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心蕩漾 萊茵饗宴 德瑞峰華 羅曼蒂克 啤酒節同歡 經典 11 日 
 (夏季版本-法蘭克福進/出限定  2018.9 月 慕尼黑啤酒節行程) 

 
 
 
 
 
抵達 Romantic 的途徑 

搭乘中華航空 每週四台北-法蘭克福 直飛不中停班機  準時起飛 逾時不候  

Romantic 居民推薦~必訪景點 

丁凱爾史班/羅騰堡：羅曼蒂克大道最美的風景 時間返回中古世紀 

新天鵝堡：天鵝國王的城堡 是幻想實現 是美夢成真 

少女峰：白雪靄靄 登上 3454 的高度 親訪阿萊奇冰河  

亞爾薩斯之美：史特拉斯堡 柯瑪 大器和優雅 在濃濃夏日氣息裡更添浪漫 漫步街頭 輕鬆愜意  

Romantic 王子推薦~浪漫之最 

瑞士杜恩湖遊船(5月開始)：夏日的午後 登上遊船 山色湖景 言談之間 是微甜的幸福 

歐洲快速火車頭等艙：在移動的快速火車上 感受歐洲科技 體驗杜恩湖之美  

萊茵河夏日遊船：夏日的午後 登上遊船  體驗萊茵之神秘、之優雅、之大器 

Romantic 管家推薦~休憩行館 

柯瑪 法式旅居 Best Western Grand Hôtel Bristol：入住舊城區 沉浸其中 流連忘返 

琉森 城堡飯店 Hotel Luzern Schweizerhof：零距離 貼近琉森湖之美  

慕尼黑 五星旅店 Westin Grand Hotel：慕尼黑的優雅 在席夢思的床鋪上 留下美麗的回憶 

羅騰堡 騎士客棧 Hotel Tilman Riemenschneider：幾步之距 即返回中古世紀 

萊茵河 國王城堡 Hotel Schloss Rheinfels：徜徉在萊茵河的柔與憂 美與愁  
法蘭克福 獨家五星 Villa Kennedy, a Rocco Forte hotel：行程尾聲 用豪華為旅程留下最棒回憶 
Romantic 城堡主廚推薦~必嚐佳餚 

科瑪/史特拉斯堡/法蘭克福 嚐品味：米其林刀叉推薦 歐洲餐食鮮體驗  

茵特拉根 嚐經典：瑞士經典風味 起士和巧克力交織的迴旋曲 

琉森湖區 嚐美味：湖景 好友 美食 美好的時光 是最棒的旅遊回憶 

慕尼黑 嚐道地：市政廳正統巴伐利亞烤豬腳 大口啤酒 豪邁日耳曼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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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凱爾史班 嚐現作：德式烤鴨餐 不是鴨胸 不是鴨肉 是帶啤酒香氣的德式鴨腿  

萊茵河區域 嚐道別：品嚐幸福的笑顏 珍饈美饡中 留下綺麗回憶 
 
 
 

★表入內參觀、含門票 ◎表下車參觀 

註：行程註明五星飯店如遇客滿將會以四星代替，並會升等在別站住宿地點 

 

第一天台北-法蘭克福 (參考班機：CI061 23:30-06:50+1) 

有新鮮的第一次，有受不了的浪漫，城堡、童話、山色水景，如詩如畫的日耳曼之旅就此開始~ 

 

第二天 法蘭克福-(2.5H)史特拉斯堡-(1H)柯瑪 

抵達法蘭克福後，隨即驅車前往法國亞爾薩斯省份~體驗旅行的美好..  

史特拉斯堡：目前屬於法國領土，但是在歷史上，德國和法國曾多次交替擁有對史特拉斯堡的

主權，因而該市在語言和文化上兼有法國和德國的特點，是這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之地。 

谷登堡、加爾文、歌德、莫扎特、巴斯德等德意志法蘭西文化名人都曾在史特拉斯堡居留。此

城市也是學生時代課外讀物─最後一課的發生地，因為於巴黎到布拉格的中途，因此被稱為歐洲

的十字路口，今天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成為歐洲議會中心。 

漫遊史特拉斯堡舊城區，參觀哥德式建築精華的◎聖母院及可愛精巧的天文鐘，隨後沿著運河前

往最美的◎小法國區，兩旁的建築之美，容易讓人以為身處世外桃源。 

史特拉斯堡聖母院：為天主教史特拉斯堡總教區的主教座堂。實際上其有一部份屬於羅曼式建
築，但史特拉斯堡座堂被廣泛視為哥德式建築的代表建築之一，也曾以 142 公尺的高度在 1647
年至 1874 年的 227 年間成為世界最高建築，現在依然是世界第六高教堂。 
維克多·雨果從描述它是「偉大而精緻的奇蹟」，歌德則將之評為「莊嚴高聳、廣袤的上帝之樹」。 
它在阿爾薩斯平原上幾乎任意一點都可以望到，來自附近孚日山脈的砂岩給予了其粉紅的色
彩。 
小法國區：這個名稱來源於 15世紀末期的一所梅毒病院，而梅毒當時在一些地方也稱為法國病。 
在小法蘭西可以看到大量的半木構架建築，其中最著名的是製革工坊。該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曾被完全摧毀，戰後重建。走在其中，感受到運河和木質骨架屋融合的美麗風情，常讓旅
客流連忘返。 
 
午後前往亞爾薩斯最可愛的童話小鎮~科瑪，也是被雜誌評選一生一定要拜訪的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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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瑪：這裡是亞爾薩斯保存最好的小城市，早期以貿易站及優良河港起家，在西元十六世紀全

盛時期的酒商利用運河區現稱《小威尼斯》的河道運送葡萄酒，這裡也是亞爾薩斯地區著名的

酒鎮。除了酒香迷人外，此地的德國木質骨架屋更是迷人，是絕大多數人見過最優美的地區。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史特拉斯堡米其林推薦     晚餐：科瑪米其林推薦+亞爾薩斯

白酒 

參考飯店：四星 BEST WESTERN GRAND HOTEL BRISTOL 或 HOSTELLERIE LE MARECHAL 或同等級 

 
第三天 柯瑪-(1H)巴塞爾-(瑞士快速火車 頭等艙)~瑞士~杜恩湖遊船或哈德高地纜車(5 月行程開

始)- 
 茵特拉根 

悠閒的早餐之後，越過邊境前往瑞士、德國及法國交界城市－巴塞爾 
隨後搭乘★瑞士快速火車 前往茵特拉根 

今日，準備迎接瑞士的湖光山色，利用火車+遊船的安排，是那麼幸運可以享受這樣的微幸福.. 

早上越過邊境前往瑞士、德國及法國交界城市－巴塞爾，之後搭乘★瑞士快速火車(頭等艙)前往

瑞士湖畔小鎮，再搭乘★杜恩湖遊船，親自體驗何謂瑞士綠水波瀾，何謂山巒起伏，瑞士湖區的

美好風情將在你眼前展開... 

杜恩湖遊船：瑞士最令人讚嘆的是那完全不需修飾的山巒景色和湖區風光，如詩如畫是對這 

湖光山色最適合的形容詞，倘佯其中更是一大幸福。搭乘★杜恩湖遊船，體驗瑞士這自然之美，

配著藍天，遊船一路緩緩前進，沿途夏季氣息濃厚。 

或 

哈德高地纜車：茵特拉根最著名的活動之一，搭乘約 10 分鐘的★纜車至 1322 公尺登高欣賞茵

特拉根最美的景致。天氣晴朗的時候不僅可以欣賞少女峰、僧侶峰和艾格峰的山景；還可以看

到茵特拉根各一邊最漂亮的圖恩湖和布里恩茨湖的湖景，非常值得。 

註 1：4 月因天氣因素，遊船和纜車時間班表未能配合行程，此段將以火車體驗為主。 

註 2：5/11 之前杜恩湖遊船仍為冬季班表，班次少未能配合整體行程，將以茵特拉根-哈德高地

纜車登高欣賞湖景行程取代。 

註 3：2018 年杜恩湖遊船如班表時間臨時更動，時間未能配合當天整體行程，將以茵特拉根~哈

德高地纜車登高欣賞湖景行程取代。 

 

茵特拉根：茵特拉根(Interlaken)位於瑞士伯爾尼高地的一個沖積平原上，杜恩湖(Lake Thun)

和布里恩茨湖(Lake Brienz)之間，為上少女峰的起始點，也是少女峰山腳下最熱鬧的小鎮。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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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and-hotel-bristol.com/
http://www.le-marechal.com/


 

拉根整個區域深受西元十九世紀義大利人旅遊風潮之影響，從茵特拉根市中心一直到湖畔邊，

滿是愉悅的渡假氣氛。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巴塞爾車站自理體驗       晚餐：瑞士火鍋風味餐 

參考飯店：四星 HOTEL INTERLAKEN 或 HOTEL ROYAL ST GEORGES 或同等級 

 (如茵特拉根飯店客滿，將會選擇山城小鎮-格林華德四星飯店替代) 

 

第四天 茵特拉根- (兩段登山火車上下少女峰鞍部)少女峰體驗-(1.5H)琉森 

早餐後前往少女峰的路上，並搭乘兩段登山火車體驗歐洲最高的火車站(少女峰鞍部)... 

欣賞那從萬年積雪覆蓋的雪原和眺望壯麗的阿爾卑斯山和冰河景色… 

少女峰：有《歐洲屋頂》之美稱。★搭乘兩段登山火車才能登頂，山頂可親踏歐洲最長的冰河

23 公里長的阿萊奇冰河的發源地，您可在歐洲最高的郵局寄張明信片給心愛的人，當然著名的

◎冰宮也是不可錯過的焦點，知名的阿萊奇冰河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下午將沿著黃金快線景觀公路前往琉森。 

沿途將經過布里恩茲湖，山岳及田野，濃濃的自然與鄉野情懷，風情美的化不開。 

琉森湖舊城區參觀：建於西元 14 世紀且為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木橋◎卡貝爾橋及紀念西元 1792 年

徵募前往法國巴黎杜樂麗宮戰役中，傷亡約 1,100 名忠誠勇敢瑞士傭兵的◎獅子紀念碑。 

青山翠影，靜靜的的印在湖水之中，小舟點點~白鵝戲水... 

自由時間您可漫步在醉人的琉森湖畔，感受這醉人的歐式風情…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少女峰山頂西式套餐       晚餐：飯店精緻晚餐 

參考飯店：五星 HOTEL SCHWEIZERHOF LUZERN 或四星飯店(昇等面湖房型) 

註：因琉森市區五星飯店選擇有限，如遇旺季客滿，會以四星 Seehotel Waldstätterhof 或 Seehotel 

Hermitage 昇等湖景房型或同等級替代。 

 

第五天 琉森-(2H)康斯坦茲-(波登湖渡輪)-梅爾斯堡-(2.5H)福森 

今日將整裝再次回到德國巴伐利亞，開始德國羅曼蒂克大道之旅... 

康斯坦茲：位於波登湖西端的小城市，毗鄰瑞士，是一座有 2000 年歷史的古城，也是一座年輕

的大學城。中世紀康士坦茲的貿易蓬勃發展，此地擁有該地區唯一可以越過萊茵河的橋樑，令

康士坦茲戰略上變得十分重要。當時康士坦茲的亞麻布生產國際馳名，該市變得非常富裕，1192

年，康士坦茲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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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telinterlak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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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A%E9%BA%BB%E5%B8%83&action=edit&redlink=1


 

得了帝國自由城市的稱號，今後康士坦茲就直轄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414 年-1418 年間第十

六次宗教會議於康士坦茲舉行，會議中最大事件將捷克神學家揚·胡斯處以火刑。 

 

午餐後搭車前往德國最大淡水湖~波登湖，並搭船橫渡前往梅爾斯堡 

梅爾斯堡：梅爾斯堡是德國持續使用的城堡中最古老的一個。城堡四周有城牆環繞，裡面街道

不大卻充滿古色古香建築，信步其間彷彿置身桃花源中。 

福森：羅曼蒂克大道在此進入尾聲，往南不遠，馬上進入奧地利境內。這個群山環繞的中世紀

可愛小鎮，也是前往新天鵝堡最近的小鎮~音樂大師華格納被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召見 

時，前一晚也是入住福森區域。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康斯坦茲十大推薦餐廳      晚餐：巴伐利亞豬腳餐+啤酒 

參考飯店：四星 HOTEL SCHLOSSKRONE 或 HOTEL HIRSCH 或 HOTEL LUITPOLDPARK 或同等級 

 

第六天 福森~新天鵝堡-(2H)慕尼黑啤酒節瘋狂體驗 

早上驅車前往童話國王~路德維西二世一手建造的天鵝騎士夢—新天鵝堡… 

新天鵝堡：這是路德維西二世國王興建的夢幻城堡，和林達霍夫宮同期建造，不同的是，新天

鵝堡像是山嵐迷霧中突起於阿爾卑斯山之間的虛幻影像；外觀彷彿童話公主的城堡，也彷彿將

華格納音樂大師歌劇的真實版本搬到現實生活中。在此將安排入★城堡內參觀，一睹天鵝騎士的

丰采，也了解童話國王內心對藝術和自然的熱愛。  

慕尼黑：如果柏林代表德國的前衛、多變、疏離的現代都會，慕尼黑便是一個傳統，優雅，古

典的代表。走在慕尼黑街頭，像是置身在大型建築博物館，優雅古典的建築搭上現代櫥窗設計，

讓整個城市充滿了歐式浪漫的街頭風格。今日，慕尼黑舊城區參觀◎新市政廳，◎鐘樓和◎瑪莉恩

廣場。 

 
★2018 年慕尼黑啤酒節(活動時間：9.22~10.7) 
一年一度在慕尼黑舉辦的啤酒節活動(Oktoberfest)，每年都吸引數百萬人湧進這充滿典雅風情的
大城市。現場如大型的戶外遊樂場~ 啤酒帳篷、充滿著彩色燈光的遊樂設施、紀念品攤販、一
公升的大啤酒杯、傳統表演和遊行、臉上堆滿笑容的遊客；平常顯得嚴謹的德國人，都熱情的
張開雙臂，歡迎各國觀光客前來共遊，體驗這色彩繽紛的啤酒世界。 
您可以和他(她)牽著手共享充滿肉味香氣的熱狗麵包、您可以和團友一起舉杯共飲 
讓我們一起在啤酒節狂歡 大口喝酒 一起微醺 一起留下笑容回憶  一起 Prost(乾杯) !!!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巴伐利亞媽媽料理  晚餐：體驗慕尼黑啤酒節 每人退餐費 30歐元 

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9D%E5%9B%BD%E8%87%AA%E7%94%B1%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81%96%E7%BE%85%E9%A6%AC%E5%B8%9D%E5%9C%8B%E7%9A%87%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AC%C2%B7%E8%83%A1%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5%88%91
http://www.kurcafe.com/
https://www.hotelfuessen.de/
https://www.luitpoldpark-hotel.de/


 

參考飯店：五星 THE WESTIN GRAND MUNICH或 HILTON HOTEL MUNICH PARK 或同等級 

 

第七天 慕尼黑-(3H)丁凱爾史班-(1H)羅騰堡  羅曼蒂克大道之旅 

今天將置身在有如童話般場景，讓時光回到中古世紀，走在過去感受中世紀風光...  

丁凱爾史班：由城牆和護城河環繞的中世紀小鎮，多采多姿的紅瓦木質骨架屋，三角形立面牆、

石板道，鋪展出中世紀的市容。這裡也是羅曼蒂克大道上保存最好的古城，少了觀光客的喧囂，

多了幽幽古城的悠閒氛圍。宗教改革的 30 年戰爭中，這裡也曾發生兒童救城的感人事蹟。 

走訪：◎威尼茲門、◎聖蓋爾克教堂、◎獅子噴泉、◎葡萄酒廣場、◎市政會場和已有五百六十多

年歷史的德國之家。這個由色彩繽紛的屋頂，宛如鑲嵌畫的城市，是華友旅行真誠推薦給您的

童話景點。  

羅騰堡：童話故事中出現的美麗景色─滿街石板路、可愛的老建築、古意的小樓和銅牆鐵壁的城

門...羅騰堡完整的中古情調，美的讓人無法抗拒他的魅力。 

 

30 年宗教戰爭時，市長為救此城而發生的一飲救城故事，將會出現在您的眼前。在此將漫步參

觀羅騰堡經典地標~◎市政廳、◎議會廳、◎馬克廣場、◎富商大道、◎古城牆、◎柏格花園及◎柏格

門。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丁凱爾史班德式烤鴨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參考飯店：四星 HOTEL TILMAN RIEMENSCHNEIDER 或 ALTES BRAUHAUS 或同等級 

 

第八天 羅騰堡-(2H)海德堡-(1.5H)萊茵河~呂德斯海姆 

早餐後前往德國最著名的大學古城~海德堡，並展開此行程最後一個古城之旅 

海德堡：能充分展現德國式的浪漫和舊日風光非海德堡莫屬。電影學生王子加速觀光客湧入這

個街道 

狹小，古堡、磚橋、教堂，河濱合一的古城，讓每個親近他的人都有段難忘的經驗與美麗的回

憶。 

拜訪：★海德堡古堡及大酒桶，隨後搭乘★纜車下山前往舊城區參觀：◎馬克廣場、 

◎聖靈教堂、◎老橋及◎海德堡大學。 
呂德斯海姆：位於萊茵河右岸，平緩的丘陵上，佈滿了品質極佳的葡萄園，春夏時分一片碧綠，
是德國最著名的葡萄酒產地。這裡是德國詩人夢中的人間樂園，歌德譽之為上帝賜福之地， 
劇作家克萊斯特則稱之為大自然的樂土，只有親自體驗，才能感受到萊茵河最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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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274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bavaria/hilton-munich-park-MUCHITW/index.html?WT.mc_id=zELWAKN0EMEA1HI2DMH3LocalSearch4DGGenericx6MUCHITW
http://www.tilman-riemenschneider.de/
http://www.altesbrauhaus.com/en/welcome/


 

晚間獨家安排於萊茵河旅館住宿，體會中古世紀風情，並於萊茵河旅館餐廳享用情調晚餐並品

嚐此區極負盛名的萊斯林葡萄酒。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海德堡推薦必訪餐廳   晚餐：萊茵河情調晚餐+萊斯林白酒 

參考飯店：四星 ROMANTIC HOTEL SCHLOSS RHEINFELS 或 BELLEVUE RHEINHOTEL 或同等級 

 

第九天 萊茵河遊船-(1.5 小時)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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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所有氣韻於一身的萊茵河，有著巴黎塞納河的綽約風姿，羅馬台伯河的歷史氣質，布達佩斯

多瑙河的皇家氣勢以及亞洲諸河的神鬼傳說，而座落在其河畔的許多城堡，宏偉優美的景觀， 

更是令人難忘。 

德國歌劇音樂大師華格納-萊茵的黃金(Das Rheingold)一幕便是以萊茵河為背景，尼伯龍根指環的

神秘和萊茵少女黃鶯出谷的歌聲，萊茵河流水一路向前，萊茵河之優雅讓旅程更顯唯美。 

萊茵河遊船：★搭船漫遊萊茵河，欣賞山崖上的座座古堡，沿河遍佈風光秀美的小鎮，絢爛的鮮

花，色彩繽紛線條優美的尖頂房子，讓人心生水樣的溫柔。 

萊茵河在此繪製出蕩氣迴腸的美景，兩岸是高峻的雄偉城堡，種滿山坡的葡萄園，精美可愛的

典雅小鎮，羅蕾萊神祕淒美的傳說，讓這段旅途成為最佳的視覺心靈饗宴。 

萊茵河遊船時，另外安排用心調配的★遊船浪漫咖啡，在暢覽山水名勝的同時，更添詩意。 

 
法蘭克福： 是德國商業及製造業中心，也是重要的國際金融城市，位於緬茵河右岸，臨近緬茵
河與萊茵河的交匯點。舊市政廳所在的羅馬廣場一角，集中許多具歷史價值的名勝。 
抵達後，參觀皇帝加冕的◎帝國大教堂，古色古香的◎羅馬廣場，與十五世紀興建的◎正義噴泉。 
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在街頭享受一杯浪漫的歐式咖啡或是享受最後美好的購物時光。 
 
行程的最後一晚，將安排享用法蘭克福知名米其林推薦料理… 
浪漫的夜晚、精緻的專屬料理、在杯觥交錯中，為旅程劃下最美好的回憶。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萊茵河推薦料理       晚餐：法蘭克福米其林推薦饗宴 
參考飯店：五星獨家 VILLA KENNEDY, a ROCCO FORTE 或 KEMPINSKI FRANKFURT GRAVENBRUCH 或同
等級 

 

第十天 法蘭克福機場-台北 (參考班機：CI062 11:20-0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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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hloss-rheinfels.de/
https://www.bellevue-boppard.de/
https://www.roccofortehotels.com/hotels-and-resorts/villa-kennedy/
https://www.kempinski.com/en/frankfurt/hotel-gravenbruch/


 

今早將整裝行囊，連同旅程美好的回憶一同打包，留下依依不捨的情緒與這一切的美好道聲再

見，也期待再次相見。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第十一天 台北 

結束十一天的行程，從華麗宮殿、夢幻城堡和童話世界的綺麗回憶中返回真實世界。 

地球不會停止轉動，旅程也不會停止，華友旅遊期待和您下一次的相聚。 

 

行程中車程時間以實際公里數和正常車速敘述，實際交通時間會因天氣和現場交通狀況而有所調整 

 

 

 

 

 

 

 

 

 

 

 

 

 

 

 

 

 

 

 

 

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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