘樓、禮拜堂和前

廳，舊建築和新建築的合二為一給人壓迫感，作為警世戰爭的紀念。 

 午餐  波茨坦當地風味餐        晚餐  方便購物，請您自理 

住宿旅館 InterContinental Hotel Berlin、Swissotel Berlin 或五星同級 

 

Day4 柏林 - 195km/2hr30mins德勒斯登 

德勒斯登．Dresden：曾是薩克森選帝侯和波蘭皇家領地，

更是薩克森王國的首都，在強者奧古斯都的統治下，歐洲首

次成功製作瓷器，且招攬了最好的建築師和畫家來到此，造

就出巴洛克的德勒斯登，故又被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

雖然 1945年 2月的遭受地毯式轟炸，造成整個德勒斯登內

城被徹底摧毀，如今已在市民的熱情下恢復了「老德勒斯登」

的建築，再度展現昔日的輝煌風采。今天可要一一拜訪薩克

森巴洛克建築代表之一的★舊皇宮（須依預約時間入內）、☆

君王行列壁畫、☆茲溫葛爾皇宮、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森帕

歌劇院、☆主教堂及德勒斯登象徵的★聖母大教堂，另外，還要上☆布呂爾雪觀景台賞易北河風光。 

停留時間 半天以上 

 午餐  ※烤肋排餐        晚餐  ※米其林叉匙餐廳 

住宿旅館 The Westin Bellevue Dresden、Pullman Dresden Newa 或同級四星 

 

Day5 德勒斯登 - 30km/40mins邁森 - 103km/1.5hrs萊比錫 

邁森．Meissen：18世紀啟蒙時代，瓷器象徵了皇室貴族的財富與地位，而

歐洲首先成功燒製瓷器的即是以交叉藍劍為商標的麥森瓷器。將安排參觀歐

洲第一名瓷的★邁森瓷器博物館，在工作室中讓您了解其歷史及瓷器之製作過

程。今天讓您以整套的邁森瓷器享用美味午餐。 

停留時間 3小時（含午餐） 

http://www.berlin.intercontinental.com/
http://www.swissotel.com/hotels/berlin/
http://www.westin-dresden.de/
http://www.pullman-hotel-dresden.de/


 
 

 

萊比錫．Leipzig：大文豪家哥德於西元 1765~1768年在此研讀法律，並創作了世界名著《浮士德》，並賦予

這個城市為「小巴黎」。1723年音樂之父－巴哈來到萊比錫的聖湯瑪斯大教堂任合唱團指揮和訓練兒童合唱團，

直到 1750年於此辭世，其創作的《馬太受難曲》等名曲均在這裏首演；而孟德爾頌於 1835年受邀擔任萊比

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指揮，1842年協助舒曼成立萊比錫音樂學院，擔任首任校長，讓這所學校成為歐洲重要

的音樂學校之一。今天我們就在這充滿文化、藝術、音樂的舊城逛逛☆市集廣場、☆舊市政廳、☆舊證券交易

市場、★巴哈博物館、★聖湯瑪斯教堂等；此外，還要參觀促使東德崩潰，兩德合一的民主大遊行現場☆聖尼

古拉教堂。 

 午餐  ※邁森瓷器博物館內美食餐廳        晚餐  ※浮士德場景的地窖餐廳 

住宿旅館 Leipzig Marriott hotel、Radisson Blu Hotel Leipzig 或同級四星 
 

Day6 萊比錫－125km/1hr40mins威瑪－187km/2hr15mins班堡 

 

威瑪．Wiemar：26歲就以「少年維特的煩惱」享譽國內外的哥德，在威瑪渡過了將近六十個年頭，且與席

勒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日我們將到舊城中踩著哥德的舊步一路經過☆國家劇院、☆席勒故居、來到★哥德舊

居參觀（若逢週一則改為參觀席勒舊居）。 

停留時間 約 4個小時（含午餐） 

班堡．Bamberg：班堡擁有上千年的歷史，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主教的駐地。這城市非常幸運地躲過了

多場近在咫尺的戰爭破壞，城市內有 2千多座歷史遺蹟，其中包括具有各種歷史意義的紀念建築和有約千年

歷史的老花園，使得班堡以一個整體的城市建築藝術呈現在世人面前。班堡最傑出的建築作品為附帶 4個鐘

樓，融合了後期羅馬式和前期哥德式的☆主教座堂，建造在河中的☆老市政廳，以前的漁村，現被稱為☆「小

威尼斯」，班堡的整個舊城區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停留時間 午後至入夜 

 午餐  歷史餐廳        晚餐  ※地方料理－煙燻啤酒屋 

住宿旅館 Welcome Hotel Residenz Schloss Bamberg、Hotel Bamberger Hof Bellevue 或同級四星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lejdt-leipzig-marriott-hotel/
http://www.radisson-leipzig.c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E7%9A%87%E5%B8%9D%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7%89%B9%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AD%E8%B4%9D%E6%A0%BC%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www.welcome-hotels.com/welcomehotel-residenzschloss-bamberg/info/
http://www.hotelbambergerhof.de/en/


 
 

 

Day7 班堡－94km/1hr20mins烏茲堡－109km/1hr30mins紐倫堡 

 

烏茲堡．Wurzburg：美茵河畔文藝鼎盛的千年古都，參觀☆古城區、☆古橋及緬茵河景，微風拂面，浪漫情

懷油然而生。最後我們將參觀最著名的★主教宮殿，德國巴洛克式建築代表之一，由紐曼建築師設計建造，內

部有華麗的洛可可式裝飾。建築物和庭園建築前的廣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340間房間中，

有 42間開放參觀，著名的「階梯之廳」是世界最大的濕壁畫，由義大利藝術家提也波洛繪製，描繪奧林帕斯

山的諸神和四大洲的象徵，「白廳」用色很簡單高雅，有別豐富色澤的風格。 

停留時間 午後至入夜 

紐倫堡．Nurnburg：巴伐利亞的首府的第二大城市，僅次於首府慕尼黑，是世界著名大企業集團西門子的誕

生地。建城於 11世紀的紐倫堡，不論是在中古時期或是近代，都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古世紀時期

它曾經是多位德意志皇帝誕生和居住的城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直轄的統治中心之一；二戰時期，這裡先是成

為戰前納粹集會的據點，之後又幾乎被盟軍轟炸夷為平地；戰後又成為舉行知名的紐倫堡審判的地點。 

 午餐  歷史餐廳        晚餐  ※米其林叉匙餐廳 

住宿旅館 Hotel Victoria Nurnberg、Park Plaza Hotel Nurnberg 或同級四星 
 

Day8 紐倫堡－80km/1hr20mins羅森堡－250km/2hr30mins巴伐利亞山區 

羅森堡．Rothenburg ob der Tauber：徒步參觀古城牆環繞的中古市區，千餘年的歷史漫漫流過、光陰彷彿

在此停滯，古意盎然的一磚一瓦和古典雅緻的建築，讓人猶如置身於中古世紀中。市政廳前☆市集廣場周邊古

屋並列，商品精美。廣場邊☆市議會宴會館牆面上壁鐘左右兩旁的窗戶，每到定點，兩邊會分別出現一位將軍

與市長人偶，市長將葡萄酒一飲而盡，敘述此城市著名的歷史典故。前往☆城堡花園，展望古城與塔樓依山而

築的綺麗風光。 

停留時間 約 4小時（含午餐） 

 

http://www.hotelvictoria.de/en.html
https://www.parkplaza.com/nuremberg-hotel-de-90402/deuppnu


 
 

 

 

 午餐  中式料理                 晚餐  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旅館 Steigenburger Der Sonnenhof 或同級五星 
 

Day9 巴伐利亞山區－83km/1hr30mins新天鵝堡－25km/30mins威斯教堂－63km/1hr阿爾卑斯山中 

★新天鵝堡．Schloss Neuschwanstein：路德維二世的浪漫傳奇！位於德國南方的新天鵝堡，有著中古世紀

騎士古堡的風格，是今日世界上最為人所熟悉的城堡之一。此堡乃是浪漫的巴伐利亞傳奇國王路德維二世費時

17年所建築的夢幻城堡。當路德維王子 15歲時，第一次欣賞到華格納描述中古世紀天鵝騎士英勇事蹟的歌劇 

--「羅艾格林」，新天鵝堡的築夢狂想從此點燃！ 

停留時間 約 3.5小時（含午餐） 

 

☆威斯教堂．Wieskirche：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在德文意為「威斯受鞭打的救世主朝聖教堂」。齊默爾曼兄弟

身為洛可可風格畫家與建築師，在設計威斯教堂時採用了當時流行的洛可可設計。威斯教堂雄偉大氣，室內裝

潢相當出色；相傳教堂內的救世主像曾為苦難的百姓落淚，因而成為聖地。198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停留時間 約 45分鐘 

 午餐  新天鵝堡訂位時間不好掌握，中午請自行覓食        午餐  飯店內主廚推薦 

http://www.spahotel-sonnenhof.d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4%BC%90%E5%88%A9%E4%BA%9A%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5%B7%B4%E6%99%AE%E8%92%82%E6%96%AF%E7%89%B9%C2%B7%E9%BD%90%E9%BB%98%E5%B0%94%E6%9B%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5%8F%AF%E5%8F%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


 
 

 

住宿旅館 Parkhotel Wallgau 或同級四星  

 

Day10 阿爾卑斯山中－20km/25mins (登山火車上/纜車下) 楚格峰－40km/45mins 林德霍夫宮－

82km/1hr15mins 泰根塞（巴伐利亞湖區） 

 

★楚格峰．Zugspitze：德國第一高峰（標高 2964公尺），峰頂上有一座名為「慕尼黑小屋」（Münchner Haus）

的德國阿爾貝斯協會會所，和一座一百多年歷史的氣象觀測站與德國最高的郵局。將搭★登山齒軌火車及★纜

車登沿途攀升、刺激難忘，且峰頂正可以「小天下」。 

停留時間 約 4個小時（含午餐） 

★林德霍夫宮．Schloss Linderhof：這小巧的宮殿不僅是巴伐利亞末代國王的居所，更是集所有巴洛克與洛

可可風格要素為大成的經典作品。 

停留時間 約 2個小時 

 午餐  山頂上簡餐        晚餐  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旅館 Althoff Seehotel Uberfahrt或 Park-Hotel Egerner Hof Hotel或同級五星 
 

Day11 泰根塞（巴伐利亞湖區）－135km/2hr貝佳斯登國家公園 

★國王湖．Lake Königssee：搭船巡遊這美麗的山間小湖，前往美麗的☆聖巴爾特羅梅修道院。國王湖的寧靜

如同遠離塵世喧囂，身於此處讓您彷彿心靈被洗滌了一番；而冬季的雪景覆蓋山頭，更增添一分風情。漫步於

林間，深入上湖Obersee 感受宛如世外桃源的湖光山色。 

停留時間 約 6個小時（含午餐） 

 

http://www.parkhotel-wallgau.de/index.php?id=1
http://www.seehotel-ueberfahrt.com/de
http://www.egerner-hoefe.de/de/hotel-egerner-hoefe-tegernsee-geniessen/hotel-egerner-hoefe-tegernsee-restaurant-dichterstubn.html


 
 

 

  

 午餐  精緻西餐        晚餐  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旅館 Der Klosterhof Das Premium Hotel & Health Resort 或同級四星 
 

Day12 貝佳斯登國家公園－156km/2hrs慕尼黑 / 香港  

慕尼黑．Munich：巴伐利亞的首府，南德的宮廷文化中心，此城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 66 次的空襲，城市

幾乎全毀；然而戰後卻能奇蹟式的完全重建復原，令人難以致信。我們將帶您參觀☆市政廳、☆瑪麗恩廣場、

☆聖母教堂…等。 

慕尼黑是個大城，也是這行程裏有機會購買名牌商品的城市，今天會有些許自由活動時間，滿足您的購物慾望。 

今天再檢查一下行李，護照帶了沒，我們將專車前往機場。今天在機場要有點耐心噢！因為還要辦理退稅，辦

好一切手續，前往候機室，搭機直飛回可愛的故鄉－台灣，今晚夜宿機上。 

停留時間 約 6個小時（含午餐） 

 午餐  ※慕尼黑知名德式豬腳餐        晚餐  機上 
 

Day13 香港 / 台北 

返回甜蜜的家！！ 

 

 

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http://www.klosterhof.de/de


 
 

 

團費包含 

行程所列之團體經濟艙機票（不可提前出發或延回），兩國機場稅、燃油稅、團體保險（明細請來電詢問）、行

程所列之景點門票(★)、巴士等交通安排、行程中註明之早午晚餐、十晚豪華旅館住宿（兩人一室） 

 

團費未含 

新辦護照費、個人旅館消費、司機領隊及導遊小費（建議約€130） 

 

◎單人房住宿加價NTD.42,000.（此單人房價差，房型可能為標準單人房，而非雙人床房間），如能安排同性團

員住宿一室，則不收單人房加價。 

◎未滿 12歲之小孩佔床【和一位大人同房】扣NTD.3,000. 

◎未滿 12歲之小孩加床【和兩位大人同房】扣NTD.5,000. 

 

關於三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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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免簽須知」 
 

1. 我國國人自民國 100年 1月 11日起，即可無須申請申根簽證赴歐洲 35個國家及地區，每半年內可多次

出入申根地區累計停留至 90天。 

2. 國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效期需至少包含返國日期六個月以上效期，允許入出境。 

3. 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男子（簡

稱役男）申請出境，需至內政部移民署加蓋核准章。 

4. 與未滿 18歲之未成年孩童同行進入申根區時，必須提供證明彼此關係的文件或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書。

所有相關文件都應以英文呈現或翻譯至欲前往之會員國語言。所以請旅客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英文版戶籍

謄本，因工作天需六天（不含六日），請旅客盡早辦理。  

5. 為方便前置作業便利性，敝公司仍會向您收取護照正本；由領隊統一帶至機場辦理手續。若您希望自行

攜帶, 請簽妥護照自帶切結書於出發前轉交業務確認。 

 

 

 

 



 
 

 

「參團貼心提醒」 
 

歐洲行程天數較長、須經長途飛行；且徒步參觀的古城、景點較多，參團貴賓必需具備一定的體力及腳程。對

於行動不便、需人扶撐的貴賓，建議您慎重考量再決定是否參加。另由於遊覽巴士內空間有限，需以折疊輪椅

代步者恐較為不便。若您為高齡旅客，建議您由家人陪同出遊；且您若是有任何個人病史，也請事先告知。 

同時，為了讓您能有一趟美好的旅行，敝公司特地附上貼心提醒請您留意；尚請多加見諒，感謝您的配合。 

 

依照各家航空公司對於團體票的規定比較嚴謹，例如：不能累計里程、不能事先選位…等等的限制；，

團體機票幾乎無法於出發前事先選位，甚或多數航空公司對於腿部空間較大（如逃生門座位）、走道

位等個人機票都要加收選位費。旅行社對於團體機上座位安排完全沒有權限干涉，如遇班機客滿，

偶會造成沒有走道座位、甚或家人朋友座位不相連的狀況，這絕對不是旅行社或領隊刻意安排，旅行社或領隊

不會樂見第一天出發就造成團員的不愉快，這點要請多多諒解及包涵。 

 

歐洲餐廳注重餐廳名聲，為了要保持餐廳聲譽及餐點品質，通常會要求團體餐食都必須在出發前就

事先訂好、規定團體要坐在指定坐位、且不允許團體現場點菜。甚至米其林星級餐廳，對於用餐的

人數及座位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尤其歐洲國家重視用餐過程，花兩、三個小時用餐是很平常的；

就請您入境隨俗，學習歐洲人優雅的品味餐點吧。另外，就算再高級的餐廳，對於團體的服務也無法做到依據

個人喜好來安排餐點。所以您若是有特殊需求，請以宗教或身體因素（如過敏）來做考量，而不是依照個人對

於食物的喜好（例如：不吃牛肉，但是好吃的可以吃）。如果團體的特殊要求太多，會造成餐廳出錯機率會變

高、用餐時間也會相對增加，造成旅遊時間縮短。 

 

 

由於歐洲相當重視歷史建築的保留、建築法規相當嚴格，很多極具歷史的飯店即使整修，也只能針

對內部細節及裝飾做整修，不可能將整體打掉重建，所以或許會有空間大小不一的狀況。我們跟飯

店接洽時都是統一團體房價，並不是依照房型而付出不一樣的價錢；且飯店為了作業方便，多是團

體抵達前一到兩天才會安排房間，所以領隊或公司是無法事先得知飯店會安排什麼房型，這點還請各位旅客諒

解。此外，歐洲飯店有著嚴謹的消防法規，所以多不接受三位大人（12歲以上）同時入住一間房，某些家庭

或朋友一起出遊，會要求相通房或是隔壁房；但因為每間飯店的房型規劃不同，無法保證飯店有符合您要求的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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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旅館 Welcome Hotel Residenz Schloss Bamberg、Hotel Bamberger Hof Bellevue或同級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