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RMANY 德國經典 華航直飛 12 天 
秋天的德國 身歷其境 浪漫無限 

 

   
 

 

【行程特色】 
◎萊茵河遊船～萊茵河（德語：Rhein，英語：Rhine）發源於瑞士格勞賓登州的阿爾卑斯山區，流經列支

敦士登、奧地利、德國和法國最終於荷蘭流入北海，萊茵河全長約 1,232 公里，通航區段為 883 公里，

流域面積約 17 萬平方公里萊茵河是歐洲最長的河流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流域之一，萊茵河

沿岸有許多葡萄園，也有許多古堡和田園村鎮從美因茲到科布倫茨的萊茵河段風景優美，沒有架設任

何橋樑，全靠擺渡過河，目的是為了保存該河段的自然風貌。在賓根（Bingen）與科布倫茲（Koblenz）

之間的萊茵河（被稱為浪漫的萊茵河）因為擁有超過 40 棟中古世紀的城堡或堡壘與許多秀麗的葡萄鄉

村而在 2002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 

◎黑森林～德文中黑森林叫做 Schwarzwald，Schwarz 就是黑，Wald 就是森林，德國西南部地區有一塊很

大的區域，遍布了松樹跟杉樹，也是度假勝地。 

◎蒂蒂湖～是黑森林區最具特色的山中湖，因為沒有工業污染，所以湖水清澈，是德國境內水質達到飲

用標準的最大天然湖泊，直到 18 世紀開始了咕咕鐘的製造後，更讓這個純樸的小鎮被評選為--黑森林

之珠。 

◎楚格峰～德國最高峰，登楚格峰可是許多德國人一生嚮往的旅遊成就呢！相傳這裡有位著貴族服裝山

神作怪，因此經常發生雪崩而得名，因山勢險峻、地形複雜，有很長一段時間沒人敢上山。直到 1821

年，一年輕少尉幫忙巴伐利亞國王探勘國界，才揭開神祕的面紗。 

◎國王湖～位在貝希特斯登國家公園，由於清澈見底的湖水而成為德國著名的旅遊勝地。它被認為是德

國最乾淨以及最美麗的湖泊。而德國為了能夠保護這片美麗的湖泊，從 1909 年起，只允許電動船、手

划船在湖上航行。如此一來才不會造成湖泊的污染。國王湖清澈的湖水清澈，甚至達到飲用水的標準。 

◎海德堡～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傳統和現代混合體。過去它曾是科學和藝術的中心，不僅有著引以為榮的

中世紀城堡，歐洲最古老的教育機構之海德堡大學亦座落其中。曾在海德堡大學學習和工作的著名思

想家有黑格爾、詮釋學哲學家伽達默爾、社會學家哈貝馬斯以及語言哲學家卡爾-奧托·阿佩爾（Karl-Otto 

Apel）。於 1817 年發明自行車的 Karl Drais 也是海德堡大學的學生。 

◎新天鵝堡～來自童話世界的城堡！迪士尼夢幻城堡設計原型：德國新天鵝堡、洛可可風格建築經典之

作：威斯教堂。 

◎紐倫堡～不論在中古時期或近代都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建城於 11 世紀，曾經是多位德意志

皇帝誔生和居住的城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直轄的統治中心之一，這裡保留了綿延五公里的古城牆，

牆上的斑駁可看見時光的痕跡。 

◎烏茲堡～是羅曼蒂克大道（Romantische Strasse）的起點。現今，它是名號響亮的大學城；若追溯過去，

從第八世紀起，聖波尼費斯（St. Boniface）在此建立的主教境地之尊，則突顯了這城市的歷史光芒。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列的世界文化遺產名單中，之所以能找到烏茲堡之名，一切都拜「皇宮」所賜！

十八世紀，結合了德國和義大利建築藝術名師才華，在德國巴伐利亞邦烏茲堡落成的皇宮（Residenz 



Wurzburg），堪稱當代歐洲最美麗的宮殿之一；宮廷內的巨幅天頂壁畫、和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巴洛克風

格建築園藝設計，使它成為緬因河流域旁的閃耀明珠。 

◎羅騰堡～中世紀最美的童話城堡。Rothenburg 的古德文含義是指「紅色的城堡」，據說這個名字的由來

是因為整個城鎮的紅色屋頂；而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則是指「座落於陶伯河旁的紅色城堡」。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法蘭克福 Frankfurt         
行  程 今日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腦海中充滿無限的憧憬，背著輕便的行囊齊聚於桃園國際機

場，搭乘服務最優良的航空飛往德國法蘭克福（直飛中途不停，約飛行十三個小時多），沿途

享受航空公司的精緻招待，連經濟艙都有個人專屬的電視螢幕，夜宿航機上。 

飯  店 機上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簡餐 

 

 

第二天 法蘭克福 Frankfurt－121 公里－萊茵河遊船－121 公里－海德堡 
行  程 【搭船遊覽萊茵河區】萊茵河總長 1,233 公里，是德國最具經濟價值的河流，源自德國與瑞士

邊界往北經荷蘭流入北海，其中聖高爾到波旁這段，兩岸的葡萄園、城堡林立，值得好好欣

賞。上游區域 Upper Middle Rhine Valley 在 200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河

流流經 Boppard 時，兩岸懸崖絕壁，山谷陡峭有壯觀的葡萄園，高聳入雲的岩峰陸續出現的

古堡，圍在教堂四周的村莊，您可慢慢享受著萊茵河上綺麗動人的原野風光。 

【海德堡】學生王子”故事背景地所在的大學城。搭乘纜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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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舍與學院錯落的舊城區，享受閒適的歐洲風

情。造訪位在國王寶座山（Koenigstuhl）的海德古堡，雖然已是十三世紀的建築物，但風采依

舊。融合了歌德式、文藝復興巴羅克式等風格，曾經毀於戰火後重建；地窖內更收藏了一個

可容二十二萬公升的大酒桶。而聖靈教堂高聳入天的間聳塔樓是海德堡最高的建築物，和古

堡相同都因為戰火後重建而加入不少建築風格。同時可參觀卵石覆蓋的市集廣場、市政廳。 

飯  店 LEONARDO HEIDELBERG CITY CENTER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萊茵河畔景觀餐廳      晚餐：騎士之家風味料理 

 

 

 

https://www.leonardo-hotels.com/leonardo-hotel-heidelberg-city-center


第三天 海德堡－121 公里－斯圖加特 Stuttgart－45 公里－Metzingen Outlet 暢貨中心－ 

45 公里－斯圖加特 Stuttgart 
行  程 【斯圖加特】第一印象是綠意盎然，很難想像這裡是德國產業的重心。火車站的對面，有著

豐沛綠意的王宮花園，面積遼闊，來到許多宮殿包圍的王宮廣場，廣場東面座落著一座非常

華麗的巴洛克宮殿新王宮，整個廣場是斯圖加特市民最愛的休憩去處。並特別安排前往參觀

賓士博物館，見證汽車的誔生。 

【METZINGEN OUTLET】是德國著名的歐洲時尚精品暢貨中心。110 多家時尚精品專賣店，

低至 4 折的誘人折扣，琳琅滿目的時尚奢華品牌，各種鞋包配件，運動品牌以及餐廳，咖啡

館，為您打造愜意舒適的購物之旅。 

飯  店 NH STUTTGART AIRPORT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德式風味料理      晚餐：德式風味料理 

 

 

第四天 斯圖加特－139 公里－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89 公里－科瑪－89 公里－蒂蒂湖

（黑森林地區） 
行  程 【史特拉斯堡】亞爾薩斯省首府，位在法德瑞三國交界的《歐洲十字路口》，從羅馬時代起就

是連結北歐洲與南地中海的重要據點，為歷史上的多事之地。為了平息自古以來的恩恩怨怨，

1979 年歐洲議會以史特拉斯堡作為集會地，從此它便被冠上《歐洲首都》之名。觀光客必訪

的小法國區，在 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被伊爾河圍繞，河邊分佈

著木造屋和露天餐廳。當然不可錯過稱得上哥德式教堂的登峰之作～聖母院，法國著名作家

雨果曾以《集巨大與纖細於一身令驚異的建築》來形容這座教堂。 

【科瑪小鎮】阿爾薩斯最美的運河小鎮，色彩鮮明而各具特色的半原木屋和歐洲其它各地之

建築大異其趣，而漫遊古巷街弄之間或舊城區（小威尼斯區），皆有一番驚喜，更能感受法國

東部特有的中世紀城市建築特色。 

【蒂蒂湖】德國著名的黑森林區，悠遊於黑森林的湖光山色裡，可幽閒漫步於蒂蒂湖畔，參

觀湖畔商店街及黑森林咕咕鐘製造過程想必是一趟豐收的旅程！ 
飯  店 MARITIM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亞爾薩斯米其林餐廳推薦級料理    晚餐：鱒魚餐及黑森林蛋糕 

 

 

第五天 蒂蒂湖（黑森林地區）－243 公里－新天鵝堡－4 公里－福森 
行  程 【新天鵝堡】循著山野原色小村錯落的美麗阿爾卑斯街道來到國王魯道夫二世所建宛如童話

世界的新天鵝堡，堡內諸多歌劇劇情成壁畫，城堡之名並由『天鵝騎士』（浪漫主義派的～華

格納）劇中傳說由來！天鵝堡起建於十九世紀，特別安排搭乘環保巴士登城堡參觀，回程安

排搭乘觀光馬車下山，充分享受浪漫氣息！ 

【福森】羅曼蒂克大道最南邊城鎮，今晚夜宿阿爾卑斯山腳下小鎮。 

飯  店 LUITPOLDPARK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西式套餐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風味料理 

 

 

第六天 福森－47 公里－楚格峰－201 公里－國王湖遊船－15 公里－貝希特斯加登國家

公園 
行  程 【楚格峰】德國境內阿爾卑斯最高的山峰，高 2,962 公尺是韋特施泰因山脈最東邊的山峰，您

可從峰頂可以欣賞 400 座阿爾卑山頭及 4 個國家的美景，寬闊的視野飽覽獨一無二的 360 度

全景，並可自由穿梭於德奧兩國之間，雄偉壯闊的冰河，訴說大自然千萬年的歷史，真是所

https://www.nh-hotels.com/hotel/nh-stuttgart-airport?campid=8435708&utm_campaign=paid-search_brand&utm_source=google&utm_term=english-all&utm_medium=paid-search&gclid=Cj0KCQjw4dr0BRCxARIsAKUNjWTi8M1JwsKW3QRlkPOwjjucufRVoE2L4kKIGhqldEK9ollRyg1gPUgaAs35EALw_
https://www.maritim.com/en/hotels/germany/titiseehotel-titisee-neustadt/hotel-overview
https://www.luitpoldpark-hotel.de/en/
http://www.hofbraeuhaus.de/


謂的「一身跨兩雄，四國在眼下」。 
【國王湖】清轍的湖水映照著天光雲影及嶙峋綺麗的山色，湖泊的深處，幽靜無比，船夫清

脆且動聽的喇叭聲，如天使歌唱般的回盪於山谷間，給人無限的感動與驚奇，深深烙印在每

一個人心底。我們特別安排一趟遊船，首先來到湖區中段的聖巴爾特羅梅禮拜堂是國王湖的

標誌。 

【貝希特斯加登】是一個保護區，面積 210 平方公里。這裡風景如畫，寬闊的森林、綠草青

青的高山牧場和陡峭的懸崖，構成了此地與奧地利薩爾茨堡州交界、德國獨一無二的國家高

山公園的風貌。這個國家公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UNESCO 列為生態保護區。在公園裡可找到

珍稀的植物、土撥鼠、岩羚羊和北山羊在國家公園找到了它們真正的庇護所。 

飯  店 EDELWEISS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楚格峰山頂風味套餐      晚餐：德式豬脚風味料理 

 

 

第七天 貝希特斯加登－35 公里－鷹巢 EAGLES NEST 希特勒私人城堡－25 公里－鹽洞 
探秘之旅－慕尼黑 

行  程 【鷹巢】Adolf「狼」穴，貝希特加敦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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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附近的山上築起藏身之所鷹巢。我們別安排專屬

登山巴士來到鷹巢，你可俯瞰到藏身於阿爾卑斯山林間最美的國王湖。 

【鹽洞】哈修塔特（Hallstatt）小鎮後的半山腰有一座鹽洞，距今已有近 900 的歷史，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鹽坑，現在仍在正常運作並成為對遊人開放的「採礦世界」。可乘纜車前往，抵達

纜車站後可見到一家餐廳，再向上攀爬 15 分鐘左右就會見到鹽坑，之後要換上「礦工衣服」，

再乘坐小火車進洞。下車後，走進一條迂迴曲折、幽深詭異的隧道，由於礦洞深入地下，所

以還要從一條滑梯向下滑，十分刺激。礦坑內，設有電影室介紹鹽坑歷史及採礦的過程，讓

遊人加深對鹽洞的瞭解；還有一個地下鹽湖，水平如鏡，有鐘乳石伸延近水面，瑰麗精美。

此外，遊客還可參觀原來鹽礦工人的宿舍「鹽礦工之屋」、展示著挖掘出的衣服及采岩鹽的工

具的博物館等景點。 

【慕尼黑】巴伐利亞首府，德國第三大城，也是巴伐利亞王國八百年的王城之地，王室所流

傳的文化歷經文藝復興、巴洛克與洛可可的變遷更顯豐碩博大，慕尼黑並被譽為〔伊薩爾河

畔的雅典〕。 

飯  店 LEONARDO ROYAL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碳烤雞排風味料理      晚餐：德國啤酒特色風味料理 

 

 

第八天 慕尼黑－169 公里－紐倫堡 Nuernberg 
行  程 【慕尼黑】參觀著名之奧林匹克運動場、BMW 汽車中心、著名之瑪莉恩廣場及市政廳。 

【紐倫堡】圍繞著整個紐倫堡城的城牆，此座城牆長約五公里，就像是紐倫堡的守護者一樣，

保護著紐倫堡的安全，從圍牆外觀痕跡感受到紐倫堡悠久歷史。紐倫堡市區觀光，前往中央

廣場。觀賞鑲著金環的八角形美泉、廣場旁的弗勞恩教堂的壁鐘、廣場上有名的古屋、老店

及掛飾，充滿了紐倫堡歲月的痕跡！ 

飯  店 MOEVENPICK NUERNBERG AIRPORT HOTEL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紐倫堡香腸風味料理 

 

 

第九天 紐倫堡－76 公里－羅騰堡 
行  程 【羅騰堡】羅曼蒂克大道北邊『中世紀之珍珠』的城市－羅騰堡。市內保存完整的中世紀街

道、住家、城堡、塔台、小石路、噴泉、傳統老市街等；越過古城牆，欣賞美麗的景致，令

人恍如穿越時光隧道，回到歐洲中世紀的浪漫生活中，浪漫無比。 

酒  店 TILMAN RIEMENSCHNEIDER HOTEL  或同等級 

https://www.edelweiss-berchtesgaden.com/en/hotel-bayern/1-0.html
https://www.leonardo-hotels.com/leonardo-royal-hotel-munich
http://www.hofbraeuhaus.de/
https://www.movenpick.com/en/europe/germany/nuernberg/hotel-nuernberg/overview/
http://www.tilman-riemenschneider.de/english/rooms.php


餐  食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獵戶之家特色料理 

 

 

第十天 羅騰堡－56 公里－烏茲堡－86 公里－畫眉鳥小鎮－36 公里－法蘭克福 
行  程 【烏茲堡】一個擁有兩萬多名學生的大學城，在這邊也是法蘭根葡萄酒的主要產地，Alte Mainbr

ücke 舊緬恩橋，橋上 12 尊聖人的石像，不但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老僑，也

是介於市集廣場和瑪莉恩堡要塞的道路。市集廣場紅白相間的瑪莉恩教堂，德國最大的巴洛

克式建築之一的大主教宮殿，目前已經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呂德斯海姆】亞洲人最愛的德國小鎮，小鎮最吸引人的莫過於一條被稱為「畫眉鳥」

（drosselgasse）的小巷，巷子裡，一家挨著一家的咖啡館和酒館，很多酒館都有樂隊現場表演，

極具巴伐利亞的特點。甚至連城堡的鐘樓，都如同慕尼黑市政廳的鐘樓一樣，每天定時轉出

木偶表演。 

飯  店 MARRIOTT HOTEL FRANKFURT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德式套餐料理      晚餐：台式懷舊風味料理 

 

 

第十一天 法蘭克福/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今早整理行裝，在享用完早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

飛返台北，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飯  店 機上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美式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第十二天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今日飛返桃園國際機場，品味了浪漫的歐洲之旅，整個活力也滿滿充電，一起規劃下次的旅

程吧！ 

酒  店 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fradt-frankfurt-marriott-ho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