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萊茵．城堡浪漫協奏－2020 上選德國小精華 10 日之旅 

(啤酒節現場) 
 
德國為歐洲浪漫主義的重鎮，古往今來，當詩人、畫家和音樂家來到萊茵河，每每以「發現」
萊茵河作為創作靈感來源。今日迷人的萊茵河谷中上游已於 2002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散佈其間古老的城堡、可愛的城鎮以及葡萄園，交織成為一幅美麗的畫布。
行程就從這兒開始吧！ 
 
浪漫萊茵河、夢幻黑森林、童話新天鵝堡、靜謐國王湖……，旅行可以像是一首詩、一幕曲
那樣美好，伴隨著《羅雷萊》的音符，決定由此刻開始編織屬於自己的浪漫樂章～ 
 
【萊茵‧城堡浪漫協奏．上選德國小精華 10 天之旅】由上選專業領隊群陣容，經過反覆演
練及數十年的德國帶團經驗，為您呈現最浪漫、最具魅力的今日德國。除了內容安排精彩豐
富外，更多了一分悠閒與自由的氛圍；在住宿及餐飲部份更匯集了無數寶貴的意見，為您挑
選最佳搭配。浪漫優雅的旅遊行程，是您旅遊德國的最佳選擇。 
 
浪漫協奏: 
＜首部曲～中世紀寶石＞   相傳在 17 世紀 30 年戰爭中，年邁的市長為了救人，一口氣將 3 公
升多的葡萄酒一飲而盡，成為救人護城的英雄，自己也因此醉了 3 天 3 夜。早安，羅騰堡！宛如羅
曼蒂克大道上的璀璨寶石，在這兒，你不一定要買醉，但是一定要住在老城區、才得以感受置身中
古世紀小鎮的氣氛。 

 
＜二部曲～學生王子的愛情見證＞   詩人歌德曾說：「我把心遺留在海德堡。」到海德堡，如果
沒有足夠的時間漫步舊城老街，穿梭在著名的聖靈教堂、騎士之家、舊大學區，相形之下就遜色許
多！更別提那代表每個人到此一遊的「海德堡之吻」。午餐在著名的學生酒館，享用甜蜜的肋排餐。
如果您也跟歌德一樣，把心遺留在海德堡，摸摸老橋頭的銅猴，您就能有機會舊地重遊！ 
 
＜三部曲～黑森林與蒂蒂湖＞   「品嚐巧克力的感覺像戀愛，是濃濃的幸福滋味。」進入黑森
林蛋糕的原鄉，蒼鬱茂密的樹林裡ㄧ棟棟彷如童話場景中咖啡色木屋，整點時分傳來ㄧ陣又ㄧ陣的
咕咕聲，成為蒂蒂湖面上的漣漪～ 
 
＜四部曲～夢幻新天鵝堡＞   最浪漫就屬新天鵝堡了！當年輕的國王決定搭建他心目中的夢幻
城堡，天鵝谷從此躍然紙上。雄踞山頭的新天鵝堡，宛如歌劇中的騎士，翩翩帥氣。山腳下寧靜的
村落，一旁晶瑩剔透的阿爾卑斯湖，噠噠的馬車聲響起，傍晚後亮著燈的舊天鵝堡，守在一旁。 
 
＜五部曲～國王湖的傳說＞   位於「阿爾卑斯山道」東端瓦茲曼山下迷人的國王湖，清澈見底，
是著名的旅遊勝地。相傳，瓦茲曼是遠古的一位國王，因殘暴統治而受到上帝懲罰，國王和家人全
被變成了石頭。最高的瓦茲曼峰即是國王，次於它的是王后，其餘的山峰是他們的 7 個孩子。先別
急著數有幾座…… 
 
＜六部曲～在奇蹟鎮遇上小紅帽＞   每十年上演一次的「耶穌受難劇」是小鎮鎮民履行與上帝
約定的誓言及表露對上帝的崇敬之情！如果您夠幸運，有機會躬逢其盛，就算不是天主教徒，也會
被鎮民的虔誠與熱情感染；小鎮的屋舍，牆面上彩繪著以宗教或童話故事為主題的濕壁畫，每個濕
壁畫都是一則故事，漫步小鎮，走過一棟棟巴伐利亞小屋，一邊閱讀濕壁畫上的故事，心情也跟著
繽紛起來！ 
 
＜七部曲～慕尼黑之章＞   新市政廳的高塔上，每天上演巴伐利亞大公爵與洛特林根公爵之女雷
娜特舉行婚禮的情景：在騎馬矛戰中勝利的戰士，身上配戴著象徵巴伐利亞的淡藍與白色交織成的
四角型徽章。擁抱勝利的喜悅，製作啤酒桶的工匠們也開心的跳起舞來～ 
 
～適度的浪漫，多一點空間多一些時間，慢慢咀嚼消化沉澱，一切恰到好處，留待您細心體會。 

專業操作 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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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別安排法蘭克福進、慕尼黑出的班機，希望為您爭取更多的時間。 



c、 全程採用德國高級巴士與經驗豐富的司機，您不需擔心迷路而浪費寶貴的時間，因為我們的德國

司機，將認真的為您合理縮短行車時間，同時提供更多的悠閒自在與安全保障。 

d、 全程安排當地特色西式餐（午餐招待咖啡或茶；晚餐含飲料）；其中二次午餐，因遇自由購物逛

街，為避免打斷寳貴的時間，改採午餐自理。您可以把握時間盡情血拼購物，或者偷個閒在露天

咖啡座喝杯咖啡，享受國外難得的悠閒時光。特別安排每日每人一瓶瓶裝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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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0 月啤酒節 現場直擊 全世界最大的節慶，全世界最大的啤酒帳棚，就在你（妳）身旁。 

出發日期：9/17 (僅此一團) 

⊙行車經過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含門票 ★特別安排含門票  
天 數  行 程 內 容  預定飯店 

第 1 天 

（四） 

台北 

 

香港 

 

法蘭克福 

每年 9 月第 3 個星期六到 10 月第 1 個星期日、為期 16 天的慕尼黑啤

酒節，是全球最大、最歡樂的節慶，出發前，你一定要學會「Prosit!」

（乾杯）這個字，不管你懂不懂德文，聽到這個字，豪邁的把酒杯舉

起來就對啦！今天就帶著朝聖的心，準備迎接歡樂無國界的啤酒節！ 機上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第 2 天 

（五） 

 

法蘭克福 

63.6km 

呂德斯海姆 

萊茵河遊船 

 
聖高爾 

290km 

羅騰堡 

早晨抵達法蘭克福機場，接著前往素有「萊茵河珍珠」之稱的▲呂德

斯海姆，沿著兩旁古意房舍，走進「畫眉鳥小巷」，這裡是許多攝影愛

好者的天堂，您將不自覺地提起相機快拍。在浪漫萊茵河上★搭乘遊

船，並於船上享用午餐。緩慢移動的河谷景致盡入眼簾，遍佈兩岸的

傳奇古堡與可愛城鎮、怡然自得的寧靜感受帶來難以言喻的快樂；傾

聽羅雷萊的美麗傳說，旅人的心開始變得柔軟又敏銳。 

 

隨後前往羅曼蒂克大道上有「中世紀寶石」美譽的羅騰堡，羅騰堡曾

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自由城市，完整保存中世紀街道、民房、城牆、塔

樓、小石路、噴泉等，穿梭其中，恍如穿越時光隧道，回到歐洲中世

紀的浪漫生活。順著石板路欣賞▲市政廳、市集廣場，沿著富商大道

來到建於 10 世紀的城堡遺跡，參觀▲城堡花園，遙想千年以前羅騰堡

公爵在此居高眺望塔帕河的君王氣度。今晚住宿老城區，並享用飯店

主廚推薦特色料理，晚間您有極充裕的時間可以好好停下腳步體會浪

漫的古城風情。 

 

TILMAN 

或同級 

早餐：機上 午餐：萊茵河香腸風味餐 晚餐：紅酒燉牛肉 



第 3 天 

（六） 

 

羅騰堡 

168km 

海德堡 

清晨享用早餐後，沿著扶梯登上▲古老城牆，延伸您對這座可愛古城

的無限愛戀，再一次將美麗的紅瓦房舍映在腦海裡。 

 

專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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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是眺望內卡河、老橋與

市區全景的絕佳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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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於海德堡遇大型活動或展會，則改住鄰近城市同級旅館。 

CROWNE 

PLAZA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學生酒館豬肋排餐 晚餐：義大利風味餐 

第 4 天 

（日） 

 

海德堡 

92km 

巴登巴登 

141km 

蒂蒂湖 

130km 

蒂賓根 

上午前往位於德國著名高級溫泉療養勝地－巴登巴登，這裡擁有世界

上最華麗古典的賭場，在 18、19 世紀更是歐洲名士貴族度假靜養之地，

故又有「歐洲的夏季首都」之美稱。著名美國文學家馬克吐溫曾評論

此地：「五分鐘你會忘了你自己，二十分鐘你會忘了全世界。」 

 

午餐後，巴士緩緩駛向黑森林，來到著名德國傳統工藝咕咕鐘產地蒂

蒂湖，商店裡的手工藝品、德國著名精品及咕咕鐘是遊客的最愛，參

觀咕咕鐘製造過程，並安排★搭船遊湖（4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前後，

天候許可時，才可搭船遊湖）。 

 

Krone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巴登巴登豬肉風味 晚餐：鱒魚餐+黑森林蛋糕 

第 5 天 

（一） 

 

蒂賓根 

210 km 

新天鵝堡 

阿爾卑斯 

早餐後，特別安排多留些時間讓您享受恬靜的清晨，旅程在此有個美

麗而短暫的停留，隨後，今天的重頭戲來囉，我們要前往德國最大 outlet

購物中心，想為親朋好友或自己帶點德國紀念品又要省荷包，不妨在

此精打細算血拼一下囉！今日午餐特別規劃為自理，好好發揮背包客

的自主精神與活力吧！ 

 

接著前往阿爾卑斯山區、羅曼蒂克大道最美麗的終點新天鵝堡，壯麗

的山湖風光加上夢幻的天鵝騎士傳說，今晚就夜宿阿爾卑斯山間小

鎮！ 

 

Luitpold 

Park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主廚推薦餐 



第 6 天 

（二） 

 

阿爾卑斯 
25km 

威斯教堂 
27km 

奇蹟鎮 
135km 

南德山區 

早餐後，參觀路德威二世城堡鉅作－夢幻般的◎新天鵝堡，此處是著

名羅曼蒂克大道的終點卻也是本次阿爾卑斯行程的起點。此處是羅曼

蒂克大道終點，也是阿爾卑斯之路的起點。新天鵝堡內部充滿華格納

歌劇風格，富麗堂皇的童話建築、天馬行空的構想與前衛的設計巧思

令人驚呼連連，或許也只有如這般沉醉夢想的國王才能夠設計出如此

夢幻的建築。完成傳奇性的城堡之旅後，步行下山。 

 

午餐後前往洛可可式教堂的經典代表▲威斯教堂，這座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淡黃色建築，在平凡樸實的外觀下，擁有

極為華麗的洛可可式內部雕飾、精美的祭壇以及濕壁畫，堪稱經典之

作。更特殊的是這裡安奉一尊曾流出「淚水」顯現神蹟「被鞭打的基

督」木雕像。 

 

接著前往奇蹟鎮—▲歐博阿瑪高。小鎮因每十年全鎮動員，演出耶穌

受難劇而聞名全世界。此外這裡的屋舍外牆彩繪以宗教或童話故事為

主題的壁畫，形成此鎮吸引觀光客的另一個特色。穿梭於多采多姿的

壁畫間，恍如置身美術館中，欣賞名家之作。告別彩繪村，驅車前往

南德山區。 

 

阿爾卑斯 

渡假飯店 

早餐：美式 午餐：德式炸豬排 晚餐：烤豬腳+啤酒 

第 7 天 

（三） 

 

南德山區 

70 km 

國王湖 

70 km 

南德山區 

早餐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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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汙染

清澈透明的湖水，遊湖的船隻都是採用電動船，首先來到 St Bartholoma

教堂，伴著兩岸陡峭的山谷，一幅渾然天成的山水美景，午餐享用當地

美味燻鱒魚風味料理，餐後繼續前往國王湖秘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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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發遺世獨立之美，夜宿南德山區。 

 

阿爾卑斯 

渡假飯店 

早餐：美式 午餐：燻鱒魚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料理 

第 8 天 

（四） 

 

南德山區 

92 km 

慕尼黑 

早餐後，專車接著專車充滿古典浪漫藝術氣息並散發濃濃啤酒香的南

德大城─慕尼黑，前往◎10 月啤酒節會場，參與一年一度德國最大的

啤酒盛會，會場內除了各大酒廠搭建的超大型帳蓬，還有各式各樣驚

險刺激的遊樂設施，老少皆宜，您可盡情遊樂其中。於啤酒帳棚內，

大口喝酒，大啖烤雞，穿著傳統服飾的樂師們，在舞台上賣力的演奏

著巴伐利亞進行曲；一進會場，這種歡樂的氣氛馬上迅速蔓延，不自

覺跟著德國人哼唱德國啤酒歌，Ein Prosit!! Oktoberfest!!!跟著樂曲的節

奏搖擺、歡唱，爭相舉杯互敬，頗有不吐不快、不醉不歸的決心，呼

乾啦！ 

 

VJ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啤酒節烤雞大餐 晚餐：西式餐 



第 9 日 

（五） 

 

慕尼黑 

 

香港 

今日安排慕尼黑市區觀光：首先前往參觀▲1972年奧運會場，如魚網

般伸縮自如的玻璃纖維屋頂，讓人見識到德國人在建築設計方面的創

意與先進。隨後參觀▲BMW 展示中心，一探令人稱羡的德國汽車工

藝。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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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來攘往的遊客，您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大都會的脈動。今日特別安排行程中僅有的午餐自理，請把握最後自

由逛街採購、單飛放空的時間，在告別德國之前，盡情揮灑。午後專

車前往機場，搭機經香港轉機返台。夜宿機上。 

 

機上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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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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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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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出發/抵達城市 飛行航班 出發/抵達 飛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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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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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慕尼黑 / 香港 LH 730 2215 / 1545+1 11 小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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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