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瑞士 頭等艙鐵道之旅 12 天 

 
 

瑞士旅遊局強力推薦 瑞士頭等艙鐵道之旅 

 
鐵道之旅是瑞士觀光局極力推薦的玩法，湖光山色的瑞士，壯麗高山、優美湖泊，完善且交

織綿密的公共交通系統，讓旅遊方便自在。我們的行程搭配全程鐵道頭等艙，大型行李則由

瑞士鐵路特有的 door to door 服務，為您送旅館，讓您無負擔，鐵道之旅，您享受自由行

的愜意感，又有專業的領隊隨行， 是最安心愜意的旅遊方式。 

  



伯連納快線 冰河列車 黃金列車 不錯過瑞士三大火車景觀路線 

 

在瑞士所有的景觀火車路線中，伯連納快線 冰河列車 黃金列車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三大

景觀火車路線，我們的行程包含了伯連納火車+巴士、冰河列車(安德瑪特---策馬特段)、

黃金列車景觀路線(茵特拉根---琉森段)，讓您體驗瑞士不容錯過的三大景觀火車路線 

馬特洪峰 白朗峰 少女峰 石丹峰 四大名峰一次覽盡 

 

瑞士高山眾多，在有限的旅遊天數內當然無法全數覽盡，但我們在最順暢旅遊的路線

上，為您挑選了四大名峰：策馬特區域的馬特洪峰、夏慕尼區域的白朗峰、茵特拉根區

域的少女峰、琉森區域的石丹峰，讓您在最順暢的旅遊路線上，飽覽壯麗名山 

石丹峰敞篷高空纜車+最新施維茨-施托斯鐵路 Schwyz-Stoos funicular 啤酒桶列車 

 

瑞士的纜車工程技術非常的先進精密，來到瑞士，我們除了體驗景觀火車、高山火車

外，我們更安排了二項瑞士非常特別的纜車工程讓您體驗：石丹峰的開頂纜車，讓您盡

情享受風吹過臉龐的舒適，欣賞壯麗的美景。2017 年 12 月 17 日世界上最陡峭的鐵路



瑞士施維茨–施托斯鐵路啤酒桶列車，讓您體驗瑞士最新的列車技術，二項活動不容錯

過。 

全程西式料理及瑞士風味餐，讓您除了飽覽瑞士美景，更深入體驗瑞士餐飲文化 

 
來到瑞士，除了欣賞美景外，當然深入體驗瑞士餐飲文化也是必要的，我們午餐採自理的用

意，是瞭解瑞士火車之旅，保留旅客旅遊自主時間的彈性是很重要的。到了晚餐時間，在滿

足了一天的瑞士美景視覺享受後，當然就是好好的悠閒享受瑞士風味的西式料理，一趟瑞士

火車旅遊滿足您視覺及味覺的享受 

馬特洪峰健行或纜車之旅由您決定，除團體旅遊方便性外，更保留了自由行的自主性 

 

團體旅遊有它的方便性，但我們瞭解旅客還是希望有屬於他們的自主性，所以在策馬特，您

可自行決定選擇五湖健行、鞏納瑞特或冰川天堂纜車健行之旅，兼顧團體旅遊的方便性及自

由行的自主性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香港 國泰航空 CX-451 19：40 — 21：25 02：00 

香港 → 蘇黎世 國泰航空 CX-383 00：15 — 06：51+1 12：25 

回程 
蘇黎世→ 香港 國泰航空 CX-382 13：30 — 06：45+1 11：35 

香港 → 台北 國泰航空 CX-564 08：15 — 10：00 02：10 

*以上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為最終確認。 

 

  



 

第一天 台北 / 香港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蘇黎世，展開湖光山色的瑞士之旅，建議您今日在機上

好好休息，我們明日一早將開始精彩的瑞士鐵道十二天之旅。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451 19:25 / 21:2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2:00 

 

第 二 天  香港/蘇黎世--聖加侖--庫爾++伯連納景觀路線--蘭德瓦薩橋++聖莫里茲 

抵達後前往聖加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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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搭乘伯連納景觀路線前往聖莫里茲。 

 

【含票券】伯連納景觀路線 庫爾++聖莫里茲。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383 00:15 / 06:30 預計飛行時間約 12:25 

 

聖加侖 St.G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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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德瓦薩橋-世界最美的火車高架橋 

蘭德瓦薩橋有六個拱門，當年它的建成，堪成建橋史上的一大

典範。對距今超過百年前的的工程人員來說，如何將建造拱橋

的石材和工具運到當地，就已經是一大挑戰；此外，拱橋的跨

距與高度，以及山谷高低起伏的地形，也讓工程備為艱辛。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CRYSTAL 或 HAUSER 或同級旅館 



 

第 三 天  聖莫里茲++伯連納鐵路++提拉諾--伯連納巴士--盧加諾(或貝林佐納) 

今日搭乘伯連納景觀列車欣賞瑞士美麗風光，到了義大利提拉諾 Tirano 短暫停留後，搭乘

伯連納巴士 Bernina Express Bus 到瑞士南部大城盧加諾 Lugano 或是前往貝林佐納入住。 

【含票券】伯連納鐵路 聖莫里茲++提拉諾。 

 

 

伯連納景觀路線 Bernina Express Line 

體驗從阿爾卑斯山北麓橫貫南麓、一睹高山湖泊、體驗奇橋及

峽谷景色，搭乘伯連納納景觀路線是您最好的選擇。此路線於

1973 年通車，全長 145 公里，全程美景隨時讓您感到驚

奇。這路線也是所有高山鐵路中，唯一沒有使用齒輪登高的鐵

路，並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盧加諾 Lugano 

盧加諾地處盧加諾湖北部的湖灣之中，週圍環繞著視野極佳的

高山。歷史悠久的舊城中心不讓汽車駛入，到處滿佈意大利倫

巴底風格的建築；別具特色的博物館、高山、湖泊，加上各式

各樣的繽紛盛事，無不吸引遊客前來，感受這裡宜人的氣氛之

餘，亦盡享當地甜美生活情懷。盧加諾氣候溫，每年春季山茶

花盛開的時節，都使之成爲極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DE LA PAIX 或 INTERNAZIONALE BELLINZONA 或同級旅館 

 



 

第 四 天  貝林佐納--安德瑪特++冰河列車++策馬特 

早餐後搭車前往安德瑪特搭乘冰河列車，被譽為最慢的快速列車是瑞士著名的觀光鐵道路

線，東起聖模里茲、西至策馬特，整條路線串聯起多瑙河、萊茵河及隆河流域等區域。搭乘

火車最後抵達策馬特，策馬特位於馬特洪峰山腳下，是世界知名的旅遊度假勝地，海拔

1,620 公尺的策馬特是瑞士最南端的度假聖地，這裡的空氣清新、純淨，山谷中迷人的瓦萊

州村莊被巍峨的群山和壯麗的冰河環繞，在這裡，您可以欣賞到多座海拔 4,000 公尺以上的

雄偉山峰。而其中阿爾卑斯山中最著名的馬特洪峰 4478Ｍ，它那獨特的金字塔造形出類拔

萃且傲然睥睨其他群峰的氣勢令人讚嘆。 

【含票券】冰河列車 安德瑪特++策馬特。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 

冰河列車東起聖模里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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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了聖摩里茲的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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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馬特 Zermatt 

策馬特之所以代表瑞士，在於它坐落在山谷間，山峰環繞，景色脫

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馬特洪峰（Matterhorn），瑞士知名的三角

巧克力（Toblerone）就是以此峰做為品牌標誌。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瓦萊州風味料理 

住宿：AMBASSADOR 或 ALLAIN 或同級旅館 

  



 

第 五 天  策馬特(自行選擇高奈葛拉特或冰川天堂之旅或五湖健行之旅) 

馬特洪峰(Matterhorn)與瑞士是不可分割的。馬特洪峰是瑞士引以爲傲的象徵。金字塔型的

巨型尖峰一柱擎天，陡峭險峻，難以攀登；但它是最多世人拍攝的山峰。 

瑞士旅遊精彩之處，不在乎一般城市觀光購物，登山暢遊，才能夠真正探索美的世界。顧名

思義，是鼓勵大家去親近大自然，擁抱綠色天地。登山涉水，認識環保，了解生態，才是與

瑞士進行第三類接觸的最大樂趣。到了策馬特，有好多種方式可以欣賞到不同角度的馬特洪

峰。今日我們在策馬特，您可依您個人喜好，選擇您最喜歡的登山路線，享受屬於您自己的

馬特洪峰之旅。 

◆備註：五湖健行之旅因季節問題，五湖健行可能只開放部分三湖健行。 

【含票券】高奈葛拉特山或冰川天堂之旅或五湖健行之旅。(彈性自由三選一) 

 

 

馬特洪峰(Matterhorn) 

標高 4478 公尺的馬特洪峰是瑞士最著名的

地標之一，馬特洪峰有四個面的高山，分別

面向東南西北每一面都非常陡峭，這座長年

積雪、傲立群峰的高山如遇天氣良好、朝陽

升起時，整座山峰會被金黃色的太陽照射，

此景吸引許多到訪的遊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羊排料理風味餐 

住宿：AMBASSADOR 或 ALLAIN 或同級旅館 

 



 

第 六 天  策馬特--夏慕尼【白朗峰之旅】 

前往法境內的渡假山城─霞慕尼，最初只不過是一座小村落，隨著登山家征服白朗峰的風潮

和第一次冬季奧運會在此舉行，使得此地成為高級山岳度假勝地。沿途但見阿爾卑斯山峰雄

偉環繞，而【白朗峰】更在雲深飄渺處聳立。 

【含門票參觀景點】白朗峰。 

 

 

夏慕尼 Chamonix 

夏慕尼白朗峰是法國東南方接近瑞士與義大利國界的一個山中

小鎮，處於隆河--阿爾卑斯大區上薩瓦省的白朗峰山腳下，夏

慕尼是法國高度最高的鎮之一，歐洲最高的高峰白朗峰位於其

境內，因此它是歐洲知名滑雪勝地，一般遊客和體育登山攀登

白朗峰起點，因此是一座旅遊業很興旺的鎮。 

 

白朗峰 Mont Blanc 

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位於法國的上薩瓦省和義大利的瓦萊達

奧斯塔大區的交界處。白朗峰是西歐與歐盟境內的最高峰，海

拔為 4,808.73 公尺。白朗峰於 1786 年 8 月 8 日首次被人類征

服。白朗峰有時也被稱為「白色少女」（法語：La Dame 

blanche）或「白色山峰」（義大利語：Il Bianco）。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薩伏伊風味餐 

住宿：MERCURE CHAMONIX CENTRE 或同級旅館 

 



 

第 七 天  夏慕尼--蒙投【西庸古堡+葡萄園梯田健行之旅】--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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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前往洛桑，這裡風景如畫難怪國際奧委會自 1914 年便以此為基地。洛

桑建立在三座山上，被葡萄園覆蓋的斜坡所包圍，山下就是內瓦湖(Lake Geneva)。它與湖

對岸的法國薩瓦阿爾卑斯山(Savoy Alps)遙遙相對。洛桑的舊城並不容許汽車駛入，滿佈咖

啡館和時裝精品店的小巷，塑造出這中古小城的獨特情懷 

【含門票參觀景點】西庸古堡。 

【下車參觀景點】葡萄園梯田、洛桑。 

 

 

西庸城堡 Château de Chillon 

詩人拜倫於【西庸的囚犯】當中大力讚賞解放運動象徵的波尼

瓦爾院長，此舉使它成為眾所周知的名城。 

 

拉沃 Lavaux 葡萄園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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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HOTEL CONTINENTAL LAUSANNE 或同級旅館 

 



 

第 八 天  洛桑--伯恩--圖恩【圖恩湖遊船】--施皮茨--茵特拉根(或格林德瓦) 

沒有多少城市如瑞士首都伯恩那樣，成功保留了原來的歷史風貌。伯恩舊城已被列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文化世界遺産名錄，此外其六公里長的拱廊-當地人喜歡稱之爲 Lauben-是歐洲

最長的有蓋購物拱廊。伯恩有許多噴泉、砂岩外牆、狹窄的街道和歷史悠久的塔塔樓，這種

中世紀氣息是獨一無二的。接著前往搭乘圖恩湖遊船，圖恩湖終年都有船行走。夏季時，修

復後極具氣派的懷舊輪槳蒸氣船往返湖上。在圖恩和邁林根(Merligen)之間的南面朝著陽光

的山坡上，亞熱帶植繁茂生長，這帶因此有「圖恩湖裏維埃拉」(Riviera of Lake Thun)的美

譽。在湖的另一面，施皮茨(Spiez)的灣畔，座落著美麗的城堡，其間還有小小的葡萄園。最

不容錯過的，是點綴湖畔的十二座擁有千年歷史的古羅馬風格教堂，例如埃尼根(Einigen)的

教堂。 

【含門票參觀景點】圖恩湖遊船。 

【下車參觀景點】伯恩鐘樓、國會大樓和熊噴泉。 

 

伯恩 Bern 

伯恩位於瑞士的心臟地帶，是通往阿爾卑斯山的大門。砂岩古建

築、狹窄街道、噴泉和中世紀的情懷，使這個城市變得獨特 。

伯恩與市徽上的熊有著密切關係，遊覽伯恩必須要去熊公園觀

熊，看看牠們吃胡蘿蔔的樣子。從公園的玫瑰園是俯瞰舊城和阿

勒河(River Aare)的好據點。 

 

茵特拉根 Interlaken 

茵特拉根作爲一個渡假勝地及國際會議的目地點，是無數短程旅

行的理想出發點。不止四十五條山地鐵路、纜車、吊車，都帶遊

客通往二百公里的滑雪道和密集遠足旅行路線網。此外，還有輪

槳蒸氣船等遊船，在圖恩湖和布里恩茨湖上行走。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瑞士火鍋風味餐 

住宿：ROYAL ST. GEORGES 或 SUNSTAR 或同級旅館 

  



 

第 九 天  茵特拉根(或格林德瓦)--少女峰之旅--瀑布鎮--黃金列車景觀路線--琉森 

歐洲之巔-少女峰，又有歐洲屋脊 Top of Europe 之稱號，擁有全歐洲最高的少女峰火車站

(標高 3454 公尺)。少女峰，因山峰地形險峻，人煙難至，就宛如不曾受過塵世侵擾的少女

一樣。我們特別安排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之旅，100 多年來，齒軌列車一年四季從 Kleine 

Scheidegg 出發穿過一座隧道駛往歐洲海拔最高少女峰火車站；峰頂的斯芬克斯觀景台可一

覽阿爾卑斯山脈宏偉全景和阿萊奇冰川(Aletsch Glacier)的冰雪和岩石奇景，令人印象難

忘，爲您的瑞士之行鑲嵌一顆王冠上的寶石。午餐後搭乘火車下山參觀施陶河瀑布，之後搭

乘黃金列車前往琉森住宿。 

【含門票參觀景點】黃金景觀列車 茵特拉根++琉森、少女峰登山齒軌火車。 

【下車參觀景點】施陶河瀑布、冰宮。 

 

 

歐洲之巅：少女峰 Jungfrauch 

100 多年來，少女峰鐵路一直開行通往歐洲海拔最高火車站（海

拔 34545 米）的列車。這座火車站恰好位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産地“瑞士少女峰－阿萊奇阿爾卑斯山”的中心地帶。 

齒軌列車一年四季從小謝德格（Kleine Scheidegg）出發，沿著

陡峭的線路穿過一座隧道駛往少女峰。 

 

黃金列車景觀路線 Goldenpass Line 

8 座湖泊－6 個州－3 座山口－2 個語言區：從琉森湖到日內瓦

湖畔的葡萄園，黃金快車橫穿瑞士。在黃金快車上，透過全景車

窗或者坐在 VIP 座位上可盡情欣賞窗外多姿多彩的美麗全景。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山頂景觀餐廳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ASTORIA 或 FLORA 或同級旅館 



 

第 十 天  琉森【石丹峰開頂纜車+啤酒桶列車】--蘇黎世 

早餐後前往搭乘石丹峰開頂纜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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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

往搭乘啤酒桶列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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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門票參觀景點】石丹峰開頂纜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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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桶列車 Schwyz-Stoos fun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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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方便搭車 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主廚推薦 

住宿：Radisson Blu Hotel Zurich Airport 或 Mövenpick Hotel Zürich Airport 或同
級旅館 

 

  



 

第十一天 蘇黎世機場 / 香港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旅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

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向熱情的葡萄牙道聲再見，告別南歐熱情拉丁，之後帶著依依不捨

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臺北，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382 13:30 / 06:4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35 

 

 

第十二天 香港/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瑞士風景影像，趕緊回到溫暖的小

窩休息吧。很榮幸為您此趟瑞士之旅盡份心力。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國泰航空 CX474 08:15 /10:0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2:10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

前說明會為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利，若

有不便，敬請見諒。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

必「主動」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足

單人房差價；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及保證 

 

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晚餐含飲料一杯。 

◆包含全程大件行李 door to door 運送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1. 三大景觀列車：冰河列車、伯連納景觀路線、黃金列車路線 

2. 特殊景觀列車：啤酒桶列車、石丹峰高空敞篷纜車 

3. 瑞士四大名峰：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石丹峰 

4. 包含門票景點：高奈葛拉特山或冰川天堂之旅或五湖健行之旅 (彈性自由三選一)、白朗

峰、西庸古堡、圖恩湖遊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