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全覽 12 日】 
■參考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

間 

抵達時間 

去程 台北 香港 長榮航空(暫定) BR 857 18:10 19:55 

 香港 慕尼黑 德國漢莎航空 LH 731 23:05 05:05+1 

回程 柏林 法蘭克福 德國漢莎航空 LH 201 19:45 20:55 

 法蘭克福 香港 德國漢莎航空 LH 796 22:10 15:45+1 

 香港 台北 長榮航空(暫定) BR 872 19:25 21:15 

備註 :表列台港段航班為參考用，變動難免，請以行前說明會提供航班資料為準。 

■參團應備資料 

1)護照影本(效期需 6 個月以上)。 

歐洲申根：自 2011 年開始實施台灣護照持有旅客可享有免簽證。 

申根免簽適用於載明持有人身分證字號的台灣普通護照。外交護照以及公務護照持有者，應

於前往歐盟前向目的地的會員國確認其護照之有效性。 

2)未滿 20 歲，父母雙方均不同行者，請準備英文版家長同意書及父母雙方護照影本，交給受

委託人隨身攜帶。 

3)個人基本資料表(住家、公司、手機電話) 

❖備註:本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之

實際情形調整順序，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參考地圖 



 

  
 

【德國全覽 12 日】 
 

行程符號：★表含門票入內參觀  ◎表不需門票下車觀光  未標示者表行車觀光 

 

Day 1(5/25) 台北 TAIPEI／香港 HONG KONG 
層層山巒交相輝映，萬年冰河綿延流長，流連於山湖間的大城小鎮，處處充滿驚喜

回憶。備妥行囊，滿懷興奮，今日和其他團友會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香

港飛往德國慕尼黑，在機上養精蓄銳，迎接精采遊程。 

 

餐    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住    宿: 豪華客機 

 

 

Day 2(5/26)  香港／慕尼黑 MUNICH 
豪華客機於晨曦中抵達德國第三大城～慕尼黑。隨即專車來到慕尼黑巴伐利亞王式

宮殿～寧芬堡。除了巴洛克式主宮殿，還有優美庭園造景的◎宮殿花園，適合悠閒

散步其中，享受德式清新、放鬆的早晨。 

接著前往慕尼黑市政廳前的◎瑪利恩廣場，百貨公司、啤酒屋、餐廳與各式各樣的

商店都在周圍。建於西元 1867 年的哥德式◎新市政廳，因其擁有德國最大的木偶

表演鐘塔聞名，其表演的內容為慶祝巴伐利亞國王婚禮，真人大小的木偶有 32 個

之多。新市政廳旁的◎聖母教堂，有著高 100 公尺的雙塔圓頂造型，是慕尼黑的象

徵性地標建築物。體驗當地人文的莫過於◎維克圖阿連市場了，市場內都是周邊城

鎮來的小商家，各式各樣的蔬果、道地的糕餅零食或手工蜂蜜薑餅都是知名的慕尼

黑當地特產。  

巴伐利亞最重要的汽車工業代表～BMW，特別安排參觀★BMW 博物館，外觀完全

以結合最新建築設計與流動概念為主，充滿了時尚與未來感，園區除了最大的交車

中心外，也是體驗 BMW 品牌精神與經營理念最佳的場所。(如遇閉館，則改參觀奧

林匹克中心，並一人退費 10 歐元)。 

   

包含門票： BMW 博物館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皇家啤酒餐廳 (豬腳風味餐+啤酒)      

晚餐-市政廳地窖餐廳 (米其林推薦餐; 若遇餐廳店休或客滿，改慕尼

黑觀光局推薦餐廳)) 

住    宿: THE WESTIN GRAND MUNICH 或 五星同級 

 

Day 3 (5/27) 慕尼黑－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南德小鎮 
國王湖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東南端，座落在瓦茨曼山、石海和哈根山之間，宛如

一個峽灣，其湖水呈現翡翠綠色，清澈見底，即使在盛夏，也維持著冰涼的水溫和

澄淨如水晶般的碧綠湖面。特別安排★遊船，參觀坐落在西岸中段半島上的◎聖巴

多羅梅教堂，其醒目的紅色洋蔥型圓穹頂已成為國王湖的標誌。 

緊接著驅車前往貝希特斯加登，特別安排參觀★鹽礦，參觀時會換上傳統鹽礦工作

服，溜下採鹽工人的仿古滑梯深入鹽洞探險，也會搭乘小木筏划過鹽湖探究鹽礦的

奧秘。西元 12 世紀就已經發現豐富的鹽礦，當時此地鹽礦有白金寶藏之稱，為當地

居民帶來財富與繁榮將近 500 年的歲月。 



 

  
 

 

        車行距離: 慕尼黑-(154 公里)-貝希特斯加登 

包含門票： 國王湖遊船、貝希特斯加登鹽洞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國王湖區鱒魚風味餐      晚餐-巴伐利亞鄉村 

料理 

住    宿:  ALPENHOTEL KRONPRINZ 或 四星同級 

 

 

Day 4(5/28)  南德小鎮－上阿瑪高 OBERAMMERGAU－嘉蜜許 GARMISCH 
阿爾卑斯群山圍繞下的小鎮～◎上阿瑪高。每十年便會動員全鎮上演知名的「耶穌

受難記」，持繼了 370 年之久，最頗富盛名的也是小鎮各個房子上都以童話場景及宗

教畫上繽粉的圖案。 

接著驅車前往阿爾卑斯群峰之一，德國第一高峰，海拔 2962 公尺的★楚格峰，特別

安排搭乘★齒軌列車上山、纜車下山，體驗兩種山峰登頂交通工具。由峰頂平台飽

覽 360 度全景，宛若置身於群峰的懷抱之中，極目遠眺德國、奧地利、瑞士與義大

利等四國之阿爾卑斯山脈 400 多座山峰，與山腳下艾比湖的幽靜相映成趣。 

 

車行距離: 南德小鎮-(194 公里)-上阿瑪高(31 公里)-楚格峰-(5 公里)-嘉蜜許 

包含門票： 楚格峰&齒軌列車&空中纜車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楚格峰景觀餐廳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料理 

住    宿:  HOTEL KONIGSHOF 或 四星同級 

 

Day 5(5/29)   嘉蜜許－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威斯教堂 WIESKIRCHE－肯

普田 KEMPTEN 
今晨驅車前往國王路德維二世於西元 1869 年起興建的夢幻城堡★新天鵝堡，這是

歐洲最美麗的城堡，其興建的靈感來自於理查‧華格納的歌劇，如天鵝騎士－羅恩

格林、唐.懷瑟等中世紀英雄傳奇，亦為浪漫主義思潮下的代表，城堡內有著 許多

充滿騎士風格的浪漫設計，並將歌劇劇情繪成璧畫。特別安排★巴士上山，步行下

山 (或自費搭乘馬車下山)，讓大家沉醉在充滿芬多精的森林中更添浪漫氣氛!(如遇

新天鵝堡閉館或預訂額滿，則會改以郝恩史瓦格城堡替代(高天鵝堡)，如都遇客滿

則會退費每位貴賓 10 歐元)。 

午後出發至西元 1983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威斯教堂。威斯教堂擁有歐洲最美

洛可可式華麗裝飾。教堂外觀小巧不起眼，但一進入內，便會被內部華麗裝飾及鮮

明的色彩所吸引住，被譽為草原上的明珠。 

 

車行距離: 嘉蜜許-(62 公里)-新天鵝堡-(25 公里)-威斯教堂-(62 公里)-肯普田 

包含門票： 新天鵝堡、巴士上山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巴伐利亞豬排風味餐     晚餐-德國鄉村料理 

住    宿:  BIGBOX HOTEL 或 四星同級 

 

行健小貼心 : 威斯教堂內的耶穌雕像是於西元 1730 年在上巴伐利亞的史坦加登修

道院雕刻完成。傳說在西元 1738 年 6 月 14 日，一位農民瑪麗亞將即將被丟棄的耶

穌雕像收藏於家中，卻目睹了雕像流下眼淚。消息傳開以後，很快引來了和朝聖的

人潮，人們蜂擁前往一睹傳說中流淚的救世主雕像，因此而建造了威斯教堂。 



 

  
 

 

 

Day 6(5/30)   肯普田－羅騰堡 ROTHENBURG－紐倫堡 NUREMBERG 

羅曼蒂克大道，這條規劃良好的觀光路線由 26 個市鎮聯合組成，蜿延的大馬路由起

點～烏茲堡往南一直到阿爾卑斯山麓的福森。接著專車來到羅曼蒂克大道與古堡大

道的交匯點～羅騰堡，這是德國境內中世紀景觀保存最完整的城鎮，斑駁的古城牆

與護城河，訴說著童話般的歷史，鵝卵石的街道、細緻的房舍，就像來到故事的場

景。特別安排參觀◎馬克廣場與◎柏格花園。 

巴伐利亞第二大城～紐倫堡。紐倫堡保留了一座長約五公里的中世紀城牆，走在紐

倫堡的街上，彷彿回到中古世紀時的時光一般。◎皇帝堡建於西元十二世紀，現今

所見的規模是西元十五世紀時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所完成的遺跡，位處於紐倫堡的

制高點，能夠眺望紐倫堡舊城區的美景。 

 

車行距離: 肯普田-(249 公里)-紐倫堡 

包含門票：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巴伐利亞鄉村料理    晚餐-德國香腸風味餐 

住    宿:  SHERATON CARLTON NUERNBERG HOTEL 或 Le Méridien Grand  

   Hotel Nuremberg 或 五星同級 

 

Day 7(5/31) 紐倫堡－海德堡 HEIDELBERG－萊茵河遊船－法蘭克福地區 

海德堡，擁有德國最古老大學且自十八世紀起有哥德、蕭邦等浪漫詩人造訪過的城

鎮～海德堡。漫步於◎中世紀古橋，在橋上最能捕捉海德古堡蒼涼的景致;老城區內

的◎聖靈教堂有 700 年的歷史，是德國境內保存最好的紅磚哥德式教堂建築。特別

安排搭乘★纜車上下山，參觀建於十三世紀，座落於王座山腰面向內卡河之★海德

堡古堡，古堡內除了觀賞三種不同建築風格的建築之外，還有全世界最大的◎橡木

酒桶。之後前往發源於瑞士南境悠遠綿長的萊茵河。特別安排搭乘★萊茵河遊船，

觀賞兩岸懸崖絕壁與山谷陡峭的葡萄園，高聳入雲的岩峰陸續出現的古堡，環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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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小時左

右的船行時間裡，在藍天白雲的幽靜中，慢慢享受著萊茵河上綺麗動人的河谷風光。 

 

車行距離: 紐倫堡-(106 公里)- 羅騰堡-(164 公里)- 海德堡-(98 公里)- 法蘭克福地 

區 

包含門票： 海德堡纜車、海德堡古堡；萊茵河遊船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騎士之家(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萊茵河畔 

鮮魚風味餐 

住    宿:  DORINT PALLAS HOTEL 或 五星同級 

 

行健小貼心 : 海德堡的浪漫讓歷史上許多著名詩人留下了遺憾。哥德因為戀人瑪麗

安留下了”我的心，遺留在海德堡”的名言; 馬克吐溫則說”海德堡殘破而不失王

者之氣，如暴風雨中的李爾王”; 雨果來到海德堡十日而不可自拔; 作曲家舒曼與

韋伯都曾為海德堡譜下浪漫的曲目等等。 

 

Day 8(6/1)  法蘭克福地區－科隆 COLOGNE++IC 高速火車++漢堡 

抵達科隆火車站後世界文化遺產～科隆大教堂就佇立於一旁。擁有可遠溯至羅馬時

代的文化古都-科隆市，最為人所熟知的便是耗時六百多年蓋成世界第三大及第三高



 

  
 

的◎科隆大教堂，高聳入天際的尖塔，塔高 157 公尺，是哥德式教堂建築的極致代

表，教堂內外古雅精緻的雕像與繪畫如果逢上管風琴演奏傾聽響徹堂內的雄厚樂音，

那股超世俗的氣氛，更令人油然而生虔敬之心。科隆大教堂於西元 1996 年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 

隨後搭乘★德國 IC 高速火車，體驗德國科技帶來的高速快感前往德國首都柏林。 

 

車行距離:   法蘭克福地區-(99 公里)-聖高爾-(143 公里)-科隆-++IC 高速火車++漢堡  

(4 小時) 

包含門票： IC 高速火車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萊茵醋燜牛肉風味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西式料理或飯店內套餐 

住    宿:   漢堡地區因會議關係，若需求不到市區飯店，會住外圍地區，四星飯               

店為主或四星同級 

 

Day 9(6/2)漢堡 
(需參加大會的貴賓，會由巴士做接送) 

前往位於阿斯塔運河畔的◎市政廳，完成於 19 世紀後期的新文藝復興風格建築，

一旁的◎聖佩特利教堂，是漢堡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其 1878 年完工的鐘樓約高 132 

公尺，使此處名列世界第 17 高的教堂建築。接著前往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哥斯拉，

保留了哈茨地區的古老歷史，哥斯拉是在 10 世紀時靠著銀礦發展起來的城市，在

16 世紀礦業最繁榮的時候，出現了裝飾華麗的房子。最熱鬧的◎市政廳廣場，參觀

建於 15 世紀的◎市政廳，獨特的白色拱廊是最大特徵；廣場中央的◎金鷹噴泉是

此地城市的象徵。 

 

車行距離: 漢堡市區 

包含門票：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總監晚會中式自助餐 

 

住    宿:  漢堡地區因會議關係，若需求不到市區飯店，會住外圍地區，四星飯               

店為主或四星同級 

 

Day 10(6/3) 漢堡-柏林 
前往◎倉庫城，漢堡倉庫城是世界最大的倉庫區，這裡處理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像是

地毯、咖啡或茶葉香料、海事設備、電子產品等貨物。不過現在的倉庫用途，也不

僅止於儲放貨物，還設立許多有趣的博物館，像是微縮景觀世界、阿富汗博物館或

是漢堡地窖等，非常多樣性！(安排★微縮景觀模型世界進入參觀)什麼都不想做的

話，漫步在倉庫城的街道中也很悠哉~如果站在離倉庫城不遠的任何一座橋上，望

向倉庫城那片區域，首先印入眼簾的就是一幢幢磚紅色的倉庫。說古老也不古老、

說新也不新的哥特復興式味道，正是倉庫城的迷人之處！ 

午後驅車前往柏林 

 

車行距離:漢堡-(289 公里)-柏林 

包含門票： 微縮景觀模型世界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北德風味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或



 

  
 

飯店內 

住    宿:  THE WESTIN GRAND BERLIN 或 五星同級 

 

 

Day 11(6/4) 柏林／轉機點／香港 
柏林這個偉大的城市，充滿了德國的歷史與驕傲，並見證冷戰時期最具體的歷史縮

影～◎柏林圍牆。◎洪堡大學是柏林最高的學術殿堂，此大學所提倡的是學術自由

以及建立德式大學的制度。此一作法影響了十九與二十世紀德語世界的大學教育至

深至遠，但也因為如此才孕育出了獨立思考的德國大學生，並且誕生的無數的哲學

家與科學家。代表德國最前衛的現代建築～◎國會大廈、◎布蘭登堡門，建於 1791

年的布蘭登堡門，是為了紀念腓特烈大帝勝利歸來的凱旋門。因為其位於柏林的正

中央，所以當權者總喜歡將之視為展示權力的象徵。隨後遊覽◎勝利紀念碑、林登

大道上的柏林市標，◎威廉大帝紀念教堂。 

        隨後入內參觀列名世界文化遺產、舉世聞名的★貝加蒙博物館，保存豐富的中東文

物，將西元前二世紀的大祭壇及雅典神殿，呈現世人眼前。特別是補齊您在旅遊土

耳其經驗中所缺少的貝加蒙王國遺跡部分。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人生無不散的宴席，短暫唯美的相聚終將成為 

        往後的美好回憶。前往機場啟程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園，今晚夜宿機上。 

 

       車行距離:柏林市區觀光 

包含門票： 貝加蒙博物館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獵人豬排餐      晚餐-機場自理 

住    宿:   豪華客機 

 

 

Day 12(6/5) 香港／台北 
豪華客機午後抵達香港，隨即轉機飛返台灣桃園機場，在互道珍重中結束此一愉快 

        難忘的德國全覽 12 天之旅，行健旅遊並期待再次提供您服務的機會。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X 

 住    宿: 溫暖的家 

 

 

 

 

 



 

  
 

旅遊行程預算規劃             

主 

辦 

單 

位 

團體名稱： 德國 12天 旅遊日期：  108年 5 月 25日 

聯絡人： 游美玲 旅遊地點： 德國 

聯絡電話：  預估人數： 25-30人 

報 
 
 

價 

包 

含 

費 

用 

1. 機  票 團體經濟艙；台北/德國來回機票。 

2. 住  宿 全程飯店安排二人一室，單人房價另計。 

3. 餐  食 含早餐、午餐、晚餐，酒水依行程表所示  。                                                                                                                                                                                                                                                                                     

4. 稅  捐 含機場稅、兵險、燃油附加費。 

5. 行  李 每人行李以一大件一手提為原則，扥運行李在(二十公斤)以下。 

6. 保  險 三佰萬元契約責任險 ；拾萬元意外醫療險。 

7. 飯店安排 飯店四晚五星、五晚四星。 

8. 簽  證 持六個月以上有效台灣護照入境德國 90天免申根簽證。 

9. 小    費 含全程司機、領隊、導遊小費。 

10. 報  價 
25 位以上+1 領隊 報價 NTD：132,500 元 
機位需求 31 席，航空公司成行率至少需 26 位 
   

  報價含小費、2人一台 WIFI 分享器 

報 
 

價 

不 

含 

費 

用 

1. 證 件 費 護照費用 NTD：1500 元。 

2. 服 務 費 全程床頭小費。 

3. 其它自費 飲料費用、電話、洗衣、自選行程。 

備 
 

註 

1. 

※本行程為團體報價，若需作內容修改，請予以告知服務專員。 
※  

若要需求商務艙請告知業務，須以航空公司回覆報價為準。 
提出需求時並請同時告知所需求升等之航段，商務艙機位有限，請及早提出以
免機位向隅 ，機位確認須於三天內開票並付清全額。 

 

★(以上報價，為各艙等商務艙加價參考，最終報價及訂位艙等須依據航空公司回
覆為準)。 

2. 
報價基準：估價以 20人  為計算基準。 

 

『行健旅行社』/旅遊企劃 

服 務 人 員 ：  許 明 皓  服 務 電 話 ： (02)2773-7473 分 機 132                                      

服務傳真：(02)2731-9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