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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5/26 (六)台北/法蘭克福(華航 CI 061 23:10/0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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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法蘭克福-119k符茲堡 – 109k紐倫堡 -169k 慕尼黑 

法蘭克福，是德國中西部黑森邦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德國第五大城。整個法蘭克福-萊茵河-美茵河都會區

約有五百萬人口，法蘭克福也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法蘭克福高速交流道是歐洲最為繁忙的陸路樞紐；火車

總站為德國流量第二大的火車站，也是歐洲重要的航空中轉站。 

符茲堡，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邦美因河畔的非郡轄城市。它也是下法蘭克尼亞地區政府以及符茲堡郡政府

的所在地。符茲堡官邸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有多家中小企業和工廠。位於美茵河谷的中游。市區位於美因

河兩岸。因美因河的侵蝕而在西岸有石灰岩的高台。 

紐倫堡是中世紀多位德意志皇帝誕生和居住的城市，有濃厚的歷史氣息，曾經是德意志的玩具製造中心，

被稱作是歐洲的「玩具都城」（Toy capital）。目前市內仍有別具特色的玩具博物館，而每年在此地所舉辦

的紐倫堡國際玩具展（Nuremberg International Toy Fair），也是玩具產業最重要的商展之一。 

慕尼黑，是德國巴伐利亞邦的首府。2010 年人口為 130 萬[1]，是德國南部第一大城，全德國第三大城市（僅

次於柏林和漢堡）；都會區人口達到 27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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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位於德國南部阿爾卑斯山北麓的伊薩爾河畔，是德國主要的經濟、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也

是歐洲最繁榮的城市之一。慕尼黑同時又保留著原巴伐利亞王國都城的古樸風情，因此被人們稱作「百萬

人的村莊」。慕尼黑啤酒節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為期也是最長的慶典活動，也是巴伐利亞文

化的一種喧鬧的慶祝方式。 啤酒節最早可以追溯到 1810 年，當時的規矩是市長必須在 9 月的第三個星

期六率先打開第一桶啤酒，然後拉開啤酒節的序幕。 每年的啤酒節都會有約 600 萬人前來參加. 

早餐: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德國豬腳+德國啤酒暢飲  飯店: Leonardo Arabellapark or similar 4* 

5/28慕尼黑 -122k 新天鵝堡–45k肯普頓 Kempton  

新天鵝堡,全名新天鵝石城堡，是 19世紀晚期的建築，位於今天的德國巴伐利亞西南方，距離菲森鎮約 4

公里，離德國與奧地利邊界不遠。 這座城堡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行宮之一。共有 360 個房間，

城堡向公眾付費開放。是德國境內受拍照最多的建築物[2]。也是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              

1890 年代新天鵝堡正面 

 

今天新天鵝堡（Schloss Neuschwanstein）和舊天鵝堡（Schloss Hohenschwangau）的所在地區，在中世

紀建有四座古堡。到了 19世紀，這些古堡已經是一片殘垣斷壁。其中一座稱為「前天鵝石城堡（舊天鵝堡）」

在 1830 年代由馬克西米利安二世（路德維希二世的父親）所下令建造的「高天鵝堡」取代。其西南方的另 

一座「女人石城堡」，也早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兩座稱為「前高天鵝堡」和「後高天鵝堡」，就在現今新

天鵝堡所在的位置上。新天鵝堡，位在德國巴伐利亞省福森市，在德國東南與奧地利的邊界上，城堡就蓋

在隸屬阿爾卑斯山山脈一個近一千公尺高的山頂上。 路德維希二世決定在此地興建他的「夢幻城堡」，因

此下令將前後高天鵝堡的廢墟炸掉，清除前後天鵝堡廢墟後在原址興建新天鵝堡。                      

早餐:飯店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飯店: Holiday Inn Experss Hamburg City Center or simila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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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Kempton肯普頓 180k– Stuttgart司徒加特 126k - 海德

堡 98k - Wesbaden 威斯巴登 

海德堡（Heidelberg）是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城市，位於斯圖加特和法蘭克福之間。2002年城市方圓 109

平方千米內有人口 140,000。 

海德堡坐落於內卡河畔。內卡河在此處由狹窄而陡峭的 Odenwald 山谷流向萊茵河河谷，並與萊茵河在海德

堡西北 20 千米的曼海姆交匯。著名的海德堡城堡位於高出內卡河 200米的王座山上，俯視狹長的海德堡老

城。著名詩人歌德曾經漫步環繞城堡的公園。 

海德堡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傳統和現代混合體。過去它曾是科學和藝術的中心，如今的海德堡延續傳統，在

城市內和城市附近建有許多研究中心。海德堡不僅有著引以為榮的中世紀城堡，歐洲最古老的教育機構之

海德堡大學亦座落其中。 

 

早餐:飯店  午餐:海德堡米其林推薦餐廳-騎士之家 晚餐:西式料理 飯店:  City Center or similar 4* 

5/30 Wesbaden-80k - St Goar聖高爾-16k - Boppard 博帕德

-123k- 科隆 

聖高爾(St.Goar)是萊茵河由南往北順流而下經過羅蕾萊後的第一個小鎮，因此順流參觀羅蕾萊的遊客大多

是以聖高爾作為羅蕾萊之旅的終點站，我們安排在這裡萊茵河遊船之旅 

Boppard 博帕德是萊茵河左岸的小鎮，萊茵河在流經 Boppard 北方時，因為地勢的關係，形成了一個超級大

彎道，這個彎道是整條萊茵河彎度最大的地方，特殊的河流景觀也成為 Boppard 吸引遊客的一大觀光特色。 

     
                                                                     

早餐:飯店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精緻料理   飯店 Leonardo Cologne or similar 4* 



 

5/31科隆—科隆大教堂++德國高速鐵路 ICE 二等艙++不來梅 

科隆，是德國第四大城市，是北威州最大的城市，亦是德國內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萊茵地區的經濟文化

和歷史中心。它已有 2000 多年的歷史，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中世紀科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教會中

心和藝術知識中心。科隆在二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今天它以其文化和建築遺產以及許多重要的國際性活

動而聞名。 

參觀-科隆大教堂，位於德國科隆的一座天主教主教座堂，它是科隆市毫無爭議的標誌性建築物。15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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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法國蘭斯主教堂和亞眠主教堂

為範本，是德國第一座完全按照法國哥特盛期樣式建造的教堂。它從 13 世紀中起建，工程時斷時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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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來梅州由不來梅和往北 60公里以外的不來梅哈芬兩個城市組成。不來梅在不來梅-奧爾登堡大都市圈內，

德國有歐盟認定的 11 個大都市圈。不來梅哈芬市的遠洋港區實際上被劃歸不來梅市，它是不來梅市的一塊

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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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來梅是最早開展對華貿易的德國城市之一，1861 年由清政府與普魯士簽訂的《中德通商條約》中提及的

「漢謝城伯磊門」即是漢薩城市不來梅的古稱。  

早餐:飯店 午餐: 科隆中式午餐   晚餐:中式料理 飯店: Maritim Bremen or similar  4*                                                                   

6/01布萊梅-124K-Hamburg漢堡 

早餐後,搭車前往漢堡，位於德國北部的一個港口城市。漢堡擁有近 180萬人口，是僅次於柏林的德國第二

大城市，歐盟第八大城市。作為一個城邦，其行政級別有其邦議會和邦立法委員會。漢堡及其周圍城鎮共

有 274 萬人口，而漢堡大城市群則有 500 萬人口。 

 

                                        

 漢堡-它位於易北河與比勒河的入海口，距離北海不過一百多公裏，因此漢堡港是德國第一

大港，也被稱為“德國通往世界的大門”，漢堡的城市旗幟就是一座城市的大門。漢堡的河

道和橋梁很多，自建城以來大約有 2500 多座橋梁，多於水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倫敦橋

梁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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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 午餐:西式料理 晚餐:西式料理 飯店  (HI Express Hamberg confirmed  3*) 

6/02 Hamburg漢堡國際扶輪 meeting 全日活動(總監之夜) 
2017年二十國集團漢堡峰會（2017 G20 Hamburg summit）是 20國集團的第 12次高峰會，於 2017年 7月 7

日到 7月 8日在德國漢堡的漢堡國際會展中心（Hamburg Messe）舉行 

 
 

早餐:飯店   午餐: MEETING 自理  晚餐: (總監之夜)  飯店(HI Express Hamberg confirm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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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A2%E5%A0%A1%E5%9C%8B%E9%9A%9B%E6%9C%83%E5%B1%95%E4%B8%AD%E5%BF%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mburg_Messe


6/03漢堡-288K-柏林 

早餐後,搭車前往德國首都柏林，也是德國最大的城市，現有居民約 340 萬人。柏林位於德國東北部，四面

被布蘭登堡邦環繞，施普雷河和哈弗爾河流經該市。柏林也是德國十六個邦之一，和漢堡、不萊梅同為德

國僅有的三個城邦份。  

柏林是歐盟區內人口第 3多的城市（歐盟區人口最多的都市是法國的巴黎，其次是英國的倫敦）以及城市

面積第 8大的城市。它是柏林－布蘭登堡都會區的中心，有來自超過 190個國家的 5 百萬人口。地理上位

於歐洲平原，受溫帶季節性氣候影響。城市周圍三分之一的土地由森林、公園、花園、河流和湖泊組成       

早餐:飯店 午餐:中式餐廳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飯店(NH Berlin Alexanderplatz4*)   

6/04 柏林 

早餐後,遊覽興建於 1788 年至 1791 年，是柏林和德國的標誌和結束分裂的象徵。它以雅典衛城的城門作

為藍本，並在門頂上複製四馬戰車上的勝利女神維多利亞雕塑。在 1990 年 10月 3日兩德統一之前，這裡

一直是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 

國會大廈建於 1884 年－1894 年，1933 年 2月 27 日在此發生國會縱火案，又在二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後

來在 1950 年代修復。這座建築在 1990 年代由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再度改建，在會議區上方設置玻璃

穹頂，讓市民自由進入，並可飽覽城市。從 1999 年開始它是德國聯邦議院的會址。每年有 200 萬人步行

通過其玻璃穹頂。現在國會大廈是德國第二大旅遊目的地，僅次於科隆大教堂，遠超過新天鵝堡。 

早餐:飯店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 米其林推薦西式餐廳 飯店(NH Berlin Alexanderplatz4*)                                         

6/05柏林 ++ 德國高速鐵路 ICE二等艙  ++ 法蘭克福 FRA  

早餐後,搭乘德國高速鐵路 ICE 前往法蘭克福」，位於德國黑森邦法蘭克福，是德國規模最大的機場，同時

還是歐洲第三大與世界第九大機場，主要用以服務法蘭克福以及整個「法蘭克福╱萊茵-美茵都會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83%E5%85%B0%E7%99%BB%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6%99%AE%E9%9B%B7%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BC%97%E7%88%BE%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9%82%A6%E5%B7%9E_(%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9D%A5%E6%A2%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8%81%94%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A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E5%8D%AB%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4%E5%BE%B7%E7%BB%9F%E4%B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5%9B%BD%E4%BC%9A%E5%A4%A7%E5%8E%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4%BC%9A%E7%BA%B5%E7%81%AB%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A%E6%9B%BC%C2%B7%E7%A6%8F%E6%96%AF%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8%81%94%E9%82%A6%E8%AE%AE%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9%9A%86%E5%A4%A7%E6%95%99%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4%A9%E9%B9%85%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5%85%8B%E7%A6%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C%BA


 
抵達法蘭克福後,下午追尋法蘭克福的歷史開始充實的一天，沿途經過市政廳、聖保羅教堂以及法蘭克福舊

歌劇院，在法蘭克福你還可以看到歐洲最高的摩天大樓以及歐洲中央銀行。 

早餐:飯店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西式料理 飯店Park Inn Frankfurt Airport or similar 

4* 

6/06  法蘭克福 FRA / 台北 TPE 華航 CI 062  11:20/05:50+1 

6/07  抵達台北 TPE 

  寶翔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春路 506號 2樓 

        (02) 2717-0316 劉忠政 0932-215-577 

                       江國祥 0936-455-917 

 

 

*變更為 6月 2日參加總監之夜,行程稍有修正 



 
                                                               

 

 

 

 

 

 

 

 

 

 

 

                                                                                         



國際扶輪社 3490區 2019德國漢堡年會行程報價表 

5/24-6/05 德國漢堡 13 天 10 晚(附行程表) 

每人費用: 158,000 元/25-31 人 

          153,000 元/32-35 人 (優惠一名) 

          151,000 元/35-40 人 (優惠一名) 

          149,000 元/40 人以上(優惠一名) 

包 含：來回經濟艙機票, 500 萬旅行平安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 2 人

一室, (單人住宿加 19,000 元),兩地機場稅及燃料附加費,

行程內之餐食安排及導覽行程,13 天領隊司機導遊小費,及上

下行李之小費,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升等豪華經濟艙或商務艙,依訂位之艙等加價(兩種艙等皆有早鳥票

價) 

未含: 國際扶輪社各項之費用,及私人之消費 

寶翔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春路 506號 2樓 

 (02) 2717-0316 劉忠政 0932-215-577 

                江國祥 0936-455-917                                                               

      Sep.28. 2018 
 



華航艙等 
 

加價 備註 
 

豪華經濟艙 E 加價 2000 
3 個月效期 

60 天前開票 

 

豪華經濟艙 E 加價 4000 
3 個月效期 

30 天前開票 

 

豪華經濟艙 E+ 加價 5000 
3 個月效期 

 

 

豪華經濟艙 A+ 加價 7000 
6 個月效期 

 

 

豪華經濟艙 U+ 加價 12000 
6 個月效期 

 

 

豪華經濟艙 W+ 加價 22000 
一年效期 

 

 

 商務艙 D 加價 55000 
1 個月效期 

2 人以上開票 

 

 商務艙 D 加價 56000 
1 個月效期 

匯豐聯名無限卡 

 

 商務艙 D+ 加價 66000 
3 個月效期 

 

 

 商務艙 C 加價 72000 
6 個月效期 

匯豐聯名無限卡 

 

 商務艙 C+ 加價 90000 
6 個月效期 

 

 

 商務艙 J 加價 96000 
一年效期 

匯豐聯名無限卡 

 

 商務艙 J+ 加價 108000 
一年效期 

 

 

以上為華航國際段機票 依訂位確認艙等加價,亦可混合艙等訂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