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北德傳奇 12天之旅 
2019.11.18修 

「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天方夜譚」並列世界三大童話，其中德國的格林

童話被翻譯成 160種語言，風靡全世界！《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紅帽》、《睡美人》、

《糖果屋》、《青蛙王子》、《不來梅樂隊》等童話故事都曾是每個人兒時的溫暖記憶！1975

年，德國觀光局把格林童話變得更好玩了，將格林兄弟誕生的故鄉哈瑙一直到不來梅樂

隊所在的海港城市不來梅，串連為全長 600公里的童話大道，一路上全是古意盎然的傳

統房舍，童話味十足，踏遊這條迷人的觀光路線，不只是聽童話、讀童話，還要玩童話！ 

 

中古世紀時，女巫擁有簡單的醫術，可以行醫救人，因此讓女巫多了幾分神秘色

彩。走進女巫故鄉哈茨山，竟然還有女巫節，話說 1896 年，北德哈茨山區就已經有了

女巫節慶祝活動，算一算女巫節也是老字號的百年慶典了！據說每年 4 月 30 日晚上，

女巫會塗上神奇藥膏、召喚飛行掃帚，趕赴布洛肯山一年一度的女巫之夜，會中魔鬼對

女巫們一年來的表現論功行賞。因歌德將女巫之夜寫進《浮士德》，從此女巫之夜聲名

大噪，成了家喻戶曉的春季慶典，跟著女巫圍著火焰唱歌、跳舞，盡情吃喝。有了女巫

的陪伴，是不是更令人期待？！ 

 

11 世紀以銀礦發跡、有著「北方羅馬」之稱的帝王之都哥斯拉，老城區彎彎曲曲

的鵝卵石街道、裝飾華麗的木造屋、大大小小無數的教堂與修道院，訴說老城千年來的

風華，想不到，西門子故居居然就在哥斯拉；浪漫指數不輸新天鵝堡的施威林堡，是施

威林人眼中，最驕傲的景點，這座建於湖心之上的城堡，19世紀改建，集合文藝復興、

巴洛克及哥德建築風格，完成迄今也已超過 160 年；韋爾尼格羅達，德國詩人 Hermann 

Löns 曾讚嘆它為「哈茨山下色彩繽紛的小鎮」，山腰的韋爾尼格羅達城堡，大大增添了

小鎮尊貴的氣質。古都尋幽，著迷老城無法言喻的美麗。 

 

時空交錯，轉入首都柏林、德國最大的綠色城市漢堡與德國最美麗的城市德勒斯

登-現代與古典的城市，為此行注入魔幻又寫實的驚喜元素！ 

 

歡迎來到德國精采傳奇的王國！ 

 

行程特色 

 

1.【一次領略柏林、漢堡、德勒斯登 三大城市風情】 

設計之都柏林 

東西德統一後，柏林躋身活力城市之林，吸引了世界各地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移居，既

保留原有的古蹟，不忘城市的歷史價值，也鼓勵年輕新世代藝術家自由揮灑，打造另類

城市風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讚稱柏林為「設計之都」。 

 

德國最大河港城漢堡 

漢堡港被稱作德國通往世界的大門，位於易北河畔的漢堡其實不是海港，而是河港，河

流、河道眾多，為此建造超過 2千多座的橋樑，是歐洲橋樑最多的城市。 

 



德國最美麗的城市德勒斯登 

蜿蜒嫵媚的易北河，穿越了德勒斯登的城區，數百年前強人奧克斯都的雄心壯志，在此

締造出屬於薩克森王朝的宮廷氣魄！進而成為易北河畔-佛羅倫斯的美譽。空氣中飄盪

著的，盡是古典文化、音樂與藝術的迷人氣息。 

 

 

2.【格林兄弟童話大道】 

阿斯菲爾德：不見大野狼，只有小紅帽 

100 年前，阿斯菲爾德自發性文化保護運動，完整保存了鎮上中世紀後期至 19 世紀初

的木造屋建築；1967 年當選歐洲模範城市！真人版的小紅帽不穿紅色斗篷，而是戴上

紅色小帽子！ 

 

不來梅：不來梅樂隊的快樂天堂 

童話大道終點，故事裡因年老害怕遭主人宰殺的驢子、狗、貓和公雞，不約而同來到不

來梅，想要實現當音樂家的夢想！除了這 4隻有名的動物，別忘了還有名氣相當的養豬

人銅像，不來梅有條最古老的街道，是中世紀初養豬人將豬群趕到城牆前牧場的主要道

路，養豬人銅像就位於這條街的入口處。 

 

3.【哈茨國家公園 vs.百年蒸汽火車】 

哈茨山區的蒸汽火車是德國境內最長、最窄的窄軌火車（寬約 100公分），全長超過 140

公里，布洛肯山線自 1898 年開始營運，二次大戰、東西德分裂時曾經中斷服務，1992

年才又恢復通車至布洛肯山（1142公尺），布洛肯山車站更是全德最高的窄軌火車站之

一。這座北德第一高峰，自古以來就是傳說中的女巫山，一年之中，約有 260天會起霧，

約有 100天全天被霧籠罩，因而被視為神秘山峰，想要一探女巫年度聚會聖地，沒有掃

帚沒關係，就搭蒸氣火車吧！ 

 

4.【夢幻鐵道樂園，童心大解放】 

ICE高速火車疾駛而過，飛機起飛、降落，火車緩緩靠站、載客、啟動，遊樂園摩天輪

徐徐轉動，足球場的 live 賽事，執勤中的消防車趕著救火，交通繁忙的城市街景……，

這些畫面都是真的，只不過全都縮小在漢堡的夢幻鐵道樂園裡，驚奇的上演迷你版的真

實世界！ 

 

世界上最大的機場、鐵路模型，龐大的機場建築與周邊設施一應俱全、栩栩如生，車輛、

飛機、火車、信號燈都能自動運作，晝夜分明，除了白天景致，還會自動切換成夜晚模

式！館內區分出不同的主題館：瑞士、奧地利、漢堡、德國中部、巴伐利亞地區，唯一

歐洲以外的主題是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5.【浪漫指數不輸新天鵝堡的施威林堡】 

德國北部因為冰河運動的關係，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施威林就是其中一個被湖泊

包圍的城市。施威林堡，位在兩湖間的湖心小島，以兩座橋樑與其他島嶼相連，有「北

方新天鵝堡」的美名。以黃、藍色為主色的施威林堡，是典型文藝復興揉合巴洛克風格

的建築，黃色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色，也是王室的象徵。城堡花園建於緊臨城堡的另

一座小島上，同樣也以橋樑與城堡相連，不同於新天鵝堡，偌大城堡花園讓人在參觀施

威林堡的同時，多了份優雅的氛圍。 

 



6.【哈茨山最美的小鎮：韋爾尼格羅達、哥斯拉】 

哈茨山下的哥斯拉、韋爾尼格羅達保留了大量 15-19世紀木桁架建築，哈茨山區之所以

流行這樣的房子，是因為取材容易，而且花費不高，木桁架建築主要以木材和黏土為建

材，先將木材固定做為整個房子的支架，再填入黏土，木頭支架結構會顯現於房子外觀，

成為獨特的裝飾，這是哈茨山區特有的建築特色，幾乎每一棟房子都是獨一無二。 

 

韋爾尼格羅達 

市政廳：高高的兩座尖塔、亮橘色的外觀，很難讓人不印象深刻，最特別的是牆上 33

座木雕像，有聖人、工作中的雕刻師、捧著紐結麵包的麵包師傅、拿著圓規和設計圖的

木雕師傅等等，逗趣又可愛。 

維也納咖啡館：房子上雕刻的 1583年是建造年份，屬文藝復興建築，1897年甜點達人

買下這棟老宅，改為咖啡館，也販售甜點和蛋糕。 

迷你屋：鎮上最小的房子，1792年建，高 4.2公尺、寬 2.95公尺，門高 1.7公尺，一樓

是廚房，二樓是客廳，三樓是臥室。 

 

哥斯拉 

500年歷史的旅館：紅磚色的外牆、雕工精細的雕像，1494年建，原為當時有錢布商宴

客的地方。 

西門子故居：建於 17 世紀，房子所有權曾經易主，為了慶祝西門子創辦人 Ernst Werner 

von Siemens 百歲冥誕，1916年他的子女買回這棟老房子，作為家族聚會場所。 

Hotel Brusttuch：16世紀建，原為一位貴族 Magister Johannes Thiling 所有，房子是為了

慶賀 Thiling 與市長之女結婚而建，外牆有很多可愛的猴子雕刻，最有名的是名為「奶

油漢娜」的雕刻，被視為是哥斯拉城的另一個城市標誌。 

 

7.【珍貴世界文化遺產】 

漢薩之城呂貝克 / 銀礦之城哥斯拉 / 漢堡倉庫城 / 不來梅市政廳和羅蘭雕像 / 雄偉

的水舞建築─威廉高地公園 / 柏林博物館島以古希臘神廟遺址聞名於世的貝佳蒙博物

館 / 入內參觀腓特烈大帝的夏宮－忘憂宮 /二戰後，簽訂波茨坦宣言的西施林宮 / 德

勒斯登綠穹珍寶館，奧古斯都國王收藏眾多巴洛克奢華藝術品皆展示於此。 

專業操作，品質穩定 

1.上選操作德國旅遊已逾 25年，所有團體均與當地業者直接接洽；雖然工作繁瑣，但

是卻能提供旅客直接的保障。您儘可放心參加，因為我們已為您掌控了旅遊的品質。 

2.採用德航班機，回程晚班機，為您爭取更多時間，行程整整 10天 9 夜，您有一整天

待在柏林。 

3.午餐均含咖啡或茶，晚餐含飲料。讓您在進餐同時，除了品嚐不同的風味外，還能感

受餐廳的特色與價值，特別安排每日每人一瓶瓶裝水。 

4.全程採用德國高級巴士與經驗豐富的司機，為您合理縮短行車時間，並提供更多安全

保障。 

5.專業領隊群，提供最豐富精彩的內容與資訊，讓您不虛此行。 

6.只挑最適宜的季節出團，小團限量；避免人數過多影響品質，每團人數不超過 26人。 

出發日期：5/19、6/16、7/14、8/4、9/15 



天數 行 程 內 容  預定飯店 

第 1天 

 

（二） 

 

台北 

 

法蘭克福 

晚間搭機前往德國，此行我們將踏遊童話大道、親臨女巫傳

奇之地－哈茨山、銀礦之城－哥斯拉，拜訪柏林、漢堡、以

及充滿人文氣息的德勒斯登等等。走吧，準備出發囉！ 
機上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第 2天 

 

（三） 

 

法蘭克福 

107km 

阿斯菲爾德 

81km 

卡塞爾 

班機上午抵達法蘭克福機場後，隨即專車出發尋找小紅帽，

漫步阿斯菲爾德典型傳統半木造房屋，16世紀建造的▲舊市

政廳，廳旁的山形屋是 1538年的▲葡萄酒店，兩者都是當地

的代表特色建築，在酒店後面的噴泉，可以找到小紅帽的雕

像，這座小紅帽的故鄉還曾被選為歐洲的模範城市。 

 

接著前往卡塞爾，格林兄弟對童話感興趣和動筆寫作的發源

地，卡塞爾與童話大道上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是這裡大多是

磚瓦砌成的建築。午餐後，前往★威廉高地公園，欣賞「水

之藝術」，看著從公園階梯洩落的水花變成人工瀑布、穿越惡

魔橋轉為湍急激流，再由高處傾洩而下，最後以 50公尺高的

噴泉完成精彩演出！佔地 240 公頃的威廉高地公園採用英式

園林風格，依山而建、景觀獨特，是歐洲最大的山地公園。

公園與宮殿構成獨一無二的整體景觀，文化、自然和園林建

築藝術在此得到完美的融合。 

 

※水之藝術為每年 5/1-10/3 每週三與週日演出，若遇天候或

水道維修，則參觀威廉高地公園與國家博物館。 

Best Western 

Plus Hotel 

Kassel City 
或同級 

早餐：機上 午餐：風味餐 晚餐：主廚推薦餐 

第 3天 

 

（四） 

 

卡塞爾 

27km 

漢明登 

105km 

哥斯拉 

上午前往漢明登，這個被丘陵、森林環繞及三條河流蜿蜒流

過的小鎮，景色宜人，擁有 700 多座的木桁架建築，數量為

歐洲半木造建築城鎮之冠，整齊的橘紅色屋頂、灰白色的泥

磚牆壁，散發著迷人氣息。據說 18 世紀這裡有一位醫術高明

的鐵鬍子醫生，現今為藥局的▲鐵鬍子醫生之家，屋外還有

個拿著大針筒的醫生雕像。 

 

接著轉往哥斯拉，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哥斯拉，保留了哈茨

地區的古老歷史，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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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出現了裝飾華麗的房子。

來到最熱鬧的市政廳廣場，參觀建於 15世紀的▲市政廳，獨

有的白色拱廊為其最大特徵；廣場中央的▲金鷹噴泉是哥斯

拉鎮的象徵，廣場上的石板路也以金鷹噴泉為中心呈放射狀

鋪設。 

NHof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精緻風味餐 



第 4天 

 

（五） 

 

哥斯拉 

+蒸汽火車+ 

哈茨 

國家公園 

18km  

韋爾尼格羅達 

早餐後，★搭蒸汽火車登布洛肯山，歌德在《浮士德》書中

描繪 4月 30日女巫之夜場景，據說女巫們在那天，騎上掃帚

飛往哈茨山布洛肯山，舉行一年一度的女巫聚會，和精靈、

動物一起唱歌、跳舞，所以此行的重點當然不能錯過這場女

巫盛宴地點。火車穿越市區後緩緩上山，沿途原始山林就是

哈茨國家公園，火車蒸氣順著風向後方飄散，瞬間化作一座

夢幻迷霧森林。 

 

午餐後前往韋爾尼格羅達，小鎮相當完整保留了哈茨山傳統

的木桁架建築，來到這裡，彷彿進入古老的童話故事中，漫

遊韋爾尼格羅達街區，參觀當地居民引以為傲的▲市政廳

（1277），兩座可愛的尖頂、亮橘色的外牆、外牆上 33 尊人

物木雕像，讓市政廳看起來醒目又耀眼，是觀光局推廣小鎮

觀光的活招牌；▲傾斜屋（1680），原為水車小屋，因為旋轉

水車水流造成地基毀損而使房子傾斜；鎮上最小的房子▲迷

你屋（1792），高 4.2公尺、寬 2.95 公尺，門高 1.7公尺。小

鎮因位於女巫山哈茨山山腳下，販售的女巫紀念品可愛的令

人愛不釋手，以野生藍莓釀造的哈茨山限定女巫酒、女巫玩

偶鑰匙圈……錯過了，別的地方可是買不到的！ 

HKK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牛肉風味餐 晚餐：西式餐 

第 5天 

 

（六） 

 

韋爾尼格羅達 

120km 

漢諾威 

116km 

不來梅 

早餐後參觀◎韋爾尼格羅達城堡，矗立標高 350 公尺山上的

城堡，12 世紀時由韋爾尼格羅達伯爵所建，之後經歷 30 年

戰爭，一度荒廢，於 19世紀改建成集合巴洛克與文藝復興樣

式的氣派城堡。 

 

漢諾威，文藝復興式建築的▲市政廳建於 1901-1913年之間，

內部與外觀同樣精彩，挑高的大廳，圓頂天花板有著精美的

雕刻，最特別的是內有傾斜式電梯沿著市政廳拱頂斜成 17

度角的軌道直達塔頂，據說漢諾威的這個電梯是歐洲唯一一

座傾斜上升的電梯。 

 

接著來到童話大道最北站－不來梅。參觀於 2004年列入聯合

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不來梅市政廳與羅蘭雕像；以及由公

雞、貓、狗、驢子四隻動物組成的▲不來梅樂隊銅像，據說

只要摸摸驢腳就可以得到幸福。 

Radisson Blu 

Bremen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風味餐 晚餐：奶油蘑菇牛肉 



第 6天 

 

（日） 

 

不來梅 

127km 

漢堡 

今日驅車轉往德國最大海港城市－漢堡，★搭乘觀光船暢遊

漢堡港，欣賞易北河宜人景致。 

 

之後參觀位於阿斯塔運河畔，完成於 19世紀後期新文藝復興

風格建築的▲市政廳，其正中央的鐘樓高 112 公尺，為城市

的象徵之一。雄偉的市政廳映襯著平靜的運河水面，河岸旁

的優雅白色拱廊，頗有水都威尼斯的風情。隨後參觀★聖米

歇爾教堂，聖米歇爾教堂高約 132 公尺，18世紀時曾是世界

最高的教堂。特別安排搭乘電梯上觀景台，眺望整座城市與

海港全景。 

Radisson Blu 

Hamburg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鮮蝦風味餐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餐 

第 7天 

 

（一） 

 

漢堡 

68km 

呂貝克 

早餐後，前往超過百年歷史的▲倉庫街，拜訪大小朋友的快

樂天堂★夢幻鐵道樂園（迷你樂園），這裡有仿造歐洲與美洲

鐵路沿線地形地貌所建成的全世界最大鐵路模型，栩栩如生

的人物，惟妙惟肖的場景，肯定讓你嘆為觀止！  

 

午餐後轉往昔日漢薩同盟首府－呂貝克，參觀知名地標▲荷

爾斯登門，由兩座高塔組成的城門，閃爍著漢薩女王的榮耀

之光。而建於 13、14世紀的▲聖瑪麗恩教堂，是呂貝克最重

要的教堂，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磚造教堂，據說當初教堂興建

之時，惡魔以為蓋的是一間酒吧，化身工人暗中相助，等他

發現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時，一氣之下想毀掉教堂，為保護

教堂，人們答應他在教堂旁蓋了一間酒吧，這間惡魔酒吧就

在市政廳地下室裡。 

Atlantic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魚排風味餐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餐 

第 8天 

 

（二） 

 

呂貝克 

65km 

施威林 

213km 

柏林 

早餐後，專車前往七湖之城施威林。造訪矗立湖中小島上的

★施威林堡，仿法國香波堡而建，童話般的城堡倒映在水中，

有「北德新天鵝堡」的美名。這座建於湖心之上的城堡，從

前是梅克倫堡大公宅邸，根據記載，西元 973 年時現今城堡

原址已有一座斯拉夫城堡，19世紀改建，完成至今已超過 160

年。施威林堡擁有融合不同風格的城堡花園，樓梯、露台、

噴水池、雕像……搭配英式庭園，每個角落都讓人賞心悅目。 

 

午後轉往首都－柏林。 

EuroStars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鱒魚風味餐 晚餐：柏林風味餐 



第 9天 

 

（三） 

 

柏林 

早餐後，參觀▲國會大廈、▲布蘭登堡門、⊙6月 17日大道、

▲威廉一世紀念教堂遺跡、▲柏林圍牆遺址、菩提樹大街（▲

洪堡大學）和以古希臘神廟遺址聞名於世的◎貝佳蒙博物

館，貝佳蒙博物館位於博物館島，最有名的貝佳蒙祭壇，是

1878年德國考古學家在土耳其境內發現，將它拆成小塊運回

柏林，重新組裝搭建，使人彷彿置身 2000千多年前的希臘時

代，接著來到▲柏林大教堂，及舉世聞名的▲柏林愛樂廳，

柏林愛樂廳是德國建築師夏隆於 1963 年完成的經典作品，開

幕演奏會由指揮帝王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演出貝多芬《第九

號交響曲》；▲波茲坦廣場，柏林新地標，櫛比林立世界名建

築師設計的高樓建築，時尚感十足。 

 

※貝佳蒙博物館部分整修中，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uroStars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特色餐 

第 10天 

 

（四） 

 

柏林 

35km 

波茨坦 

205km 

德勒斯登 

早餐後，前往近郊，參觀以宮殿、庭園建築著稱的波茨坦，

拜訪 18世紀腓特烈大帝夏宮－★忘憂宮、御花園，以及二次

大戰後簽訂波茨坦宣言的◎西施林宮等。忘憂宮外觀的黃

牆、灰瓦、綠色圓頂，是結合巴洛克與古典主義風格的代表

作，內部則是洛可可的豪華裝飾，其中還保存法國哲學家伏

爾泰當年做客時住的客房，客房內還有一尊伏爾泰的雕像。 

 

傍晚續往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德勒斯登。夜晚的德勒斯

登，像是一顆顆珍珠，點亮了星空，也照亮了旅人的夢想。 

Hilton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魚排風味餐 晚餐：百年地窖烤鴨餐 

第 11天 

 

（五） 

 

德勒斯登 

 
法蘭克福 
 
香港 

早餐後，參觀◎金碧輝煌的綠穹珍寶館，這裡是德勒斯登深

受歡迎的古代珠寶展覽館，1723年起，奧古斯都國王為了展

現泱泱大國的權勢，同時也因其對巴洛克藝術的熱情，收藏

眾多奢華藝術品，透過這批精雕細琢的藝術品，反映出當時

非凡的工藝。市區步行觀光，如薩克森巴洛克建築代表之一

的▲舊宮殿、▲君王行列壁畫、義大利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

▲森帕歌劇院、▲布呂爾雪梯坪等。傍晚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機上 

早餐：美式 午餐：風味餐 晚餐：機上 



⊙行車經過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含門票 ★特別安排含門票 
 

以上行程，若遇當地不可抗力因素；為顧全團體權益，本公司保有修改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 

 

參考航班： 

 

日期 出發／抵達(城市) 航班 當地時間 飛行時間 

（二） 台北 / 香港 CI 923 1820 / 2005 1小時 45分 

（二） 香港 / 法蘭克福 LH 797 2305 / 0600+1 12小時 55分 

（五） 德勒斯登 / 法蘭克福 LH 219 1835 / 1940 1小時 5分 

（五） 法蘭克福 / 香港 LH 796 2205 / 1545+1 11小時 40分 

（六） 香港 / 台北 CI 916 1735 / 1915 1小時 40分 

 

（以上班機僅供參考，台港班次多，正確班機、時間及行程，以最後確認德航回覆台港

班機為準！） 

 

上選德國．德國上選 
TEL：02-2712-5511│FAX：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第 12天 

 

（六） 

 

香港 

 

台北 

旅行的美好因想念而更加深刻，班機於今晚飛抵台北，這份

美好的回憶將隨著班機一起降落台北！ 

溫暖的家 

http://www.sunchoic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