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瑞德 18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台北 / 香港 / 法蘭克福 

02 法蘭克福機場---巴士---史特拉斯堡 

03 史特拉斯堡(建議科瑪之旅) 

04 史特拉斯堡---火車---巴賽爾---伯恩(今日開始使用瑞鐵票) 

05 伯恩---洛桑(建議圖恩湖之旅) 

06 洛桑(建議洛桑 + 日內瓦 + 蒙投) 

07 洛桑---策馬特 

08 策馬特 

09 策馬特---格林瓦德(上午火車 / 下午 first) 

10 格林瓦德---盧森(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11 盧森(建議石丹峰 + 啤酒桶列車)  

12 盧森---安德瑪特---冰河列車---聖摩里茲  

13 聖摩里茲---聖加倫(上午觀光 / 下午火車) 

14 聖加侖---巴士---慕尼黑(上午觀光 / 下午巴士)"  

15 慕尼黑(市區觀光)  

16 慕尼黑(新天鵝堡之旅)  

17 慕尼黑 / 轉機點 / 台北  

18 台北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12,5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1 項 
01 台北 / 歐洲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02 表列旅館共 15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03 法蘭克福機場---史特拉斯堡巴士票 

04 史特拉斯堡---巴賽爾火車二等艙 

05 瑞士國鐵連續十五天二等艙 

06 冰河列車訂位 

07 聖加侖---慕尼黑巴士票 

08 新天鵝堡交通票 

09 慕尼黑一日市區交通票 

10 全程 500 萬身故 + 10 萬意外醫療保險 

11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8 天) 
 

第一天   台北 / 香港 / 法蘭克福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

物品噢！今晚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廣體客機，

經香港轉機前往德國第一工商大城—法蘭克福。今晚於

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日開始精彩

的歐洲之旅。 

 

 

 

第二天   法蘭克福機場---巴士---史特拉斯堡 

來到史特拉斯堡不能錯過聖母院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Dame)，是此地的地標，大教堂前方的教堂廣場(Place 

de la Cathédrale)昔日是市集聚會的地方，現在則坐落著多家

餐廳及紀念商店，成為重要的觀光景點，此外城內的小法國區 

/ 小法蘭西(Petite-France) 因為載滿了建城 2000 年的歷史

文化，已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第三天   史特拉斯堡(建議科瑪之旅) 

早餐後，30 分鐘的搭車時間，便來到亞爾薩斯另一可

愛的浪漫小鎮—科瑪，不同於先前幾座大城，這兒有著

濃濃的純樸小鎮美，浪漫的小威尼斯區，是不可錯過

的；小鎮上有許多有趣的街道，如鐵匠街、麵包街、商

人街等，老城區的一些教堂也是值得您參觀逗留的景

點。下午再搭區域列車返回史特拉斯堡。徒步進入老城

區，熱鬧的商店街、高聳入雲天的聖母院、浪漫的小法

國區，都是不可錯過的景點，這兒可有許多不同的餐廳噢！ 

 

第四天   史特拉斯堡---火車---巴賽爾---伯恩 (今日開始使用瑞鐵票) 

伯恩市區觀光：伯恩市於 1191 年由 Zähringen 的

Berthold V 建立，一般認為這座城市得名於一隻被擊退

的熊。（這個地區經常有熊的出沒，人們可以在鄰近

Nydeggbrücke 的地區看到）1353 年，伯恩成為聯邦

瑞士的第八個州，徹底重建於 1405 年一場大火之後，

1848 年新的聯邦憲法將伯恩定為瑞士首都，或是更精

確地稱為聯邦之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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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伯恩---洛桑 (建議圖恩湖之旅) 

今日上午您可參觀這圖恩湖畔的美麗小鎮，感受這中世紀

古城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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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搭乘瑞士百年歷

史的傳統蒸氣輪船，下午由圖恩前往洛桑，途中您可欣賞

瑞士湖泊之美與阿爾卑斯山脈的壯麗。 

 

第六天   洛桑 (建議洛桑 + 日內瓦 + 蒙投)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有「瑞士的香格里拉」之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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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庸古堡 Château de Chillon 

西庸城堡位於瑞士邊境城市蒙特勒附近的日內瓦湖

畔，該湖也是瑞士和法國的分界線，大約三分之一屬

於法國，三分之二屬於瑞士。西庸古堡是瑞士最負盛

名的古跡之一，位於日內瓦湖的東端，突出於日內瓦

湖上的由巨石組成的小半島上。在青銅器時代就有人

居往，後來羅馬人在此安營紮寨，修築防禦工事。西

庸半島在幾易主人之後，于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之

間，在 SAVOYEN 家族手裡經過大規模擴建，基本

形成人們看到的集軍事防禦、倉儲、牢獄、教堂和貴族宮廷等功能於一體的封閉式的封建古

堡。自 1536 年起，古堡被伯恩人所佔有，1798 年沃州起義後，古堡轉入沃州政府名下。古

堡所處位置正好一邊依山，一邊臨水，是歷史上瑞士各地通往義大利的一條走廊，歷代統治

者便在此分兵把守，如同扼住咽喉，以控制南來北往，徵收捐稅。借助於保存完好的十二世

紀的建築圖紙，十九世紀末進行的最後一次修繕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葡萄園健行 

參觀西庸古堡後，您也可以來一段葡萄園健行之

旅，日內瓦湖畔的拉沃葡萄園梯田，拉沃(Lavaux)

八百公頃的葡萄園梯田，爲遊客提供宏麗的景色，

那是瑞士最大連續不斷的葡萄園地帶。位於瑞士兩

大旅遊勝地-洛桑和 Veyvey 之間。根據當地人的說

法，這裡的土壤一天內擁有三次陽光的照耀，清晨

旭日東昇之際、白天湖面所反射的陽光、及黃昏時刻由圍牆散發出的熱氣。由於吸收充裕的

陽光，所以生產出來的葡萄酒也就格外地香醇。現今種滿了多種葡萄的土地，如梯田般地一

層層沒入雷夢湖中，景色非常讓人陶醉。在西元 2007 年，這一區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為世界遺產，足以證實它的價值。人們在拉沃葡萄莊園可以俯瞰日內瓦湖，湖水成了葡萄園

的美麗背景。這個集自然美景、文化和美食於一身的地方，絕對值得一遊。 



 

日內瓦 

日內瓦（Geneva），位於日內瓦湖西南角，是瑞士聯邦

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個世界著名的聯合國城市。湖上大

噴泉是日內瓦的象徵，日內瓦湖光山色四季皆具吸引力，

同時也是世界各國際機構雲集的國際化城市。日內瓦以其

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動、重大的會議

和展覽會、令人垂涎的美食、清新的市郊風景及眾多的遊

覽項目和體育設施而著稱於世。日內瓦也是世界鐘錶之

都，鐘錶業與銀行業成為日內瓦的兩大經濟支柱。 

 

第七天 洛桑---策馬特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策馬特。策馬特除了是欣賞與攀登馬特洪

峰的最佳基地之外，還因該城採取車輛禁行的 Car Free 政

策，所以策馬特為無煙山成，多了一股熱鬧集中的歡愉氣

氛，種種因素的結合讓策馬特深受瑞士當地人以及世界各國

旅人的歡迎，有興趣的旅人 

 

 

 

 

第八天 策馬特 

馬特洪峰黃金日出 

瑞士形象的「馬特洪峰（Matterhorn）」。 

它特殊的三角錐造型，猶如矗立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金

字塔，是瑞士引以為傲的象徵，被譽為阿爾卑斯山最

美麗的山峰，「馬特洪峰（Matterhorn）」海拔 4478

公尺，如果天氣良好幸遇朝陽初升，長年積雪、傲立

群峰的錐狀山體，就會折射出金屬般的光芒，被稱為

「黃金日出」。 

策馬特除是攀登馬特洪峰的最佳基地之外，還因該城

採取車輛禁行的 Car Free 政策， 而使得整個山城卻

因而多了一股熱鬧集中的歡愉氣氛，種種因素的結合

讓策馬特甚受瑞士當地人以及世界各國旅人的歡迎，有興趣的

旅人， 還可以在當地乘坐馬車遊覽這個別具風情的阿爾卑斯

山傳統山城。 

鞏納瑞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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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登頂欣賞馬特洪峰之美後，建議您倆來一段健行

之旅，健行路程中，如天氣晴朗，您將可看到馬特洪峰倒映在

清澈湖泊的美麗景致，這一段健行將會讓您永難忘懷。 

小馬特洪峰 Klein Matterhorn 



 

亦或您也可選擇搭小馬特洪峰纜車(Klein 

Matterhorn)，最近距離欣賞馬特洪峰。馬特洪冰川天

堂所在的觀景台海拔 3883 米，是整個歐洲最高的觀景

台，天氣好時可以眺望義大利乃至法國的風景。這裡雖

然叫做馬特洪冰川天堂，也是三個觀景台中最接近馬特

洪峰，但這裡其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特洪峰，所以

又被叫做小馬特洪峰。小馬特洪峰由於海拔較高終年積

雪，即便是在夏季這裡也可以滑雪。在滑雪場一旁修建

的冰川天堂，是在冰川中修建的洞窟，裡面放置有冰雕

等，可以想像成微型版的冰雪大世界。 

 

Rotenboden 至 Riffelberg 健行 (Riffelsee 利菲爾湖健行) 

如天氣許可，您可搭火車下山至 Rotenboden(第一站)

下車，開始健行之旅(如要健行，請務必小心路滑)，

Rotenboden 至 Riffelberg 是最美的一段健行之路，天

氣晴朗的話，在利菲爾湖 Riffelsee 您可欣賞最美的馬特

洪峰倒影，健行完後再由 Riffelberg 搭車返回策馬特(約

23 分) 

 

 

 

第九天   策馬特---格林瓦德 (上午火車 / 下午 First)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美麗山城---格林德瓦。下午建議您來一

段人間—健行者天堂—First 健行之旅，搭纜車前往 First 後

展開一段景色迷人的健行之旅。"健行"在瑞士旅遊是一個非

常重要、非做不可的行程，因為健行可以讓您從不同的角度

並親身體會地欣賞瑞士美景。少女峰周邊的健行路線，瑞士

政府畫了 76 條，您可選擇最人氣也最易行的佛斯特 First~

巴哈阿爾普湖 Bachalpsee 健行路線(免費)，來回約 2 小時，主

要賣點是少女峰倒影在湖面的絕美景色。 

除了健行徒步旅行，你也可以參加 First 一日冒險，或健行+冒

險遊戲任選! (可以參考 Adventure Package 套票，除了包含纜

車以外，還可以選擇 1~4 項冒險遊戲自行組合多種玩法都可以

根據遊客的接受程度來安排唷!)   

 

 

 

 

 

 

 

 

 

 

 



 

懸崖天空步道(First Cliff Walk)  (免費) 

這是少女峰地區的必遊項目之一(貓塗鷹旅途於格林德瓦觀光

中排名第四的景點) 「First 懸崖步道」，除了是免費的以外，

還可以欣賞到山谷的壯麗景致，以及令人留連、震撼的山腰美

景：懸崖上佈滿了各類岩石，岩層和縫隙是黃嘴山鴉落腳和起

飛的地方。步道旁就是餐廳，可在山上用餐。走到最盡頭一格

是玻璃步道，可以俯瞰懸崖下的景色，上去風大，要多穿件衣

服與外套喔! 這一段步道非常短，來回大約 15~20 分鐘可以

結束，除了懼高症患者，適合所有年齡層的旅客，如果帶父母

來，走起來一點也不耗體力。 

opening hours 

夏季 (during train operating hours) 3rd April to 28th October 2018 

冬季 (during railway operating hours ) 24.11.2018 - 31.03.2019 

高空飛索(First Flyer) 

First （標高 2168 公尺），沿著 800 公尺長的纜線，

最高時速可達 84 公里的速度 ，一路「盪」到 

Schreckfeld（1955 公尺） 

Opening hours 

夏季: 3 April to 28 October 2018 

03/09/2018 - 30/09/2018 | 10.00 to 16.30 

01/10/2018 - 28/10/2018 | 10.00 to 16.00 

冬季: 24/11/2018 - 31/03/2019 | 12.00 to 15.30 

費爾斯特飛鷹(First Glider)  (2017 推陳出新的

First 冒險玩法) 

opening hours 

夏季: 3rd April to 28th October 2018 

03.09.2018 - 30.09.2018 | 10.00 to 16.30 o'clock  

01.10.2018 - 28.10.2018 | 10:00 to 16:00 

冬季: 24.11.2018 - 31.03.2019 | 12.00 to 15.30 

 

山地卡丁車(First Mountain Cart) 

Opening hours 

夏季: 3 April to 28 October 2018 

03/09/2018 - 30/09/2018 | 10 AM to 4.45 PM 

01/10/2018 - 28/10/2018 | 10 AM to 6.30 PM 

 

 

 

山景滑板車

(Trottibike Scooter) 

Opening hours 

夏季: 3 April to 28 October 2018 

03/09/2018 - 30/09/2018 | 8.30 AM to 5.00 PM 

01/10/2018 - 28/10/2018 | 8.30 AM to 5.00 PM 

 



 

第十天   格林瓦德---盧森 (上午火車 / 下午觀光) 

今日上午搭火車前往瑞士中世紀名城---盧森。您可欣賞

古老的遮篷橋―卡貝爾木橋、獅子紀念碑…不僅是盧森的

象徵，還為這整個城市帶來了無限浪漫的氣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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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天 盧森(建議石丹峰 + 啤酒桶列車) 

石丹峰開頂纜車 Stanserhorn Cabrio 

自 1893 年起，敞篷木製車廂就從施坦斯安靜地往石丹

峰。起點位於中間站的高空纜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就是敞篷纜車。站在雙層全景無車頂纜車會帶給人一

種震撼的感覺，近距離感受纜車在立柱之間運行的狀

態，盡情享受風吹過臉龐的舒適，欣賞壯麗的美景。 

 

施維茨-施托斯

鐵路 Schwyz-Stoos funicular 啤酒桶列車 

2017 年 12 月 17 日世界上最陡峭的鐵路瑞士施維茨–

施托斯鐵路正式啟用，這條鐵路很特別，車廂在鐵路上

爬升時會像滾桶般旋轉，使得乘客能在陡峭的路線上保

持水平狀態。據英國《衛報報道瑞士施維茨–施托斯鐵

路 Schwyz-Stoos funicular 耗資 5,200 萬瑞朗興建，

被譽為現代工程設計的勝利。施托斯纜索列車有斜度調

整系統，有四節車廂，共搭載 34 名乘客；因車廂可旋轉，使得乘客在整個旅程中保持水平。

前一條世界最陡纜索列車也在瑞士，最大坡度為 106%。運行在這條鐵路上的列車，車型呈

圓柱形，類似於啤酒桶。隨著山坡斜度增加，車廂除可自我調整車廂水平，讓乘客能在車廂

內始終保持直立外，還能以每秒最高 10 米速度迅速爬升。 

 

第十二天 盧森---安德瑪特---冰河列車---聖摩里茲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安德馬特，換搭冰河列車前往聖摩里

茲。冰河列車(Glacier Express) 東起聖摩里茲，西至策

馬特，總長 291 公里，沿途經過 291 座橋樑， 91 個隧

道，全程約 8 小時；串連了聖模里茲的多瑙河流域，萊

茵河流域及隆河流域。所謂冰河列車並非沿路可看到冰

河，而是鐵道築在冰河遺跡上，沿途穿越高山深谷，峰

迴路轉於阿爾卑斯群山之間，風景如畫美不勝收。 

 

 

 

 

 



 

第十三天 聖摩里茲---聖加倫(上午觀光 / 下午火車) 

今日上午聖莫里茲觀光。聖莫里茲一年中擁有 320 天的

充足日照，每逢氣候適宜的季節，乾燥的空氣和閃耀的

陽光交相呼應，空氣會似香檳氣泡般閃閃發亮，當地人

稱這種氣候為“香檳氣候”。聖莫里茲 St. Moritz 位在

海拔高 1856 公尺的上恩加丁地區(Upper Engadine) 

是瑞士著名的滑雪勝地與高級度假小鎮。 

 

 

白湖 Lago Bianco 健行之旅 

比安科湖又被稱為白湖，是瑞士的水庫，位於該國東南部格勞

賓登州，面積 1.50 平方公里，海拔高度 2,234 公尺，最大水深

53 公尺，白湖的名稱取自義大利文，因為白色的湖水格外引人

注意。原來是周遭冰河侵蝕山石岩壁後，含有各式各樣不同成

分的冰水直接流入湖泊，才造就出這麼奇妙的色彩。其實白湖

是座人工湖而非冰河湖，湖的兩端各有一個水壩，可引水發電，

水壩各有不同的出水口，一邊流往亞 

德里亞海，一邊流往黑海，所以白湖也是多瑙河和波河的分水嶺。 

下午前往聖加侖。聖加侖位於波登湖(又稱康斯坦茨湖 

Lake Constance/Bodensee)和阿彭策爾地區

(Appenzellerland)之間的瑞士東部。小城擁有一個迷

人、禁止汽車駛入的舊城區。它的特色之一就是色彩繽紛

的凸肚窗(向外突出的窗戶)。聖加侖的地理位置得天獨

厚，它位於瑞士、德國、奧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公國四國交

界處，致使聖加侖成爲前往阿彭策爾地區的森蒂斯

(Säntis)、波登湖等的理想旅遊起點。 

 

 

第十四天 聖加侖---巴士---慕尼黑(上午觀光 / 下午巴士) 

聖加侖的名字和創建基礎與一位叫加盧斯(Gallus)的愛爾蘭

傳教士有很深的淵源，他在公元 612 年左右修建了一座修道

院。從公元 747 年起，聖加侖修道院就已開始遵循「本篤規

條」(Benedictine Rule)，並要求信徒研讀書籍進行潜修，修

道院於是便設立了一個圖書館。中世紀時，聖加侖成爲歐洲

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此後，聖加侖修道院得到了國際的

認可，開始蓬勃發展。 

聖加侖最著名的建築物，是巴洛克式大教堂(Cathedral)和修

道院圖書館(Abbey Library)，圖書館大約有藏書十四萬本，其中一部分是歷經千年的手抄本。

富麗堂皇的修道院圖書館，可能是全瑞士最美麗的洛可可風格廳堂。1983 年，整個修道院被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下午搭乘巴士前往慕尼黑。 

 

 

 

 



 

第十五天 慕尼黑(市區觀光) 

慕尼黑市區觀光 : 

王宮花園 Hofgarten 是德國慕尼黑市中心的一個花園，位於慕尼黑王宮與英國公園之間。 

花園建於 1613 年-1617 年，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在花園中心是女神黛安娜的亭子，建於

1615 年。屋頂是巴伐利亞雕像（1623 年）的複製品。小徑通往周圍八個方向。 

在花園東北角，是一個方形的黑色花崗岩白玫瑰小組紀念碑，其成員從事反對希特勒政權的

非暴力運動。 王宮花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摧毀，戰後重建。 

慕尼黑 BMW 博物館：BMW World 園區，外觀完全以結合

最新建築設計與流動概念為主，充滿了時尚、未來感觀，園

區除了最大的交車中心外，也是體驗 BMW 品牌精神與經營

理念最佳的場所，總面積更達到 7.3 萬平方公尺，除了量產

新車與概念車之外，也將不定期配合推出展覽主題，並且展

出許多珍貴的模型與實車，連同在戰爭期間曾經打造的飛機

引擎等等均在此園區展出；瑪麗安廣場及其新市政廳是遊客必到之景點，絕對令人印象深刻，

不能錯過！ 

BMW 博物館旁邊的奧林匹克運動公園也值得您前往參觀。 

寧芬堡 Schloss Nymphenburg--這座宮殿是選帝侯斐迪南·瑪里亞和妻子薩伏依的

Henriette 阿德萊德在 1664 年邀請了一批義大利建築

師和藝術家建造，以慶祝王室繼承人——兒子選帝侯、

子爵馬克西米里安二世（Maximilian II Emanuel）的出

生。同時建造的還有同為巴洛克式的鐵阿提納教堂。從

1701 年開始，巴伐利亞公國的繼承人 Max Emanuel 對

宮殿進行了有系統的擴建。 

由 1867 年動工至 1908 年才建成的新市政廳，鐘樓上有

音樂木偶表演，聖母院的洋蔥的塔樓，成為慕尼黑的標誌。您可在慕尼黑最熱鬧的瑪麗恩廣

場自由逛街，或前往馬克西米連大道選購名牌精品。 

 

第十六天 慕尼黑(新天鵝堡之旅) 

今日上午您可前往新天鵝堡參觀，新天鵝堡 Castle 

Neuschwanstein 是由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興

建，他曾在郝恩修瓦高城（Hohenschwangau 又稱舊

天鵝堡）度過了童年，那座城堡內的中世紀傳說及浪漫

風格，深深影響了這位國王，而建造了這座夢幻城堡。

由於路德維希二世強烈嚮往中世紀神話「Lohengrin 天

鵝騎士」裡的天鵝傳說，及喜愛華格納的歌劇「天鵝騎

士」，因此取名為「新天鵝堡」。 

 

 

第十七天 慕尼黑 / 仁川 / 台北 

今日上午早餐後建議接您搭乘機場快捷線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十八天  台北 

班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法國瑞士德國 18 天之旅。期待下次有再為您服務的

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