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上選德國經典 13 日之旅
（Since 2002）

2019.11.28 修
德國有「詩人與哲學家的國度」、「音樂家的故鄉」、「賓士的故鄉」…..等美稱。
上選德國旅遊，有「專業德國」的封號。我們認為，旅遊德國應該像首詩歌、像篇樂章。
當舞台上布幕即將開啟時，一旁的樂團，正專心努力準備演奏出動人的樂曲。
序幕漸漸拉開，充滿生命力的柏林，正引領這個千年之國邁向新世紀。波茨坦的宮廷建築，
直讓人目不轉睛；燈光漸暗，「易北河畔的珍珠」點亮了夜空，德勒斯登華麗的歌劇院和綠
穹珍寶館，美得讓人停止呼吸。原來小巧的威瑪，竟是浩瀚文學與音樂的大國，空氣中到處
都是藝術的花瓣，飛舞著、揮舞著……

行程特色：
1.專業設計與安排
a、行程內容上，城市與鄉鎮間的交替安排，除了結合著名的觀光大道，如羅曼蒂克大道、阿爾卑斯
之路、古堡大道、傳奇之路、歌德之路外，更穿插文化及自然景觀的活動，讓旅程充滿節奏與變化；
整體行程流暢，輕鬆悠閒，讓旅遊成為享受。例如：探訪巴伐利亞國王的深宮秘辛；參觀黑森林咕
咕鐘製造過程；以及特別安排溫泉勝地巴登巴登卡拉卡拉浴場享受 2 小時溫泉泳池等。
b、多變的交通工具，讓旅遊經驗更為深入並且生動活潑：
ICE 高速火車，體驗德國高科技／乘船遊國王湖／登山火車上第一高峰楚格峰，纜車下山／新天鵝
堡公車上山馬車下山／巴士上渡輪橫渡波登湖／黑森林遊湖／深度萊茵河遊船。

2.珍貴的世界遺產及深度重點的人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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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之都－威瑪，大文豪歌德故居／拜洛伊特華格納歌劇院／德國浪漫之最、
迪士尼睡美人城堡靈感來源─新天鵝堡

3.夜宿老城中心（會展期間、大型活動除外）
大部份飯店特別安排在老城區或景點旁，就是為了能有充分的時間去感受並想像，身處在數百年前
歐洲歷史的時光隧道中，面對文化的震撼。相較之下，您可以比別人有更多的時間、更多度假的感
覺，步行參觀近在咫尺的古蹟建築，除了省去來回往返旅館的交通時間，更可以深入城市重心，取
得寶藏。

4.專業操作 品質穩定
a、 上選操作德國旅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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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全程採用德國高級巴士與經驗豐富的司機，您不需擔心迷路浪費寶貴的時間，因為我們的德國司
機，將認真地為您縮短更多的行車時間，同時爭取更多的悠閒自在與安全保障。
c、專業領隊群將提供最豐富精彩的內容與資訊，讓您不虛此行。

5.精緻的在地餐飲，午餐招待咖啡或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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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每日每人一瓶瓶裝水。其中一次晚餐，因遇巴登巴登自由

購物逛街泡湯，為避免打斷您寳貴的時間，改採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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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4、6/7.14.21、7/5.12.19、8/2.16、9/6.13.20、10/4
⊙行車經過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含門票 ★特別安排含門票

天 數
第1天

（日）

行
程
內
容
出發囉！今日傍晚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飛往德國融中
心－法蘭克福。請準時喔！抵達後，隨即轉機飛往首都柏林。

台北

※因航班關係，去程亦有可能從慕尼黑轉機至柏林
香港

法蘭克福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預定飯店

機上

第2天
（一）

班機於上午抵達，隨後專車前往柏林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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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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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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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H
或同級

※貝佳蒙博物館自 2014~2019 年部分整修中，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早餐：機上
午餐：中華料理
晚餐：經典德國牛肉風味餐
第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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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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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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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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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茨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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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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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勒斯登 夢想。
早餐：美式

午餐：魚排風味餐

晚餐：百年地窖烤鴨餐

Hilton
或同級

第4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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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勒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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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int
19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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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威瑪
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森帕歌劇院、布呂爾雪梯坪等。午餐後，前往 Goethepark
文化重鎮－威瑪，抵達後參觀大文豪★歌德故居、市政廳及矗立歌
或同級
德與席勒雕像的▲劇場廣場等。

第5天
（四）
威瑪
170km
拜洛伊特
175km
羅騰堡

第6天
（五）
羅騰堡
76km
紐倫堡
+ICE 火車+
慕尼黑

早餐：美式
午餐：中華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早餐後，專車前往華格納音樂之都—拜洛伊特，來到著名的◎侯爵
歌劇院、▲華格納故居。拜洛伊特曾是布蘭登堡侯爵宮廷所在地，
因此留下許多巴洛克和洛可可風格建築！午餐後，續往羅曼蒂克大
道上素有「中世紀寶石」美譽的羅騰堡，市內有保存完整的中世紀
街道、民房、城牆、塔樓、小石路、噴泉等，令人恍如穿越時光隧
道，回到歐洲中世紀的浪漫生活中。市區名勝如▲市政廳、市政廳
廣場、▲聖雅各教堂及建於 10 世紀城堡舊址的▲城堡花園等，於此
眺望塔帕河，景色優美，令人不捨離去。
※侯爵歌劇院如遇演出排練等事宜無法入內，則改為參觀華格納博
物館
早餐：美式
午餐：法蘭肯風味餐 晚餐：牛排風味餐
早餐後前往紐倫堡，參觀市集廣場上雕鏤細膩的▲美之泉雕像及▲
聖羅倫茲教堂，聖羅倫茲教堂是紐倫堡三座珍貴教堂之一，建於 1250
年，為哥徳式風格建築，外觀可見高聳的尖塔和玫瑰窗，教堂內收
藏的藝術品如德國知名雕刻家 Veit Stoss 的「天使的祝福」；您可在
市區眺望帝王城堡。午餐後，搭乘★ICE 高速火車前往充滿古典浪
漫藝術氣息及散發濃濃啤酒香的南德大城─慕尼黑。抵達後，前往
市中心最熱鬧的瑪麗恩廣場，附近的▲聖母教堂、新舊市政廳及鐘
樓、露天咖啡座，您可以深刻感受大都會的脈動。晚餐於著名的慕
尼黑百年啤酒館用餐，享受德式烤豬腳並暢飲啤酒。

Tilman
或同級

EGC
或同級

※如遇慕尼黑遇大型活動或展會，則改住鄰近城市同級旅館。

第7天
（六）

早餐：美式
午餐：紐倫堡煎香腸
晚餐：巴伐利亞豬腳套餐
早餐後，專車前往位於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瓦茲曼山下迷人的
高山湖泊－國王湖，特別安排★乘船遊湖。國王湖是德國景色最優
美、湖水最清澈的湖泊，獨有的靈秀之氣純屬天然，為了避免汙染
純淨的湖水，遊湖的船隻皆採用電動船。

慕尼黑
167km
國王湖 我們首先來到屹立於湖畔的 St.Bartholomä 小禮拜堂，伴著兩岸陡峭
76km 的山谷，一幅渾然天成的山水美景，沒有人工修鑿痕跡，接著繼續
南德山區 前往國王湖秘境★上湖，如鏡的湖面，倒影著挺拔深幽的林木，雄
偉峻峭的雪峰及狹長深黝的湖水，使上湖散發著遺世獨立之美。
(因天候與船班因素，上湖開放期間為 4/25-10 月中旬，若無開放則
退回上湖船資 15 歐元。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早餐：美式 午餐：國王湖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阿爾卑斯
度假飯店

第8天
（日）

上午搭乘★齒軌登山小火車前往德國第一高峰—楚格峰，沿途風景
秀麗，讓您彷彿置身畫中。火車穿過山林間，鑽進山洞，勇敢地往
上爬，終於抵達楚格峰車站。雪白的冰原、冷冽的空氣，一旁的小
南德山區 教堂，歌謳生命的永恆。天氣晴朗時，由此可欣賞橫貫歐洲中部阿
130km 爾卑斯山群峰雄姿。於冰河或峰頂餐廳享用午餐後，★搭乘纜車直 AMERON
或同級
楚格峰 達艾比湖纜車站，悠遊於阿爾卑斯山間小鎮。
75km
阿爾卑斯 ※團體有時亦可能改為纜車上山，齒軌火車下。
早餐：美式 午餐：冰河餐廳或峰頂餐廳 晚餐：主廚精緻料理
第 9 天 早餐後，參觀路德威二世另一城堡鉅作－夢幻般的◎新天鵝堡，入
（一） 內參觀充滿華格納歌劇風格，富麗堂皇的童話建築，再搭乘馬車下
山。午餐後，前往德國最大湖泊，德奧瑞界湖－波登湖，此地湖光
新天鵝堡 山色，美景天成，是都市人的遠離喧囂的渡假勝地。沿著湖邊公路，
144km 來到古城⊙米爾斯堡，感受中世紀小鎮遺世獨立的悠閒氣氛，隨後
米爾斯堡 搭乘渡輪前往古都康斯坦士。
6km

Halm
或同級

康斯坦士
第 10 天
（二）
康斯坦士
97km
蒂蒂湖
141km
巴登巴登

第 11 天
（三）

巴登巴登
92km
海德堡

早餐：美式
午餐：南德風味餐
晚餐：波登湖風味餐
上午專車前往黑森林區著名渡假勝地蒂蒂湖，參觀咕咕鐘製造過
程，並搭船遊湖（4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前後，天候許可時，才可
搭船遊湖）
。蒂蒂湖除了風景秀麗外，亦是著名德國傳統工藝咕咕鐘
產地，商店裡的手工藝品、德國著名精品及咕咕鐘更是遊客的最愛。
午餐品嚐鱒魚及黑森林蛋糕。餐後，前往位於黑森林區著名的夏都、
德國著名溫泉渡假勝地－巴登巴登，前往★卡拉卡拉溫泉浴池，輕
鬆享受大自然環繞下獨特的溫泉浴。羅馬時期的卡拉卡拉大帝曾御
臨溫泉治療，由此而得名，這裡的溫泉有十分廣泛的治療功用。
這裡有多樣性的商店，您可在此自由逛街購物，感受悠閒自在的時
光，晚餐敬請自理。
早餐：美式
午餐：黑森林鱒魚餐 晚餐：敬請自理
早餐後，步行前往參觀▲羅馬浴場遺跡、飲泉廳。接著前往內卡河
畔的海德堡，此城因有德國最古老的大學而聞名，更因電影「學生
王子」聲名大噪。★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前往古堡，笑看城門兩
旁斷垣殘壁的外觀下隱藏著皇室貴族之間的明爭暗奪，還有古老的
伊莉莎白門、厚塔等遺跡，順著塔門進入地下室將見到由身高 110
公分的弄臣佩克歐（Perkeo）所看管、可容納約 22 萬公升的◎大酒
桶，據說他的酒量大到ㄧ天喝十幾瓶都不會醉。參觀完德國藥劑博
物館之後來到腓特烈館後方露台，眺望內卡河、老橋與市區全景，
此處是拍攝整個海德堡老城的絕佳位置。隨後漫步舊城老街，▲聖
靈教堂、騎士之家、舊大學區等近在咫尺。
※如遇海德堡遇大型活動或展會，則改住鄰近城市同級旅館。
早餐：美式
午餐：學生酒館豬肋排餐 晚餐：義大利風味餐

DMM
或同級

Crowne
Plaza
或同級

第 12 天
（四）

早餐後，前往萊茵河畔、有萊茵河珍珠之稱的呂德斯海姆，並參觀
▲日爾曼尼亞勝利女神雕像，於此眺望萊茵河，美景盡收眼底，隨
後前往著名的「畫眉鳥小巷」
，並漫步商店林立的巷弄小徑。午餐後，
海德堡 前往碼頭★搭船遊覽一段不一樣萊茵河，沿途可欣賞兩岸林立的葡
124km 萄園、古堡、城鎮等，隨後前往法蘭克福機場，搭機返台。

呂德斯海姆

機上

萊茵河遊船
86km
法蘭克福

香港
第 13 天
（五）

早餐：美式
午餐：烤豬腿風味餐
晚餐：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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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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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日）
（一）
（四）
（五）

出發/抵達城市
台北/香港
香港/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柏林
法蘭克福/香港
香港/台北

飛行航班
CI 923
LH 797
LH 174
LH 796
CI 916

出發/抵達
1810 / 2005
2325 / 0515+1
0745/ 0855
2210 / 1520+1
1735 / 1930

飛行時間
1 小時 55 分
11 小時 50 分
1 小時 10 分
11 小時 10 分
1 小時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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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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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unchoic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