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德東 悠遊山水 漫步羅曼蒂克 啤酒節慶典 純德 14 天 
(土耳其航空 科隆進/柏林出 2018.9.26 出發限定) 

 

航班時間參考 

班機號碼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到達地點 到達時間 

TK 025 台北 21:55 伊斯坦堡 05:10+1 

TK1671 伊斯坦堡 06:45 科隆 09:05 

TK1724 柏林 20:15 伊斯坦堡 00:05+1 

TK 024 伊斯坦堡 01:45 台北 18:00 

 
●華友的用心 讓您盡情開心渡假 一趟最精采的日耳曼之旅 
√最棒的住宿精選： 

 四晚精選五星 X 一晚萊茵河住宿體驗 X 一晚羅騰堡古城區住宿 X 一晚國王湖區域渡假飯店 

√最棒的餐食精選： 
 二次米其林推薦體驗 X柏林電視塔餐廳 X萊茵河浪漫饗宴 X 德東精選特色餐廳 
√夏季純德精選門票：八大精選必遊 
  (海德堡城堡／保時捷博物館／烏茲堡主教宮殿／新天鵝堡／海倫基姆湖宮 /楚格峰／忘憂宮／貝爾加

蒙博物館) 

√夏季純三大遊船：萊茵河遊船（河輪）／國王湖遊船（電動船）／德東史普雷河森林遊船（撐 
 篙） 
√精選交通工具：德國 ICE 火車頭等艙 慕尼黑-紐倫堡 X 班堡-萊比錫 
**以上敘述會依實際訂房和門票狀況而保留調整和變更的權力 

 
★入內參觀含門票 ◎下車參觀 
註：慕尼黑、萊比錫或柏林如遇展覽期間將調整入住四星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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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北-伊斯坦堡  
有新鮮的第一次，有受不了的浪漫，有特殊的文化體驗，日耳曼之旅從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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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四)  伊斯坦堡-科隆國際機場-( 1 小時)科隆大教堂-(1.5 小時)萊茵河遊船+住宿 

抵達科隆國際機場之後，出發至科隆市中心 

科隆：座落於萊茵河西岸的城市，自然風景優美，在德國諺語中有句 : 沒到過科隆即沒到過德

國的說法。我們將參觀最壯麗的哥德式◎科隆大教堂，體驗聖堂建築工藝之美。 

科隆大教堂是科隆市毫無爭議的標誌性建築物。157 米高的鐘樓使得它成為德國第二（僅次於烏

爾姆市的烏爾姆主教座堂）、世界第三高的教堂，另外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哥德式教堂（前兩

位是塞維亞主教座堂和米蘭主教座堂）。它從 13 世紀中起至 1880 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

工，耗時超過 600 年，直到今日仍然修繕工程不斷。藝術史專家認為它完美地結合了所有中世
紀哥德式建築和裝飾元素，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6 年將其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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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萊茵河之優雅讓旅程更顯唯美。 
萊茵河遊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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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將在萊茵河飯店安排豐富精緻的浪漫饗宴，為此趟旅程開啟了序幕。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 科隆推薦啤酒餐廳        晚餐：萊茵河飯店精緻料理 

參考飯店：4★Romantik Hotel Schloss Rheinfe 或 Bellevue Rheinhotel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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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hloss-rheinfels.de/
http://www.bellevue-boppard.de/


 
 
 
  

第三天(五)  萊茵河區域-(2 小時)海德堡-(2 小時)斯圖加特-保時捷博物館 
早餐後，將前往德國知名大學城~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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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前往巴登-符騰堡邦首府~斯圖加特，為德國東南部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德國第六大城市；
同時也是孕育哲學家黑格爾的文化都市。  
將安排參觀代表近代汽車發展史★保時捷博物館(星期一休館)，您可以參觀此館代表各時代的名
車和發展沿革。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海德堡米其林推薦料理        晚餐：斯圖加特推薦餐廳 

參考飯店：4★Maritim Hotel Stuttgart 或 Hilton Garden Inn Stuttgart或同等級 

 
第四天(六)  斯圖加特-(2 小時)-烏茲堡-(1 小時)羅騰堡 

今早我們將前往參觀羅曼蒂克大道的第一站~烏茲堡，體驗這巴洛克之城的建築之美… 

烏茲堡主教宮殿：在德國境內第二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地方，主教宮殿建始

建於西元 1719 年，由名建築師諾伊曼 (1687-1753) 設計督造，傾注全部心血，用 25 年時間創

造了建築史上的奇蹟。在此將安排參觀★主教宮殿內部~巴洛克和洛可可式古典裝潢，華麗奢華

的宮廷生活讓您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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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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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騰堡完整全備的中古情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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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堡主教宮殿推薦料理    晚餐：羅騰堡米其林推薦料理 

參考飯店：4★ Hotel Tilman Riemenschneider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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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ritim.de/de/hotels/deutschland/hotel-stuttgart/uebersicht%23hotel_content?utm_campaign=yext&utm_source=stu
http://hiltongardeninn3.hilton.com/en/hotels/baden-wurttemberg/hilton-garden-inn-stuttgart-neckarpark-STRPKGI/index.html
http://www.tilman-riemenschneider.de/


 
 
 
  

第五天(日)  羅騰堡-(2 小時)奧格斯堡-(1 小時)-(0.5 小時)慕尼黑-啤酒節瘋狂體驗 

早餐前往羅曼蒂克大道的第三站~奧格斯堡 
奧格斯堡：西元前 15 年羅馬人所建的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因連結德國到義大利的商業
之路而繁榮，在神聖羅馬帝國時代奧格斯堡就被劃定是一帝國自由城市。 
13 世紀在富商富家家族支持下，文藝復興文化也在此開花結果，目前城市許多知名建築都是
此時代的建設。 
在此將參觀市政廳內的◎黃金大廳，1944 年受戰火波及，但現已恢復原來的原貌，內部金碧
輝煌的裝潢、壁畫、鑲金的雕塑，引人入勝。 
註：黃金大廳開關門沒有一定的公告時間，如臨時閉館無法參觀請見諒。 
 
午後離開中古世紀的時光，今日將返回現代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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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亞烤豬腳+啤酒  晚餐：體驗慕尼黑啤酒節 每人退餐費 30

歐元 

參考飯店：5★The Westin Grand München 或 Hilton Park München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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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stingrandmunich.com/?SWAQ=958C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bavaria/hilton-munich-park-MUCHITW/index.html?WT.mc_id=zELWAKN0EMEA1HI2DMH3LocalSearch4DGGenericx6MUCHITW


 
 
 
  

第六天(一)  慕尼黑-(1.5 小時)海倫基姆湖皇宮~(1 小時)國王湖區域 

今日前往參觀童話國王~路德維希二世所興建的德國凡爾賽宮 

海倫基姆宮：德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童話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當政時所蓋的皇宮。除了新天鵝堡

和林達霍夫宮，海倫基姆宮是最後一個也是最宏偉的建築代表，號稱"德國凡爾賽宮"。因心醉法

王路易十四的一切，在參訪巴黎凡爾賽宮後，國王也決心建造一棟屬於自己的凡爾賽宮。雖然

皇宮內部最後尚未全部完成，但是被孤立在男人島上的豪華建築、波光粼粼的基姆湖區景色，

皇宮花園的巴洛克裝飾噴泉和綠地，漫步其中，是一大享受。 

在此我們將安排★馬車入皇宮，並入內欣賞★海倫基姆宮，透過城堡之旅了解童話國王的孤獨和

精采的一生。 

註：馬車體驗因季節安排沒有標準的服務時間，如因園區馬車服務停止，將更改用散步方式走

進皇室花園區域和皇宮內部參觀(從碼頭步行至皇宮單程約 15 分鐘) 

 
午後將出發至德國最大的湖區-國王湖~一覽德國境內最幽靜的湖區之美 
國王湖巡禮：國王湖和它所在的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是德國著名的旅遊勝地。國王湖因其清

澈的湖水而聞名，它被認為是德國最乾淨和最美麗的湖。正由於這個原因，1909 年起只有電動
船、手划船和腳踏船才被允許在湖中航行。早上我們將安排★電動遊船漫遊在德奧邊境最令人流

連忘返的湖區。 

聖巴多羅買教堂(St. Bartholoma)：是國王湖著名的地標~坐落在國王湖西岸中段半島上的聖巴多

羅買禮拜堂小而別緻，以其特別造型洋蔥型紅色圓穹頂而出名。在此下船散步在這天地之間，

體驗這美好和幸福。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 基姆湖島上簡餐        晚餐：飯店精緻晚餐 
參考飯店：4★Hotel Edelweiss Berchtesgaden 或同等級 

 

第七天(二)  國王湖區域-(3.5 小時)楚格峰-(1小時)福森 

今日，我們將征服德國最高峰~楚格峰，眺望阿爾卑斯山之美 

楚格峰：海拔高度 2962 公尺，屬於阿爾卑斯山脈，是德國的最高山峰，在德國巴伐利亞邦，奧

地利邊境附近。山脈中有兩條在德國極其罕見的冰川。坐落在祖格峰頂下 350 公尺，河谷上的

平坦高原，是德國最高的滑雪場，也是唯一的冰川滑雪場。 
今日搭乘★齒軌登山小火車上山，沿途風景秀麗，火車穿過山林間抵達楚格峰車站，外頭雪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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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E8%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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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5%B7%9D


 
 
 
  

冰原，讓您如置身在畫中，登高幸福難以言喻。 

之後轉搭纜車登上德國第一高峰★楚格峰頂，天氣晴朗時，可欣賞橫貫歐洲中部阿爾卑斯山群峰

雄姿。中午於山上餐廳享用午餐後，搭乘纜車直達艾比湖纜車站一覽最漂亮的藍色秘境，讓自

己於大自然中釋放。 

★★如遇天氣狀況，艾比湖纜車站關閉，團體將搭乘登山火車上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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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料理           晚餐：飯店精緻晚餐 

參考飯店：四星 Hotel Schlosskrone 或 Hotel Hirsch 或 Hotel Luitpoldpark 同等級 

 
第八天(三)  福森~新天鵝堡-(0.5 小時)威斯教堂-慕尼黑火車站- ICE高速火車(頭等艙)-紐倫堡 

今天前往巴伐利亞最知名阿爾卑斯山區~參觀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西二世的夢想城堡 
新天鵝堡：這是巴伐利亞童話國王興建的夢幻城堡，它像是山嵐迷霧中，詭異突起於山巔之間

的虛幻影像。今日將安排入★城堡內(包含中文導覽)參觀，一睹天鵝騎士的丰采。 

威斯教堂：這是一座外觀平實，但佇立在堂內會令人有種不可思議的感動湧上心頭的巴洛克式

教堂。18 世紀因流淚的基督像聞名，各國朝聖者洶湧而來，威斯教堂因此而生~ 

威斯教堂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下午前往慕尼黑火車站搭乘快速火車頭等艙至紐倫堡，抵達後前往當晚住宿飯店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 巴伐利亞德式料理   晚餐：每人退餐費 25 歐 火車站敬請自理 
參考飯店：4★Park Plaza Nuremberg 或 Hilton Nuremberg Hotel 或同等級 

 

第九天(四)  紐倫堡-(1.5 小時)班堡- ICE 高速火車(頭等艙)-萊比錫 

早餐後前往紐倫堡市中心開始市區觀光 

紐倫堡：華格納的知名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中所歌頌的城市，德國著名的城堡大道旅遊終點，

將近 5 千公尺長的千年老城牆包圍著，哥德教堂、浪漫古街道、熱鬧市集廣場以及凱撒城堡，

處處散發著中古世紀的風采。 
班堡：班堡老城是德國最大的一座未受戰爭毀壞的歷史城區，擁有上千年的歷史，曾是神聖羅

馬帝國皇帝和主教的駐地，1993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古城區內，彷彿走進中古世紀的巴洛克時代，◎老橋、◎從橋上望去的如威尼斯如畫的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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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市政廳、◎如布拉格城堡區的教堂和主教新宮殿區域，在其中，感受的是漫遊古城，那種恣意、

那種優閒、享受古城帶給你驚艷的時光。 

午後前往班堡火車站搭乘快速火車頭等艙至萊比錫，抵達後前往當晚住宿飯店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 紐倫堡香腸風味餐        晚餐：飯店精緻套餐 

參考飯店：5★ hotel fürstenhof Leipzig 或同等級 

 

第十天(五)  萊比錫-(1.5 小時)德勒斯登 

萊比錫：以古老語言”菩提樹 ”發音命名的萊比錫，自中世紀起便開始發展為商業金融都市，文
人哥德和尼采都曾經在此學習和生活；音樂家巴哈、舒曼、李斯特和華格納音樂大師也都在此

留下偉大的成就，更值得一提的是，東西德統一的第一步就是從這裡開始醞釀。 
沿途我們將參觀象徵~德國民主第一步的集會場所◎尼古拉教堂、二戰後重建的◎舊市政廳和◎哥
德像以及巴哈曾經擔任指導的◎托馬斯教堂(內有巴哈之墓)。 

午餐後前往德國易北河上的佛羅倫斯-德勒斯登 
抵達後，參觀建於 17 世紀末的◎茨溫格宮，此宮殿由腓特烈‧奧古斯特一世命令建造，此位國王
也將薩克遜王國帶到鼎盛時期。 

德國最大的新教教堂-◎聖母教堂和薩克森邦最大的教堂建築-◎宮廷教堂，隨後步行參觀由薩克森
王約翰要求建設的◎衫普歌劇院，音樂大師韋伯和華格納都曾經有其作品在此演出。 
德勒斯登王宮：興建於 1200 年前後，1471 年至 1474 年間加以擴建，16 世紀中葉加入了文藝復

興風格，1701 年大火之後將大部分王宮重建為巴洛克風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皇宮嚴重
受到破壞，在 1960 年代後才開始了規模驚人的重建工作。現在在德勒斯宮東北側中庭，重現中
古世紀歐洲最古老的武藝競技場，外牆上有由 25000 片瓷磚所拼畫出約 100 公尺的巨大壁畫，

都是歷代薩克森國王的騎馬像，是不可錯過的景點之一。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萊比錫地窖餐廳    晚餐：德勒斯登推薦餐廳或飯店精緻套餐 

參考飯店：4★The Westin Bellevue, Dresden或 Hilton Dresden 同等級 

 

第十一天(六)  德勒斯登-(1.5 小時)史普雷河森林遊船-(1.5 小時)-忘憂宮-(1 小時)柏林 

早餐後前往距離柏林約 100 公里的施普雷河森林，享受大自然的洗禮 

◎施普雷河森林在 1991 年的時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生物圈保護區，是歐洲獨一無二的自
然景區，是一塊長形由施普雷河多個分支流過的低窪地帶，森林和綠地被數 200 條阡陌縱橫、

蜿蜒曲折、細如羊腸的小河劃分成無數個小島，形成長達近 1300 公里的小河迷宮。 

安排乘坐★傳統觀光船，行進在施普雷河森林中，以舟做腿，水為路，橕篙搖槳，欣賞沿途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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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無限魅力與生機的森林自然風光。 

 

午餐後前往忘憂宮 

忘憂宮：這裡是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作為夏宮興建於 1745-1747 年的巴洛克兼具古典樣式華麗

宮殿。將參觀◎忘憂公園和★忘憂宮殿，從散布在廣大腹地的華麗景點和優美庭園以及內部裝潢

各具風格的起居和辦公房廳，可一窺 18 世紀皇室奢侈和富麗堂皇的生活方式。 

 

德國首都~柏林；柏林從 19 世紀普魯士開始的德意志帝國一直到 20 世紀東西德重新統一，一路

走來歷經許多血淚和重要歷史事件，統一至今 20多年到現在，城市建設和特色都有其獨特之處，
是德東行程絕對值得一訪的大城市。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史普雷河推薦餐廳        晚餐：柏林 TOP 10 推薦餐廳 
參考飯店：5★ Hotel Adlon Kempinski 或 Rocco Forte Hotel De Rome 或同等級 
 
第十二天(日)  柏林一整天 
早餐後，將前往柏林知名博物館島上-★貝爾加蒙博物館參觀 

貝爾加蒙博物館：整館呈現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完整遺址和當時生活方式。其中又以土耳其境內

貝爾加蒙遺址最為知名；遺址於 1878 年德國考古學家於土耳其境內貝爾加蒙古城所挖掘，之後
帶回德國柏林以規模宏偉、重現局部古代都市的考古學博物館作呈現，讓全世界遊客都可以親

睹當時年代的建築和歷史脈絡。 
柏林觀光局推薦，若到柏林只有時間參觀一間博物館，貝爾加蒙博物館是最佳的選擇。 

(註：貝爾加蒙大祭壇於 2014.9.26 將進行整修，開放時間依館內規定，團體導覽需提前預約。) 

 
午後車行至柏林東火車站(東側畫廊)參觀東、西德時代◎柏林圍牆遺址，長達 1.3 公里的圍牆壁

畫，畫的是對自由的吶喊和渴望，當時東西德人民的無奈和悲傷，僅能從殘存的圍牆一窺究竟。 

之後參觀柏林菩提樹下大道周邊區域；為紀念 19 世紀對丹麥、奧地利和法國戰爭勝利所蓋的◎
勝利紀念塔；柏林的象徵，於 1791 年完成的普魯士王國的凱旋門◎布蘭登堡門、歷經八年改建

的◎新國會大廈、1993 年重建的◎柏林大教堂◎舊博物館、◎洪堡大學。 

行程結束後，自由活動時間，您可以選擇在地標景點漫遊或是返回飯店小憩。 

今晚將在柏林電視塔旋轉餐廳享用晚膳，在 204 高度上享受這綺麗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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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如柏林電視塔餐廳預約額滿，將以柏林米其林推薦餐廳替代。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柏林電視塔套餐(含電梯門票)或米其

林推薦 
參考飯店：5★ Hotel Adlon Kempinski 或 Rocco Forte Hotel De Rome 或同等級 
 

第十三天(一)  柏林市區觀光-(1 小時)柏林國際機場-伊斯坦堡 

享受一個悠閒的早晨，在離開前感受柏林的魅力 

下午自由活動時間，將前往柏林知名購物區域-選帝侯大街，享受最後歡樂的私人時光。 
之後前往柏林國際機場，帶著不捨的愉悅心情返回溫暖的家。 

註：柏林和波茨坦行程、餐廳會以門票景點預約時間而保留前後彈性調整的權力 
早餐：飯店精緻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第十四天(二)  伊斯坦堡-台北 
結束十四天的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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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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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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