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快樂德國 10 天 
尋蹤紐倫堡聖誕市集．薈萃人文東德．賞遊冬季阿爾卑斯 

 

2020.6.9 修 

 

耳目一新的獨特行程  

 

旅行可以像是一首詩、一幕曲那樣美好。伴隨著聖誕音符，從南德的阿爾卑斯山，愜意悠遊到人文

薈萃的東德，來一場難忘的德國冬季浪漫吧！ 

 
有別於一般的南德行程，上選旅遊根據 25 年的德國帶團經驗，精心研究德國的冬季玩法，規劃出全

新旅遊路線「聖誕快樂德國 10 天」，為您呈現最具魅力的今日德國。 

 

人間仙境國王湖、夢幻新天鵝堡、紐倫堡聖誕市集、中世紀寶石羅騰堡、德國小威尼斯～班堡、易

北河畔的佛羅倫斯～德勒斯登、普魯士萬象之都柏林.....歷史人文與絕世美景兼具的優雅之旅，讓您

一覽德國旅遊精華，是品味聖誕德國的最佳選擇。 

 

一次收藏三個意義非凡的聖誕市集 

 

如果想感受最濃厚的聖誕氣息，熱衷維護傳統文化的德國是最好的旅遊選擇。每年 11 月底到 12 月

底，許多德國城市都會精心推出聖誕市集，讓人彷彿身處浪漫童話中。您可以聞香尋蹤，品嚐傳統

美食，喝一杯熱紅酒暖暖身子，或是賞玩傳統工藝品，挑選一個精緻可愛的胡桃鉗木偶當紀念品。 

 

1. 紐倫堡：全球規模最大 

 

一走進紐倫堡的舊城區彷彿回到中世紀的氛圍，卻又立刻會被鋪天蓋地的濃厚聖誕氣氛環抱。這

裡有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聖誕市集，各種有趣的攤位目不暇給，好玩又好吃，包括手做木製玩具、

彩色吊燈、可愛薑餅、熱紅酒、德式香腸，舉目所望都是繁星點點的聖誕樹，浪漫至極。 

 

2. 德勒斯登：歷史最悠久 

 

德勒斯登是德國最美的城市之一，被譽為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整個老城區都是珍珠般的華麗巴

洛克建築，空氣中飄盪著古典藝術的迷人氣息，賞心悅目。這裡的聖誕市集是德國文獻記載裡最

古老的聖誕市集，起自 1434 年，已有將近 600 年歷史，高聳的德式旋轉木偶塔是最有名的地標，

代表性工藝品胡桃鉗與吹煙小木偶很值得收藏。 

 

3. 瓦特堡：中世紀風采最迷人 

 

瓦特堡有著世界少見的中世紀聖誕市集，連德國人都覺得新奇。來到這裡彷彿穿越了時空，所有

攤販都穿著中世紀服裝，攤位布置散發出迷人的歷史氛圍。市集中有許多幾乎被遺忘的傳統珍貴

手藝，有機會見到吹玻璃藝人、長袍裁縫、燈籠匠、錫匠、製蠟人、製皂人和傳統草藥師，有時

還會聽到特殊樂器演奏，傳統小吃也非常美味喔！此外，這座千年歷史古城還是馬丁路德將聖經

翻譯成德文的聖地。 

 

除了市集，上選另外精心安排參觀聖誕玩具村「賽芬」。這是德國最大的聖誕節木製玩具製作中心，

隱於山林之間，宛如遺世獨立的童話世界。房舍多為繽紛的木造彩色小屋，小鎮處處可見精緻可愛

的聖誕飾品，這戶的屋頂擺放了厄爾士山脈的特產「滾輪風車」，那戶的窗飾是一群木製小鹿，路燈

上有聖誕彩繪，連路標都用彩色木偶布置，可愛極了。來到這裡，一年四季都是聖誕節，獨特風景

絕對讓人童心大發。 



 

阿爾卑斯山的純淨洗禮 

 

1. 國王湖：純淨的人間仙境 

 

德國境內最美麗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純淨可飲，獨有的靈秀之氣能瞬間洗滌旅人心靈。國王

湖完全被阿爾卑斯山脈環抱，包括德國的第二高峰瓦茨曼山（Watzmann），湖畔的紅洋蔥頭教堂

（聖巴爾多祿茂 St. Bartholomä）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渾然天成。特別安排乘船遊湖，愜意感受

山水美景。 

 

2. 新天鵝堡～此生必訪夢幻城堡 

 

全世界最夢幻的童話城堡，美的讓人嘆息，不僅是迪士尼睡美人城堡 logo 的設計靈感來源，還

是周杰倫拍婚紗的取景地，一生必訪！浪漫國王路德維希二世戲劇性的一生，更為他傾舉國之力

親手打造的新天鵝堡增添傳奇色彩。 

 

感受東德的人文薈萃與中德的中世紀建築美景 

 

1. 柏林～普魯士帝國萬象之都 

 

柏林是德國首都與第一大城，更是融合普魯士光榮遺產與現代創意活力的萬象之都。我們將探訪

著名的柏林圍牆，被稱為德國凱旋門的布蘭登堡門，以古希臘神廟建築聞名於世的貝佳蒙博物館

（UNESCO 世界遺產），還有古典音樂的殿堂柏林愛樂廳，感受名城的大器雄偉。 

 

2. 羅騰堡～絕美中世紀童話小鎮 

 

德國最可愛的童話小鎮，被譽為羅曼蒂克大道上的「中世紀寶石」。未經戰爭蹂躪，完整保存中

世紀街道、民房、城牆、塔樓、小石路與噴泉，置身其中恍如穿越時光隧道，漫步於童話故事中。

由於夢幻的超乎想像，羅騰堡是很多人從德國回來後最念念不忘的景點。 

 

3. 班堡～德國小威尼斯 

 

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班堡，有「德國小威尼斯」美譽，位處緬茵河和多瑙河分支在此交匯處，昔

日曾是羅馬帝國皇帝與主教的駐地，為政治和宗教中心。這座小巧的城市以煙燻啤酒和舊城區聞

名，由於未經戰火波及，班堡擁有德國最大的完整保留舊城區，大量 11～18 世紀的歷史建築古

意盎然，水岸風光尤其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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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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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入住 4~5 星精選優質旅宿，地點首屈一指，皆位於老城中心或景點旁，許多古蹟建築近在

咫尺，能充分沉浸於歷史文化的氛圍中，並省下市區往返旅館的交通時間。 

c、 精選德國經典美食，包括紐倫堡煎香腸、班堡煙燻啤酒、國王湖鱒魚。我們亦將在慕尼黑百年

啤酒館，大啖巴伐利亞道地豬腳與啤酒套餐，並至德勒斯登百年地窖餐廳，享用薩克森烤鴨餐。 

d、 特別安排慕尼黑進、柏林出的班機，早抵晚回，行程整整 8 天 7 夜，您將擁有更多旅遊時間。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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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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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人數過多影響品質，每團人數不超過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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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台北 

 

香港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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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大城－慕尼黑。請準時喔！ 

機上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 

第 2 天 

（二） 

 

慕尼黑 

167km 

國王湖 

65km 

南德山區 

 

232km 

早上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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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鏡的湖面，倒影著挺拔深

幽的林木與雄偉峻峭的雪峰。 

 

兩岸陡峭的山谷及湖畔的 St.Bartholomä小禮拜堂，這渾然天成的山

水美景，沒有人工修鑿痕跡，獨有的靈秀之氣純屬天然。為了保護

它不受污染，僅能使用電動船遊湖，因此湖水清澈，水質達飲用水

標準，是德國境內最乾淨也最美麗的湖泊。 

阿爾卑斯 

渡假酒店 

早餐：美式 午餐：國王湖風味餐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第 3 天 

（三） 

 

南德山區
175km 

新天鵝堡 

109km 

慕尼黑 

 

284km 

一早前往路德威二世的城堡鉅作－夢幻般的◎新天鵝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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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車前往巴伐利

亞首府─慕尼黑。 

 

在這個以啤酒、汽車工業聞名全球的德國大城，晚餐特別安排於著

名慕尼黑百年啤酒館，享受豪邁的巴伐利亞式晚餐，大啖豬腳搭配

德國啤酒，盡情享樂。 

EGC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德式風味餐 晚餐：巴伐利亞豬腳套餐 

第 4 天 

（四） 

 

慕尼黑 

169km 

紐倫堡 

 

169km  

前往慕尼黑市中心最熱鬧的步行區與精華之所在瑪麗恩廣場，漫步

在充滿古典浪漫藝術氣息的街道，欣賞人氣景點▲聖母教堂、新舊

市政廳及鐘樓、皇家大道上華麗的官方建築，享受歐洲的愜意。 

 

聖誕月期間，瑪麗恩廣場有許多琳琅滿目的有趣攤位，附近也有無

數精彩商店和餐館。為了讓您流暢的自由逛街購物，本日午餐自理。 

 

接著驅車前往紐倫堡，紐倫堡聖誕市集為全世界規模最大，也最具

傳統氣息的聖誕市集。在這個迷人的中世紀古城區，到各種工藝品

攤位挖寶，品嚐熱紅酒、蜂蜜薑餅等美食，享受歐式聖誕的浪漫。

晚餐特別安排享紐倫堡煎香腸，它被譽為全德國最好吃的香腸。 

 

Park Plaza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紐倫堡煎香腸 



第 5 天 

（五） 

 

紐倫堡 

82km 

羅騰堡 

150km 

班堡 

 

232km 
 

 

紐倫堡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皇城所在，歷史悠久、地位崇高，被

認為是最德國的城市。上午步行登上▲帝王城堡，眺望紐倫堡完整

市容，隨後參觀聞名於世的▲市集廣場、▲聖母教堂、▲聖羅倫佐

教堂。 

 

隨後前往羅曼蒂克大道上素有「中世紀寶石」美譽的羅騰堡，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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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欣賞羅騰堡市區名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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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至班堡享用德式炸豬排與當地特殊的煙

燻風味啤酒。 

 

Residenz- 

schloss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炸豬排/煙燻啤酒 

第 6 天 

（六） 

 

斑堡 

178km 

瓦特堡 

88km 

威瑪 

 

266km 

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班堡，有『德國小威尼斯』美譽，位處緬茵河

和多瑙河分支在此交匯處，昔日曾是主教的居所。早上漫步在班堡

▲舊城區，參觀橫跨於雷格尼茨河上的▲舊市政廳、▲小威尼斯區

▲班堡大教堂充滿田園綠意的漁夫小屋。 

 

隨後前往瓦特堡，這是歐洲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紀古城堡之一，也是

馬丁．路德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的地方，德國語言文字的統一基

礎由此奠定。 

 

瓦爾特堡有著世界少見的中世紀聖誕市集，來到這裡彷彿穿越了時

空，所有攤販都穿著中世紀服裝，散發出迷人的歷史氛圍。市集中

有許多幾乎被遺忘的傳統珍貴手藝，有機會見到吹玻璃藝人、長袍

裁縫、燈籠匠、錫匠、石匠、製蠟人、製皂人和傳統草藥師，有時

還會聽到特殊樂器的演奏。市集小吃非常美味喔！ 

 

Dorint 

Am 

Goethepark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餐 

第 7 天 

（日） 

 

威瑪 

191km 

賽芬 

64km 

德勒斯登 

 

255km 

威瑪為德國文化重鎮，早餐後參觀大文豪★歌德故居、市政廳及矗

立歌德與席勒雕像的▲劇場廣場等。 

 

接著驅車前往德國最大的聖誕節木製玩具製作中心「塞芬 Seiffen」，

這個隱於山林之間的小鎮宛如遺世獨立的童話村，房舍多為繽紛的

木造彩色小屋，處處可見精緻可愛的聖誕裝飾，充滿機醒。這戶的

屋頂擺了厄爾士山脈的特產「滾輪風車」，那戶的窗戶放著一群木製

小鹿，路燈上有聖誕彩繪，連路標都用色彩鮮艷的木偶布置，可愛

的獨特風景絕對讓人童心大發。 

 

接著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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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特別安排至

百年地窖享用薩克森知名的烤鴨餐。 

 

Hilton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風味餐 晚餐：百年地窖烤鴨餐 



第 8 天 

（一） 

 

德勒斯登 

193km 

柏林 

 

193km 

早餐後，參觀◎金碧輝煌的綠穹珍寶館，這裡是深受歡迎的古代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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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去逛德勒斯登的聖誕市集，它是德國文獻記載裡最古老的聖誕

市集，起自 1434 年，已有將近 600 年歷史，充滿濃厚的傳統風味。

高聳的德式旋轉木偶塔是他最有名的地標，眾多攤位精心布置、各

有特色，小吃美食琳瑯滿目，最具代表性的工藝品是胡桃鉗與吹煙

小木偶。今晚入住德國第一大城，柏林。 

 

ESH 
或同級 

早餐：美式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經典德國牛肉風味餐 

第 9 天 

（二） 

 

柏林 

 

慕尼黑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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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續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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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前往機場，搭機經慕尼黑、香港轉機返台，夜宿機上。 

 

機上 

早餐：美式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機上  

第 10 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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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日 期 出發/抵達城市 飛行航班 出發/抵達 飛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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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香港/慕尼黑 LH 731 2330 / 0525+1 11 小時 55 分 

（二） 柏林/慕尼黑  LH1949  1610/1720 1 小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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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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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後確認的台港班機為準！） 

 

上選旅遊．德國上選 

TEL：02-2712-5511│FAX：02-8712-0989 

www.sunchoi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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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