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瑞冰河 3000、萊茵童話城堡、黃金景觀列車、米其林推
薦餐廳 11 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9/2/2
現金優惠價：95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冰河 3000(官網 GLACIER 3000)讓您玩瘋瑞士！
★搭乘纜車：登上海拔高達 3000 公尺的山峰欣賞終年積雪的冰河。
★巔峰漫步：世上第一座連接兩座山峰的懸索吊橋，登上觀景台欣賞浩瀚的冰川與山景。
★冰原雪車：雪車在 3000 公尺的冰原上行駛放眼望去是一片雪白的冰原綿延直達天邊。
★景觀餐廳：環繞山頂餐廳用餐佐景，遊客一邊用餐一邊欣賞到令人讚歎的美景。
新天鵝堡入內參觀(中文耳機導覽)：安排搭乘巴士上山、搭乘馬車下山。
註 1：若因天候因素，上山巴士停駛，則改搭乘馬車上山，自行步行下山(巴士費用不退費)。
註 2：若因天候因素，下山馬車停駛，則現場退費 5 歐元。改為步行下山。
搭乘黃金列車景觀路線(約兩小時)：盧森～茵特拉根。
註：黃金列車(盧森～茵特拉根)此段黃金列車，即日起已正式更名為：Luzern-Interlaken Express，車體外觀變
更為紅白色外觀。
德國 St.Goar～Boppard 搭乘萊茵河遊船之旅。
德瑞邊境安排波登湖畔渡輪之旅。
註：一般團體僅搭乘巴士繞過波登湖前往瑞士，必需多花 1 小時左右車程。
海德堡古堡之旅：搭乘纜車上或下海德古堡。(含入內門票)
聖加崙百年修道院：位於聖加崙的大教堂裡的修道院圖書館，內裡金碧輝煌，壁面及柱子都有非常精美畫作
或是裝飾，特別安排入內參觀這華麗的洛可可式圖書館。
註：修道院圖書館內是禁止拍照攝影，請您靜靜欣賞，將看到的這份感動深深的烙印在心底帶走。
奧伯拉瑪高：以壁畫、木雕、耶穌受難劇 三項特色聞名於世，被稱為《德國的壁畫村》。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9/02/02
〔星期六〕
2019/02/02
〔星期六〕
2019/02/03
〔星期日〕
2019/02/11
〔星期ㄧ〕
2019/02/12
〔星期二〕
2019/02/12
〔星期二〕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BR855

台北(桃園)

香港

14:10

16:00

QR817

香港

杜哈

18:35

23:00

QR069

杜哈

法蘭克福

01:05

06:05

BR058

慕尼黑

杜哈

16:05

23:45

QR818

杜哈

香港

02:15

14:45

BR856

香港

台北(桃園)

17:05

18:4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飛行時間約 1 小時 50 分鐘)香港轉機／(飛行時間約 9 小時 45 分鐘)杜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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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機每房
一台。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機上簡餐
住宿 : 機上

第二天 杜哈／(飛行時間約 7 小時)法蘭克福 FRANKFURT～(125km)萊茵河遊船 RHINE
CRUISE～(147km)海德堡 HEIDELBERG
有一種風景，它不願駐足於凝固的永恆，而是一路奔騰，穿越樹林，穿越陽光，在流動翻飛中~呈現自己的綺
麗，這就是萊茵河。
今日班機抵達法蘭克福，隨即前往萊茵河谷地。安排搭乘遊船暢遊萊茵河。
萊茵河，有著巴黎塞納河的綽約風姿、布達佩斯多瑙河的皇家氣勢及埃及尼羅河的神鬼傳說，集所有氣韻於
一身。時間在萊茵河仿佛停滯，慵懶就是一種魔力，到處彌漫，特別是這閒適的氣息，還浸入所有萊茵河居
民和訪客的天性裏。這一切都讓習慣於匆忙趕路的現代人有了一個享受生活，感受一個生活異彩的絕妙之處。
萊茵河 Rhine Cru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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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午後前往德國南部，因拍攝電影《學生王子》而聞名的大學城～海德堡。
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上或下海德古堡，體驗新玩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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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loss Heidelberg：在市區即可清楚看到此座佇立在山丘之上的城堡，這裡建立了德國境內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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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纜車上或下海德堡。
【入內參觀】海德古堡。
餐食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萊茵河畔德國豬腳風味料理(三道
晚餐: 百年學生子餐廳 或 百年騎
式)
士之家餐廳
住宿 :

Leonardo Hotel Heidelberg 或 NH Mannheim Viernheim 或 Leonardo Hotel Heidelberg-Walldorf 或

Leonardo Hotel Mannheim-Ladenburg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海德堡～(92km)巴登巴登 BADEN BADEN 溫泉鎮～(58km)史特拉斯堡 STRASUBOURG
～(74km)柯瑪 COLMAR～(80km)瑞法邊界小鎮
早餐後，前往以溫泉富盛名、自古羅馬帝國時期即建城的城市～巴登巴登，造訪世界聞名的溫泉療養館，優
美流暢的建築設計極具美感的線條令人流連忘返，亦是這座城市的地標。BADEN 在德語是洗澡、泡澡的意思，
BADEN BADEN 就是在巴登洗澡的意思。從古羅馬人懂得定期在有益於健康的溫泉水中洗浴的好處，故建立了
許多浴場，文藝復興風格的腓特烈浴場，以華麗的建築輔以精美的浮雕及壁畫，將浴場外觀裝飾得有如美術
館、博物館一樣。巴登巴登從古羅馬時期的溫泉傳出勝名，慢慢演變成歐洲上流人士渡假勝地，蘇俄的王妃、
威廉一世、拿破崙三世都曾造訪這裡。巴登巴登還有全德國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賭場。
結束溫泉小鎮的行程後，越過德法邊界前往《歐洲十字路口》～史特拉斯堡
史特拉斯堡：位在法德瑞三國交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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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城市另一迷人的區域就是小法國區，兩旁的建築之美，容易讓人以為身處世
外桃源。而更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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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國《小威尼斯》之稱的。小威尼斯雖是舊時漁人生活的遺跡，卻佈滿了各種不同顏色的花草與半
木造屋，鵝黃、水藍、草綠，在此或用餐或漫步，有如置身仙境。另外創作紐約自由女神像的巴多第，就是
道地的科瑪人。
傍晚前往法瑞邊界小鎮夜宿一晚。
【下車拍照】腓特烈浴場、小法國區、聖母院、小威尼斯。
餐食 : 早餐 : 飯店用美式早餐
午餐 : 西式三道式

晚餐 : 飯店主廚推薦料理

住宿 : Movenpick Hotel Egerkingen 或 Radisson Blu Basel 或 Hotel Pullman Basel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瑞士小鎮～(60KM)～伯恩 BERN～(91KM)～蒙投 MONTREUX
早餐後專車前往古味十足的首都～伯恩。
伯恩 BERN：瑞士首都，位於瑞士中心地帶的地理位置、則使得伯恩為旅遊瑞士時相當適合的起點。伯恩老城
Old City of Berne， 在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中世紀風味的建築襯以鮮花艷麗的
妝扮，造就了伯恩獨特的美。漫步在老城區內，巡禮一番，街上至今還保留著多處噴泉，如熊噴泉等點綴著
伯恩的街道。歷時數百年而依舊精準的鐘塔、愛因斯坦故居，皆是不可錯過的精彩景點，而其總長約六公里
的購物拱廊，更是歐洲少見，為人津津樂道的名店藏在其中。

午後前往有《瑞士蔚藍海岸》之稱的觀光旅遊都市～蒙投。蒙投是日內瓦湖畔一深受歡迎的高級休閒渡假區、
亦有《瑞士的香格里拉》之稱。日內瓦湖畔長達 15 公里的步道、終年覆雪的高山景緻、有蒸氣船的行走的湖
面風光、沿著湖畔層層往上攀升的美麗葡萄園景觀、溫和的氣候、高級且獨具風格的飯店以及多樣化的美食
與佳餚等，這一切都為美麗的蒙投更增添了許多獨特的魅力；全球知名的海明威、卓別林以及巴芭拉韓德利
克等其他大明星都因深愛此地而選擇以此為家。另外，每年夏季於日內瓦湖畔所盛大的舉行的蒙投爵士音樂
節，更是爵士樂迷不會錯過的經典節慶。
西庸古堡：位於蒙投東邊郊區並濱臨蕾夢湖畔，是歐洲數一數二的美麗城堡。古堡是因英國浪漫派詩人拜倫
的作品「西庸古堡的囚犯」故事背景所在而揚名於世，拜倫並題字曾經到此一遊。映在蕾夢湖上的塔影和清
一色的綠樹林是如此調和，讓旅客們畢生難忘這美麗的景像。逛西庸古堡只需花不到一個鐘頭，不妨趁空閒
時間在蕾夢湖邊漫步，別有一番風味。
【下車拍照】熊噴泉、愛因斯坦故居、購物拱廊、伯恩鐘塔。
【入內參觀】西庸古堡。
晚餐 :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美式早餐 午餐: 旅遊局推薦義式餐廳 或 百年穀
倉地窖餐廳
住宿 : Grand Hotel Suisse Majestic 或 Eurotel Montreux 或 Hotel Eden Palace au Lac 或 Hotel du Grand Lac
Excelsior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蒙投～(41km)冰河 3000 GLACIER 3000(巔峰漫步、冰原雪車)～(87km)茵特拉根
INTERLAKEN
早餐後，前往蒙投距離不遠的冰河 3000(GLAEICR 3000)顧名思義，就是海拔高達 3000 公尺的冰河，這裡終年
積雪，一年四季都不怕沒雪可玩，天氣好的話，歐洲最高峰的白朗峰、瑞士標誌性山峰的馬特洪峰和著名的
少女峰的美景盡收眼底，有著《瑞士境內一站就可飽覽阿爾卑斯群山的壯麗風光》的獨家優勢！
冰河 3000 俾倪群峰之美，首先搭乘纜車登上海拔 3000 公尺山巔後，可以看到一片銀白色的世界，再來跨越
巔峰漫步(PEAK WALK 世上第一座連接兩座山峰的懸索吊橋)登上觀景山巔欣賞浩瀚的冰川與山景。這座橋長
107 公尺，寬 8 公尺，將觀景平台與 Scex Rouge 山峰連接在一起欣賞浩瀚的冰川與山景。天氣好的時候，遊
客可以一次欣賞馬特宏峰、白朗峰、艾格峰、僧侶峰和少女峰令人讚歎的美景。
特別安排您搭乘冰原雪車(搭乘約 30 分鐘)欣賞沿途的高山美景、前往觀景平台眺望峰峰相連到天邊的阿爾卑
斯群山。
註：冰原雪車座位有限，每次最多搭乘 27 人，領隊會視狀況安排團體分成二批搭乘，敬請見諒！
【溫馨提醒】若因氣候因素造成巔峰漫步及冰原雪車關閉，無法使用，乃考量安全因素則每人退費 10 歐元。
山頂設有餐廳，萬里無雲時您可一邊享用美食，一邊飽覽歐洲最高峰的白朗峰、瑞士標誌性山峰的馬特洪峰
和著名的少女峰的美景。
茵特拉根 INTERLAKEN：意即「在湖水之間」（laken 在德文中是湖，inter 則是「之間」的意思），位在西邊圖
恩湖與東邊布里恩茨湖之間，自古以來就是風光明媚的度假勝地。享用完瑞士傳統司鍋晚餐後返回飯店休息。
【特別安排】冰河 3000、冰原雪車。
【溫馨提醒】若遇 茵特拉根 地區飯店客滿，則改安排附近地區的格林德瓦 GRINDWALD 或 文根 WENGEN 或
貝阿滕貝格 BEATERNBERG 地區住宿。
晚餐 : 瑞士起司火鍋風味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美式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METROPOLE INTERLAKEN 或 ROYAL ST.GEORGE 或 HOTEL INTERLAKEN 或 HOTEL KREBS 或 同級旅館

第六天 茵特拉根～黃金景觀列車 Golden Pass～(67km)盧森《蜜月之鄉》～(57km)蘇黎士
ZURICH(瑞士第一大城)
今日展開此次瑞士旅遊重頭戲之一：在茵特拉根搭乘全瑞士最著名的景觀火車～黃金列車 Golden Pass
Panoramic，沿途欣賞阿爾卑斯山群峰雄姿，窗外優美風景不斷，令您不虛此行，在盧森下車。
註 1：黃金列車車行時間約為兩小時，若遇天候不佳停駛或臨時維修，則以團體巴士替代，並另行退費。

註 2：黃金列車已正式更名為「盧森-茵特拉根快線 Luzern-Interlaken Express」
，車體外觀改成以紅白色搭配會
主體。
火車抵達有《蜜月之鄉》之稱的的渡假聖地～盧森，抵達後盧森市區觀光。
盧森城 LUZERN：建立於 1178 年，此地是 1332 年以原始三個州獨立後，第四個加入瑞士誓約同盟的美麗的中
世都市，這裡也是前往瑞士中部鐵力士山的重要門戶，又有《蜜月之鄉》的美稱。
獅子紀念碑：為紀念法國革命時、因保護路易 16 而戰死的勇敢瑞士勇兵們而建的紀念碑。
卡貝爾木橋：建於 14 世紀初的有頂木造橋，橋身裡掛有大約 110 多幅的版畫，1993 年曾發生火災，致使木
橋一半被燒毀，不過在火災第二年後即重建復原卡貝爾木橋的美麗。位於橋中間的八角形的水塔、從前是看
守此城的地點。
今晚於瑞士金融名城蘇黎士過夜。
【特別安排】黃金列車(茵特拉根～盧森)。
【下車拍照】獅子紀念碑、卡貝爾木橋。
晚餐 :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美式早餐
午餐: 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 : HOLIDAY INN ZURICH MESSE 或 MOEVENPICK HOTEL ZURICH AIRPORT 或 RADISSOB BLU ZURICH 或
HILTON ZURICH AIRPORT 或 同級旅館

第七天 蘇黎士～(86km)聖加崙 ST. GALLEN～(45km)康斯坦茲～搭乘波登湖渡輪～(208km)
～阿爾卑斯山中小鎮
早餐後前往聖加侖位於瑞士東部。小城擁有一個迷人、禁止汽車駛入的舊城區。它的特色之一就是色彩繽紛
的凸肚窗(向外突出的窗戶)。最著名的建築物大教堂和修道院圖書館，圖書館藏書約有十四萬本，其中一部分
是歷經千年的手抄本。富麗堂皇的修道院圖書館，可以說是全瑞士最美麗的洛可可風格的廳堂。修道院於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貼心提醒】聖加崙修道院圖書館內禁止使用拍攝器材，目的在於保護館內的文件，敬請了解。
續前往位於德、瑞、奧三國邊界湖－波登湖，欣賞湖光山色、果園綿延綺麗景色。
波登湖（德語：Bodensee）也稱康斯坦茲湖（英語：Lake Constance）
，位於瑞士、奧地利和德國三國交界處，
由三國共同管理，湖區景色優美，風景迷人。隨後換乘渡輪橫渡歐洲最大的內陸湖泊～波登湖，欣賞壯麗的
湖光山色。註：一般團體僅搭乘巴士繞過波登湖前往德國，必需多花 1 小時左右車程。
今晚夜宿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山中小鎮。
【下車拍照】萊茵瀑布、蒂蒂湖。
【入內參觀】大教堂、修道院圖書館。
【特別安排】波登湖渡輪。
晚餐 : 阿爾卑斯豬排風味料理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美式早餐 午餐: 發餐費 20 瑞郎(方便活動)
住宿 : 阿爾卑斯山中小鎮四星 LUITPOLDPARK HOTEL 或 阿爾卑斯山中小鎮四星 MERCURE GARMISCH
HOTEL 或 阿爾卑斯山中小鎮四星 BEST WESTERN PLUS HOTEL FUSSEN 或 阿爾卑斯山中小鎮四星
RIESSERSEE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八天 阿爾卑斯山中小鎮～(162km)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巴士上山、馬車下山)～(47km)奧伯
拉瑪高《壁畫村》～(91km)慕尼黑 Munich
早餐後，前往夢幻城堡～新天鵝堡。
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1869 年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為實現其一生理想表現出中古世紀騎
士精神所建而成的城堡。城堡的最初草稿為劇院畫家與舞臺設計者所創造，故使其保有如夢如幻的不真實感，
讓人怦然動心。他與著名作曲家瓦格納的交往因過度揮霍以及公私不分，遭內閣人士與人民的強烈反對，瓦
格納的最終被迫離開慕尼黑，使路易二世愈加厭惡慕尼黑，而傾心於巴伐利亞山區。
新天鵝堡座落在群山環抱之中，矗立在石山高原上，背一面清澈透明的湖水，鳥瞰四周緩緩起伏的樹林，幽
靜的自然景色與新天鵝堡夢境般的外貌相互輝映。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座自己的城堡，讓時間在城堡裏不再擁

有任何意義，讓夢在城堡裏自由飛翔。
【特別安排】新天鵝安排搭巴士上山，搭馬車下山。註：遇天候不佳山路積雪，巴士停駛，則改安排搭乘馬
車上山，步行下山；巴士不另外退費。
【特別提醒】如遇旺季期間下山馬車排隊者眾多，領隊現場考量之後行程可能因此造成延宕，改成步行下山，
則每人退費 5 歐元，敬請見諒。
位於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的南端的壁畫村～奧伯拉瑪高，座落在德國最高的山峰楚格峰和最著名的童話城堡新
天鵝堡之間，以壁畫、木雕、耶穌受難劇三項特色聞名於世，被稱為《德國的壁畫村》。
村莊人口大約 5000 人，以每 10 年上演一次露天劇《耶穌受難劇》而聞名於世，即使沒有演出的年份，也都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光顧，劇場隨時對公眾開放，村子由於這齣劇而名聲大噪。純樸的街頭散發傳統工藝
木雕清香，房舍樓閣上劃著各種美麗的壁畫，有聖經故事等。走進小鎮，沿街的民宅牆上，儘是一幅幅美麗
的壁畫。畫中訴說著大家耳熟能詳的德國民間故事…小紅帽、捕鼠人、漢斯兄弟…。家家戶戶的牆上都像是
一本本精美的畫冊，村民何時開始在自家的牆上作畫已不可考了，不過這項特色卻是奧伯拉巴瑪高小鎮被稱
為壁畫村的由來。
【入內參觀】新天鵝堡(附中文導覽耳機)。
【下車拍照】奧伯拉瑪高《壁畫村》。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美式早餐 午餐: 新天鵝堡山腳下烤雞餐

晚餐 :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 : Leonrdo Royal Hotel Munich 或 Arcona Living Munchen 或 Mercure Hotel Orbis Munich South 或 同級
旅館

第九天 慕尼黑(寧芬堡宮、瑪莉恩廣場、新市政廳)
寧芬堡宮（Schloss Nymphenburg）:位於慕尼黑近郊，Nymphen 的德文原意是『居住在水中的仙女』，光是這
個名字，就讓人不禁有了美麗的想像空間。它也可以說是慕尼黑的後花園，據說整個宮殿是仿凡爾塞宮而建
立的。是一座極奢華的巴洛克式宮殿，於 1675 年落成，是巴伐利亞統治者的夏宮。這座宮殿是選帝侯斐迪南·
瑪里亞（Ferdinand Maria）和妻子薩伏依的 Henriette 阿德萊德在 1664 年邀請了一批義大利建築師和藝術家
建造，以慶祝王室繼承人～兒子馬克西米里安二世（Maximilian II Emanuel）的出生。
從 1701 年開始，巴伐利亞公國的繼承人馬克西米里安二世對宮殿進行了有系統的擴建。宮殿和花園如今已經
成為慕尼黑重要的觀光點。石廳（Steinerner Saal）頂部的壁畫由約翰·巴普蒂斯特·齊默爾曼創作，弗蘭索瓦·
德·屈維利埃負責裝飾設計，佔據了城堡中央建築的三層。一些房間仍保留著最初的巴洛克風格，其餘的被重
新裝飾城洛可可或新古典主義風格。南面建築以前的小起居室如今成列著路德維希一世的美人畫廊，路德維
希二世出生的房間也在該建築中。
寧芬堡宮腹地寬廣，呈現幾何設計的宮殿花園，其擺設都是對稱的，也就是說左邊有的，右邊也一定有，而
且不管是花草樹林，或是步道等，大小都一樣及對稱。在尚未進入宮殿之前，遠遠的就可看見宮殿外圍有一
片青蔥翠綠的草地，摻雜著美麗繽紛的花朵。再往前看則是一片小湖泊，幾隻天鵝、綠頭鴨悠然自得的在湖
裡遊玩著。迷人的陽光讓這片草地充滿著活力，而越過庭園，走進寧芬堡宮，映入眼廉的是一片令人驚嘆連
連的後花園。
續前往市區，造訪慕尼黑的遊人們，幾乎都是以瑪麗恩廣場做為展開城市之旅的起點。廣場上市政廳主樓中
央的鐘樓在每天固定時刻，以精采的壁鐘呈現慕尼黑的歷史場景，可不要錯過！
瑪莉恩廣場：位於慕尼黑中心位置，廣場上有新市政廳，其主樓的鐘樓也是聞名遐邇。廣場旁有著雙塔圓頂
造型的聖母教堂，是慕尼黑具有象徵性的地標建築物。
新市政廳：位於廣場上，其主樓中央的鐘樓也是聞名遐邇，每天早上 11 點、中午 12 點及下午五點，都會有
精彩的機械壁鐘演出，造型花俏的人偶在悠揚的樂音中上演演出騎馬矛戰及婚禮舞蹈的歷史場景，百年前即
有此工藝技術，著實不易。
【入內參觀】寧芬堡宮。
【下車拍照】瑪莉恩廣場、新市政廳。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美式早餐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 : 市政廳小修士水煮牛肉風味餐

住宿 : Leonardo Royal Hotel Munich 或 Arcona Living Munchen 或 Mercure Hotel Orbis Munich South 或 同
級旅館

第十天 名品 OUELET 購物村／(飛行時間約 5 小時 40 分鐘)杜哈／(飛行時間約 7 小時 30 分
鐘)香港(回程下午班機 多出半天遊玩)
享用完早餐後，前往著名的 INGOLSTADT VILLAGE OUTLET 購物，擁有最多高檔品牌的集散地，特別是歐洲當
地精品，價格約是原價的 40－60%，內部約有 100 多個品牌聚集的商店、3 家餐廳、兒童遊戲區及免費 WIFI，
硬體設施上可說是非常齊全，讓您置身其中購物，如魚得水。
註：如遇 OUTLET 休息或國定假日未有營業，我們將會儘量調整行程順序安排或至其他 OUTLET 購物，如有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入內參觀】INGOLSTADT VILLAGE OUTLET。
午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經轉機點飛返台灣，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
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機上簡餐
午餐: 自理(方便逛街)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十一天 香港／(飛行時間約 1 小時 40 分)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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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若行程中有特殊需求，如素食、兒童餐或一張大床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敬祝旅途愉
快。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機上簡餐
午餐: 機上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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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