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資愛德國～萊茵大城小鎮、格林童話城堡、海德堡纜車、
羅曼蒂克大道七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8/12/4
現金優惠價：334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全程搭乘華航直飛豪華客機，直飛法蘭克福來回。
行程介紹

萊茵河遊船之旅：搭乘遊船瀏覽兩岸綺麗景緻，沿岸古堡矗立，極為壯觀。
羅騰堡：有《中世紀的珠寶》之稱，完整城牆、城門，石頭街道上盡是一棟棟童話般的屋。
海德堡：電影《學生王子》拍攝地，同時也是一座大學城，海德堡大學也是德國著名大學。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061

台北(桃園)

法蘭克福

23:35

06:25+1

CI062

法蘭克福

台北(桃園)

10:40

06:10+1

2018/12/04
〔星期二〕
2018/12/09
〔星期日〕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法蘭克福(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40 分鐘)
大部份的人都會夢想自己可以置身於廣大的原野；寄身於童話世界之中；大口品嚐又大又香的豬腳等。請放
鬆心情，夢想起飛，隨著專業領隊，搭乘豪華的客機飛往歐洲。班機於隔天早上抵達法蘭克福。

貼心的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X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二天 法蘭克福～(116KM)萊茵河(遊船)～(143KM)海德古堡(纜車上或下)～海德堡
班機抵達法蘭克福，隨即前往著名的萊茵河谷。
萊茵河遊船：全長 1320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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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聆聽悅耳的蘿蕾萊之歌和蘿蕾女神之淒美傳說，在一小時的
行船時間裏，在藍天白雲的幽靜中，您可慢慢享受著萊茵河上綺麗動人的原野原野風光。萊茵河中上游區域
Upper Middle Rhine Valley。★200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海德堡：位於德國南部，因拍攝電影《學生王子》而聞名的大學城。並參觀餐觀卵石覆蓋的市集廣場、聖靈
教堂、市政廳。
海德古堡(登山纜車上或下)：在市區即可清楚看到此座佇立在山丘之上的城堡，這裡建立德國境內的第一所大
學，許多詩人及藝術家為了尋求心靈的慰藉而造訪此地，並且歌頌這個城市，哥德即是最佳代表。美麗古橋
映照著夕陽的古堡和綠色山丘，還有磚紅色的古樸小鎮，不管哪一處的風景都是俯拾入畫的絕佳景致。
此古堡雖然已是十三世紀的建築物，但風采依舊。經過擴建後，形成歌德式、巴洛克式及文藝復興三種風格
的混合體。地窖更收藏了一個可容二十二萬公升的大酒桶。接著你可漫步在這深具歷史及文化特色的環境裡，
參觀古老的大學城，而後前往內卡河上的古橋，此乃眺望城堡、市鎮、河川最佳的去處。
【特別安排】萊茵河遊船、海德古堡。
【下車拍照】市集廣場、聖靈教堂、市政廳。
餐食 :早餐: 機上早餐
午餐: 萊茵河畔德國豬腳風味餐
晚餐: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NH Hirschberg 或 Best Western Leoso Ludwigshafen 或 NH Weinheim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海德堡～(168KM)羅騰堡 Rothenburg～(62KM)烏茲堡 Wurzburg～(119KM)法蘭克福
羅騰堡：雖然上帝不想讓時間在人間駐足，然而時間在有些地方卻不願往前走，德國的羅騰堡就是這樣的地
方，可以說他又古典又浪漫。羅騰堡位於德國南部中心，是德國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城堡，人口少少的幾萬
人，延續經營著這個古城的命脈，進入城堡宛如躍入了時光機，送你墜入時光迴廊。城堡建築本身，包含厚
厚的城壁、城門、稜堡、鐘塔和石版街道。充份保持著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城市的風貌，而馬克廣場、市
政廳、古時鐘等皆是重要的景點；漫步在鵝卵石街道，兩旁是未被損壞的歌德式和文藝復興式的建築，走進
彎彎曲曲的長廊，一座鐘樓、一個巷口都藏著一段故事、一段歷史的延續，宛如時光倒流。
市政廳：1631 年市長救城的歷史，在時鐘塔上，遊客們則每天能看到市長飲下一桶酒救了這個城的木偶短劇。
烏茲堡：通往浪漫之路的大門！城堡、葡萄園、田園、教堂組成的浪漫之路，正如小時候看的綠野仙蹤的童
話世界。聖奇李安（San Kilian）聖人仍舊站在 500 多年歷史的舊緬因老橋守護著烏茲堡；料誰都會忌妒這座
醇美巴洛克風格的城市；衣服可以混搭，建築物也可以混搭！在這裡您可以找到高聳的哥德式塔樓混合青蔥
頭或圓頂的教堂和建築，再搭上愛搞怪的巴洛克立面。舊緬因石橋是縮小版的查理布朗大橋，橋上立著 12 位
栩栩如生的聖人塑像；找找看 12 聖人中哪個人的臉正好對著丘陵上的瑪麗恩堡要塞。古樸的市政廳廣場上聳
立著亮眼的瑪麗亞聖母教堂，血紅哥德式的柱體和廣場其他建築相比實在搶眼又特殊。
【下車拍照】古城門、馬克廣場、市政廳、古時鐘。
【下車拍照】舊緬因老橋、瑪麗亞聖母教堂。
【溫馨提醒】此行程特別安排入住歐洲渡假區域飯店，如阿爾卑斯山區、黑森林地區、德國小鎮或是老城區。
這些區域許多飯店興建時因當時氣候因素或保護建築的關係，只有設置暖氣而無冷氣空調，敬請見諒！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享用
午餐 :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NH Morfelden Conference Center 或 NH Frankfurt Airport West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法蘭克福～(89KM)WERTHEIM VILLAGE OUTLET～(89KM)法蘭克福(市區觀光)
接著前往名店精品購物 OUTLET - WERTHEIM VILLAGE，總共有超過 110 個品牌進駐的大型購物 OUTLET，BOSS、
BALLY、COACH、LONGCHAMP、VERSACE、ARMANI……等等，對於是購物慾望特別強烈的人，絕對可以滿足
您想 SHOPPING 渴望。逛累了，OUTLET 也設有餐廳及咖啡廳，不管是想好好飽餐一頓或是小憩休息喝杯咖啡，
都可以找到適合的餐廳哦。

午後返回法蘭克福，位於法蘭克福舊城區中心的羅馬人廣場，其中三連棟的山式建築是法蘭克福的市政廳，
同時也是羅馬人廣場最著名的地標之一。著名的保羅教堂，是一座古典主義式的教堂，有人形容它為德國民
主的搖籃，因為德意志第一次的國民議會就是在此召開，且也在此產出了德意志的第一部憲法，目前已為德
國民族紀念館。後前往法蘭克福的中心點-衛戍廣場(Hauptwache)，也是最有名的廣場之一，此廣場以
Hauptwache 這座歷史性建築物命名，是以前的警察局及監獄，現已成為著名的咖啡館。而座落在衛戍廣場旁
的聖凱薩琳教堂(Katharinekirche)是法蘭克福最大的路德會教堂，建於 17 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摧毀，
後於 1954 年完成重建。
【入內參觀】Wertheim Village Outlet。
【下車拍照】羅馬人廣場、市政廳、保羅教堂、衛戍廣、聖凱薩琳教堂。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享用
午餐: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 中日式自助餐+火鍋
住宿 : NH Morfelden Conference Center 或 NH Frankfurt Airport West 或 Lindner Congress Hotel Frankfurt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法蘭克福全日自由活動(本日請自理交通及午晚餐)
旅行，需要一點冒險，需要一點留白，需要花一點『歐元』的回憶......
今日全日自由活動。您可選擇暢遊法蘭克福大街小巷～
您可在法蘭克福的恣意行走，在市區裡面有非常多的小物商店；又或者直接前往大型購物中心裡大肆血拼。
若您是個文青的話，前往德國著名詩人哥德的故居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已改成一個可了解這偉大詩人的一生
的博物館，又或者您可前往施泰德美術館，館內收藏許多歷史上著名畫家的作品，如：拉斐爾、波提切利、
魯本斯、林布蘭、雷諾瓦、莫內…等等，對於繪畫美術有興趣的您，絕對不可錯過。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享用
自由活動,敬請自理
晚餐 : 自由活動,敬請自理
住宿 : NH Morfelden Conference Center 或 NH Frankfurt Airport West 或 Lindner Congress Hotel Frankfurt 或
同級旅館

第六天 法蘭克福／桃園(飛行時間約 12 小時 30 分鐘)
早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台灣，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
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本日您將搭乘直飛的航班返回台灣，中途無需轉機，在本航段中，機上將提供您二次的正餐，並且於二餐之
間會供應點心或三明治等簡易輕食。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享用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七天 全日深度羅馬～《璀璨教皇國》梵諦岡～(神鬼傳奇夢紀行)鬥獸場、萬神殿、許願
池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
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期待下次的約會。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
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請您
見諒。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x
晚餐 : X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