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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班機視所挑選之航班，從蘇黎世、日內瓦兩國際機場中擇一，離開瑞士，返回台北。
瑞士聯邦國營鐵道系統(SBB)，友善且搭乘簡便容易，SWISS PASS通行證務必隨身攜帶。
茵特拉根至少女峰路段搭乘民營的少女峰鐵道(Jungfraubahn)，策馬特至馬特杭峰搭民營
登山纜車火車外，其餘路線均為SBB瑞士聯邦國營鐵路的主幹線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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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線條代表
SBB瑞士國營鐵路

* 黃色線條代表
搭乘法國TGV高速鐵路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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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黎士-盧森

RADISSON BLUE 或同級旅館

台北 / 香港 / 蘇黎士

DAY 1

DAY2

盧森

期盼已久的瑞士之旅今天要出發囉，今日搭機飛往嚮
往已久的人間天堂---瑞士，首先我們將前往火車之
旅的第一站：瑞士第一大城---蘇黎士。夜宿於機上
，請您養足精神，明日開始精彩的瑞士火車之旅。

今日上午班機抵達蘇黎士，隨後搭車前往瑞士中世紀名城---盧森。盧森城建立於1178年
，此地是1332年以原始3個州獨立後、第4個加入瑞士誓約同盟的美麗的中世都市，近郊地
區有與瑞士建國、 威廉泰爾等的傳說，同時這裡也是前往瑞士中部皮拉特斯山、瑞奇山以
及鐵力士山等名山的重要門戶， 此外也可在有噴水池與壁畫的舊城區中享受購物的樂趣。
今日您也可以搭船暢遊盧森湖。(盧森湖遊船每年固定僅於5月初至10月初行駛)



DAY3
盧森-伯恩-茵特拉根

HOTEL KREBS或同級旅館

伯恩

DAY4
茵特拉根    
建議行程：少女峰(Jungfraujoch)之旅

HOTEL KREBS或同級旅館

少女峰

今日清晨建議搭乘登山火車前往歐洲屋頂之稱的少女峰，史
芬克斯(Sphinx observation)觀景大廳與平台、閃耀的冰皇
宮、在少女峰冰原上體驗行走於永恆之雪上的滋味，一年四
季，少女峰-歐洲之巔都能讓人體驗到它的神奇魅力！冰雪
之路(Ice Gateway)連結了冰皇宮(Ice Palace)與冰原，這裡
是體驗阿爾卑斯山冰雪世界的最佳選擇，不論是哪一個季節
、哪一種天候，您都可以在這裡領略到滑雪橇、堆雪人以及
其他各式雪上活動的樂趣。深入阿爾卑斯山神奇世界、體驗
終年冰雪世界的旅程，絕對是您造訪瑞士時最不容錯過的經
典行程，旅程的展開，就在3454公尺、全歐洲海拔最高的
火車站！(※少女峰有2條路線上下，不用怕迷路，很簡單的
，沒坐錯的問題,您可嚐試不同上下路線)

今日上午我們搭火車前往瑞士首都--伯恩，伯恩典雅的舊城
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在舊城中您可以享受總長6公
里的有頂長廊中購物的逛街的樂趣，還可參觀多樣的博物館
、表演場並體驗伯恩的咖啡與餐廳文化。傍晚搭車前往茵特
拉根。



DAY5
茵特拉根---策馬特Zermatt
建議行程：馬特洪峰之旅

HOTEL WALLISERHOF或同級旅館

馬特洪峰

DAY6
策馬特-蒙投

HOTEL SUISS MAJESTIC或同級旅館

蒙投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策馬特。下午您可搭鞏納瑞特登山火車前往
欣賞造型峻偉之世界名峰--馬特洪峰，它位於瑞士西南部的瑞
、義邊界上，馬特洪峰以特殊的三角錐造型聞名，幾乎瑞士所
有的風景明信片都可看見它的雄姿，原以為少女峰就夠看了，
來到馬特洪峰才知道一山還有一山奇。(您可以選擇搭乘登山纜
車前往小馬特洪峰或鞏納瑞特登山火車)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蒙投，蒙投位於日內瓦湖畔，長達15公
里的步道、終年覆雪的高山景緻、美麗的湖面風光、 沿著
湖畔層層往上攀升的美麗葡萄園景觀、獨特的西庸古堡、
溫和的氣候、高級且獨具風格的飯店以及多樣化的美食與
佳餚等， 這一切都為美麗的蒙投更增添了許多獨特的魅力
；全球知名的海明威、卓別林以及巴芭拉韓德利克(Babara 
Hendrick)等其他大明星都因深愛此地而選擇以此為家。



PULLMAN MONTPARNASSE或同級旅館

DAY7
蒙投-日內瓦-TGV-巴黎

PULLMAN MONTPARNASSE或同級旅館

日內瓦大教堂

羅浮宮

上午搭車前往瑞士國際名城—日內瓦，日內瓦湖西南岸的日
內瓦，雖然僅是個擁有18萬居民的小城市，但卻是世界各主
要重要機構與組織的總部所在地；然而， 日內瓦擁有的其
實不僅只是如此，它還有自羅馬時代即已開始的歷史文化以
及購物、健行、感受藝術、 探訪歷史等各種不同的旅遊趣
味可以提供給大家。下午搭車前往花都---巴黎

DAY8
巴黎 (建議行程：羅浮宮之旅+市區觀光)

一早打起精神準備前往羅浮宮。羅浮宮是當今世上最具代表
性的博物館，八百年來，彷彿一座永不停工的工地，與時俱
進的豐富收藏以及不斷擴建重修的豪華建築，讓世人難以忽
略這座文明和藝術的王城！參觀羅浮宮後，可散步經皇室橋
、杜勒麗花園。位在杜勒麗花園前的則是協和廣場，旁邊則
是瑪德蓮教堂及凡登廣場都是耳熟能詳的著名參觀景點。傍
晚時，可漫步左岸，前往左岸的小希臘餐館街，是另一不同
的天地，晚餐倒是可來這兒感受一下地中海風情。餐後，若
體力還不錯，建議您散個小步，沿著塞納河旁，聖母院就在
西堤島上，再從新橋走到藝術橋，欣賞一下巴黎不同的夜間
浪漫風情。



凡爾賽宮

PULLMAN MONTPARNASSE或同級旅館

DAY9
巴黎-TGV-羅亞爾河區-雪儂頌古堡-杜爾-
TGV-巴黎

雪儂頌古堡

今早用完早餐後，早點出門，搭乘子彈列車，您將來到法國花
都的後花園—羅亞爾河區，換搭地區火車，前往羅亞爾河區最
美的古堡—雪儂頌古堡(門票請自理，成人票一張約€11)。午後
再搭區域列車前往羅亞爾河區大城—杜爾，不同於巴黎，這兒
有法國鄉間的都市風情，若腳程不錯的，散步到老城廣場，絕
對讓您對法國的鄉間有另一翻新體驗。晚間再搭TGV回到巴黎
。

DAY 10
巴黎 (鐵塔浪漫晚餐+塞納河遊船)
(建議行程：凡爾賽宮之旅+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圖恩，圖恩位於圖恩湖的最西端，是個
美麗的湖畔城市。與伯恩一樣，這是一座由柴林根家族興
建的，充滿中世紀風情的城市。以罕見的上下兩層的街道
爲代表，街市至今存留著濃厚的中世紀懷舊氛圍。這是一
個柏拉姆斯、保羅•克勒等名人們青睞的湖畔避暑勝地，
。除了作爲圖恩城象徵的12世紀古圖恩城堡外，湖畔零星
點綴著許多古城堡。在圖恩湖進行體育運動或乘船周遊湖
泊時進行古堡觀光都很不錯。參觀圖恩後搭船暢遊圖恩湖
前往茵特拉根。

PULLMAN MONTPARNASSE或同級旅館



DAY 11
巴黎 / 蘇黎士 / 香港
(建議行程：龐畢度中心+蒙馬特區)
 專人專車送機

龐畢度中心

今日上午建議前往龐畢度中心，龐畢度中心位於法國巴黎市
中心區，為義大利建築師 Renzo Piano 和英國建築師
Richard Rogers合作設計，1972年動工，1977年完成。龐畢
度中心的建築劃分為四個主要部分：廣場、地下層、地上層
和聲學暨音樂研究中心。來到巴黎的您有機會一定要來這現
代藝術中心參觀喔。

午後可前往巴黎北邊的蒙馬特區、聖心堂，可讓您感受到浪
漫的巴黎異國風情。
傍晚專人接您前往機場，完成CHECK IN手續(別忘了辦退稅
喔)，手續完成後，前往候機室，搭機返回可愛的故鄉---台
灣，今晚夜宿機上。

DAY 12
香港 /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歡樂的旅程，在此先告一段落，我們
期待下次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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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旅遊專屬訂製
享受浪漫的倆人歐洲之旅 不再是夢想
不希望跟團但又擔心自由行規劃太過煩雜且沒有安全感的
旅客們，您可以安心的由我們公司歐洲旅遊專業的人員，
幫您規劃完整的倆人歐洲自主之旅。

最專業的歐洲自由行
不只是提供機票+旅館的陽春服務

傾聽旅客的需求並給您 
1. 最妥善的行程走法
2. 最適當的交通工具
3. 嚴選絕佳位置旅館
4. 獨家代訂特色餐廳
5. 最貼心的旅遊手冊

最理想的旅館選擇
享受2星以上的優質住宿
針對不同旅客的喜好及預算，

並兼顧行程的方便性，
搭配最適合的旅館，

交給我們規劃，
您完全無需煩惱。

量身訂作的歐洲行程
專屬訂製您的旅遊喜好
用最有效率的時間，看最多的城市或景點。無論您對歐洲
旅遊有任何想法，任何天數、任何需求，我們會為您量身
訂作出最符合您需求的歐洲雙人自主之旅。

最貼心的操作細節旅遊手冊
以最輕鬆的方式享受愉快的旅程
必要的火車訂位、建議的交通時刻表、旅館所在的位置地
圖、可能拖運行李的規劃等，我們會於出發前給旅客最詳
細的操作細節提醒資料，讓旅客完成一趟愉快的歐洲自主
之旅。



此價格以機位訂位及旅館
確定後為準

(愈早計劃愈有機會有比
上述更好的價格)

二人成行

每人售價

NTD 119,000

＄

費

＄

用

售價包含：

1. 台北歐洲經濟艙個人來回機票
2. 全程9晚表列或同級市區旅館(含早餐)
3. 瑞士法國雙國國鐵任選7日頭等艙雙人團體券
4. 日內瓦到巴黎及巴黎到杜爾來回TGV訂位
5. 專人專車巴黎市區---巴黎機場送機服務
6. 巴黎鐵塔TOUR 58餐廳浪漫晚餐
7. 塞納河遊船船票
8. 巴黎地鐵票10張
9. 伍百萬 + 參萬意外醫療  保險
10. 詳細操作及注意事項手冊並有專人為您做出發前講解
11.城市地圖標示

※瑞士景觀火車及遊船會因季節問題而有所調整開放時間，

最後正確行程以確定出發日期規劃為準

※少女峰  馬特洪峰 百朗峰之登山纜車或火車皆不屬於瑞士

國鐵範圍，需於當地另行購買。但持瑞士國鐵券購買馬特洪

峰 /少女峰登山纜車或火車，可享5折及75折優惠



歐洲自主之旅規劃流程建議事項： 
1.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愈早確定出發日及旅遊天數，能訂到愈好的票價： 

現在航空公司的個人票價政策，是將同艙等的座位，規劃成數種不同票價的訂位艙等，
以經濟艙為例：同樣是經濟艙的座位，卻會出現 5種(甚至更多)不同的票價，能否訂到
好票價，絕對和訂位的早晚有很大的關係，故建議自由行的旅客盡早規劃出遊日期，以
便取得好的票價(以歐洲機位的經驗看來，2--3個月前規劃，甚至更早，是最好的做法) 
 

2. 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 ，讓我們瞭解您的概略需求，就有人為您做專業規劃： 
要訂作一個符合您需求的自由行規劃，我們必須瞭解您心目中的概略想法，才能為您做
最好的規劃，給我們一通電話或 E-MAIL，告訴我們下列項目，我們很快就可以給您初
步的規劃(您可填寫附件的規劃需求表單) : 
(1) 預計出發的人數、日期、天數(最好能告知概略的假期彈性) 
(2) 喜歡的旅遊速度(想多看或想慢遊)及心目中必定要去的景點或城市 
(3) 想要的旅館的等級:如頂級或四星或三星(如無概念也沒關係，我們會依您預算來做

最好的旅館規劃 
(4) 預算---告知我們您大約預計的每人預算(機票+旅館+交通及必要的火車訂位)(一般

歐洲自由行的午晚餐及門票都是自理) 
(5) 特別需求 : 如果您有任何特別需求都請告訴我們，我們都會盡力幫您完成，如當

地接送機、想訂特別的餐食、想參加特別的活動…… 
 

  3. 接受初步規劃及報價後，給正確英文名，我們給您沒有變數的保障： 
在您接受初步的規劃及報價後，請準備正確護照上的英文名，我們立即幫您訂機位，機
位確認後，在二天內就可拿到百分百確定的報價、確認的旅館，您的旅遊計劃即被保障，
沒有變數。 

 
4. 繳付訂金或機票開票款：   

確定報價後，我們將向您收取每人 NTD20,000 
※有些航空公司訂位96小時內需完成開票，此情況下，我們會向您收取部份的機票款(每

人約 NTD40,000) 
 

5.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資料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 
出發日前約 2週，我們給您所有詳細的注意事項資料、必要的旅遊票券(如電子機票根、
旅館住宿券、火車票及訂位)，並有專人為您講解注意事項，一切交接清楚後，同時向
您收取尾款。 

 
  6. 快樂出發，我們在台灣關心您在國外的旅遊狀況： 

   出發日快樂出發後，當您在歐洲自在旅遊時，如果在外站有任何緊急事情，都可以立即
撥打說明會手冊上之緊急連絡電話(或用簡訊或 E-MAIL) 與我們連絡，我們會以最快的
速度給您必要的協助，讓您的自由行最安心。 



歐洲自由行量身訂作需求單 
 
親愛的貴賓您好，為了幫您規劃最完整且有效率的歐洲自由行，還煩請填寫下列需求表單，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為您做最精準的規劃與估價 
 
姓   名：  

連絡電話及方便連絡時段：  
電話：                    
方便連絡時段：                       

連絡 E-MAIL ：  

預計出發日：  
          年        月        日 
(可前後彈性：前        日 / 後        日) 

預計人數：  
                  (有小孩請註記) 

旅遊天數：  
              天 

旅遊國家：  
                       (單國 / 雙國 / 多國 皆可 ) 

希望必去的景點或城市： 
 
 
 
 

 
 
 
 

特別需求： 
(如可告訴我們您喜歡多看
還是喜歡細細品嚐、或想訂
特別餐、景觀火車、接送、
特別活動……..) 
 

 
 

每人概略預算：(不含午晚
餐及門票及部份自理的當
地交通費用) 

 
NTD                  
 

※ 填寫後煩請傳真：02-25113539 或 E-MAIL 至 info@luxetravel.com.tw 
※ 在收到您的需求單後，我們會有專人以先電話與您連絡 
※ 填寫上如果有任何問題還請不吝來電詢問：02-25113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