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瑞法德 16 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高雄/香港/蘇黎世 

02 蘇黎世---盧森 

03 盧森(建議皮拉圖斯山) 

04 盧森---安德馬特---冰河列車---策馬特（下午冰河列車） 

05 策馬特(建議馬特洪峰之旅、葛內拉特觀景台) 

06 策馬特---茵特拉根（下午前往茵特拉根） 

07 茵特拉根---格林瓦德 (建議少女峰之旅) 

08 格林瓦德---茵特拉根 (建議少女峰周邊) 

09 茵特拉根---圖恩湖遊船---圖恩---伯恩 

10 伯恩---史特拉斯堡(下午火車) 

11 史特拉斯堡(建議科瑪小鎮之旅) 

12 史特拉斯堡---斯圖加特(下午火車) 

13 斯圖加特(建議海德堡之旅) 

14 斯圖加特---法蘭克福(上午市區觀光/下午火車) 

15 斯圖加特/香港/高雄 

16 高雄 

 

報價 : 二人成行 --- 每人 NTD110,000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11 項 
1. 高雄歐洲來回國泰航空經濟艙機票含稅 

2. 表列旅館共 13 晚二人一室含早餐 

3. 瑞士國鐵連續 8 日二等艙 

4. 冰河列車訂位 

5. 伯恩---巴賽爾火車二等艙 

6. 巴賽爾---史特拉斯堡火車二等艙 

7. 史特拉斯堡---斯圖加特火車二等艙 

8. 斯圖加特---法蘭克福機場火車二等艙 

9. 伍百萬 + 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10. 全程二人一台 WIFI 分享器 (每日 2.5 G / 用完降速 / 傍晚恢復 ) 

11. 詳細操作手冊及旅館地圖標示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6 天) 
 

第一天 高雄/香港/蘇黎世 

喜悅的心，是掩藏不住的。但！可別忘了出發前該帶的

物品噢！今晚前往高雄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瑞

士。今晚於機上過夜，建議您好好休息，養足精神，明

天開始精彩的歐洲之旅。 

 

 

 

 

第二天 蘇黎世---盧森 

今日上午班機抵達蘇黎世，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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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貝爾橋(Kapellbrucke) 

卡貝爾橋原建於 1333 年，是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木橋，是盧森的地標，

也是瑞士的一大旅遊景點，最早是為了防禦工事而建，橋中的八角形

高塔當時作為瞭望台、監獄等設施使用。不過可惜在 1993 年一次撞

船意外中部分橋段被焚毀，後來依靠工匠的巧手才把它原汁原味的復

原起來。橋中最特別的是有約 120 幅於十七世紀時所繪關於盧森歷史

的畫作，不過當時也大部分被燒毀，還好有遊客把作品一幅幅的拍起

來，才讓畫家能夠重現古橋的風采。 

 

垂死獅子像(Lowendenkmal) 

 

被知名文學作家馬克。吐溫所讚嘆『世界上最悲傷的獅子』

雕像，這座被稱為垂死獅子像的紀念碑，是為了紀念法國

大革命時所犧牲的數百名瑞士傭兵。獅子雕像刻畫栩栩如

生的細部表情，石獅子垂死掙扎躺臥在刻有瑞士十字圖像

的盾牌上，背部還插著劍，一臉痛苦哀傷的神情讓人為之

動容，石像旁邊的石壁刻痕就如同亂劍飛射，箭如雨下的

逼真情境在丹麥雕刻家伯特爾·托伐爾德森的巧手下呈

現，也成為遊客來盧森必看的一副佳作。 

 

第三天 盧森(建議皮拉圖斯山 / 您亦可選擇前往鐵力士山或瑞奇山或石丹峰) 

皮拉圖斯山位於盧森近郊，與瑞奇山相望，有如盧森的

雙臂，懷抱著盧森湖。從盧森的卡貝爾橋，可以遠眺皮

拉圖斯山的英姿。傳說中這座山被下過詛咒，盧森居民

畏懼，不敢登頂，1387 年有六位居民試圖登山，查探究

竟，被捕下獄；1421 年，有一隻龍飛到皮拉圖斯山，史



 

戴姆非林目睹它著陸，但過於驚嚇而昏倒，待甦醒之後，發現一顆石頭，被凝固的血包住，

具有神奇療效，並於 1509 年被官方確認，因此皮拉圖斯山，以「飛龍」作為商標。 

皮拉圖斯山的火車是全世界最陡峭的齒軌輪火車(最大傾斜坡度高達 48%)，從 5 月到 11 月

運營（隨下雪日期而定）。平均每前進 1000 米，其坡度會上升 420 米，最大的差距則達 480

米。起點在皮拉圖斯山腳，自 Alpnachstad 行經建造工程獨特的路徑，最後直抵皮拉圖斯山

山頂。皮拉圖斯峰有瑞士最長的夏季平底雪橇軌道（1,350 米）和瑞士中部最大的吊索公園

全長約 47 公里，行駛時間約 30~40 分左右。在皮拉特斯山山頂您將可以飽覽阿爾卑斯山群

以及瑞士中部的景觀。山頂上擁有視野極佳的飯店與餐廳，而這個琉森市的龍之山同時也是

纜車與齒軌輪火車(Cogwheel Railway)相會的地點。 

 

第四天 盧森---安德馬特---冰河列車---策馬特（下午前往策馬特） 

今日上午搭車前往安德馬特，下午換搭冰河列車前往策馬

特。冰河列車(Glacier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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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策馬特(建議馬特洪峰之旅、葛內拉特觀景台) 

今日建議您早點起床，欣賞最美的馬特洪峰日出。隨後

返回旅館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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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行駛超過百

年的高納葛拉特登山火車，是全歐洲最高的露天齒軌火

車，沿途一共會經過六個車站，從策馬特(Zermatt，

1620m)出發之後，接著是 Findelbach(1699m)、

Riffelalp(2211m)、Riffelberg(2582m)、Rotenboden(2815m)，然後到最後一站

Gornergrat(葛拉特，3089m)，短短 33 分鐘，攀爬 1469 公尺的高度，讓我們輕輕鬆鬆來到

3089 公尺並至葛內拉特觀景台欣賞駐足一番。 

 

第六天 策馬特---茵特拉根（上午觀光/下午前往茵特拉根） 

今日上午繼續策馬特觀光，下午搭車前往茵特拉根。瑞士

中部城鎮茵特拉根，是少女峰腳下的一個瑞士城市，也是

瑞士著名的度假勝地之一，以一年四季風景醉人著稱。作

為前往少女峰的重要門戶之一。拉丁文的原意即“兩湖之

間”，指的是位於圖恩湖（Lake Thun）及布里恩茨湖（Lake 

Brienz）之間，故又名湖間鎮，以一年四季風景醉人著稱。 

 

 

 

 

 



 

荷黑馬特公園 Höhematte 

荷黑馬特公園位於小鎮中心的廣場，是一片可以清楚眺望少

女峰身影的寬廣綠地。不論你何時從這片綠地擦身而過，都

可以隨時與少女峰的美麗相遇。這片綠地是昔日修道院的庭

園，現在則禁止興建任何建築物，以防止破壞這片美麗的景

觀。綠地被鮮花所圍繞，有噴泉、涼椅等設施，可供前來散

步的遊人觀賞、休息。 

 

 

茵特拉肯賭場 Casino Kursaal Interlaken 

茵特拉根賭場位於何維克街（Hoheweg），始建於 1859

年，於 1968 年重修，配備了 150 台遊戲機和遊戲桌，美

麗的庭院。雖然是一家賭場，但更多的是作為會議和舞會

場使用。此外。各種民眾活動和文化娛樂，如年度音樂週。

有美麗的庭院和餐館，近年來經常作為會議和舞會場所使

用。 

 

 

 

第七天 茵特拉根---格林瓦德 (建議少女峰之旅) 

今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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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芬克斯觀景台(Sphinx observation) 

觀景大廳與平台(為全歐洲海拔最高的觀景台) 

為少女峰上的另一個重要景點，一進入史芬克斯(Sphinx 

observation)觀景台，就看到「Jungfraujoch-Top of 

Europe」的藍色牆面，許多遊客到此都會與這面牆合影，

走出外頭的風很大、氣溫也很低，抬頭即可看到史芬克斯

觀景台最上方的天文台，是歐洲最高的天文台。往下看即

可看到阿雷奇冰河以及僧侶峰。 

 

今日上山會冷，請注意保暖，之後前往格林瓦德 

 

 

 

 



 

第八天 格林瓦德---茵特拉根 (建議少女峰周邊) 

今日建議您來一段人間—健行者天堂—Firs 之旅，搭纜

車前往 First 後展開一段景色迷人的旅程。亦可步行至

菲斯特懸崖步道(First Cliff Walk by Tissot)欣賞眺望格

林瓦德，美景一覽無遺。 

 

 

 

 

 

第九天 茵特拉根---圖恩湖遊船---圖恩---伯恩 

今日上午繼續茵特拉根觀光，位於瑞士著名風景區少女峰的腳

下，是各國觀光者最愛去的景點之一，其名字起源於拉丁文，

意為在布利恩茨湖（Brienzersee）與圖恩湖的兩個湖泊之間。

兩湖的遊船都由 BLS 股份公司營運，下午搭乘瑞士百年歷史的

傳統蒸氣輪船，由茵特拉根西站碼頭前往圖恩，您可欣賞瑞士

湖泊之美與阿爾卑斯山脈的壯麗。遊船抵達圖恩後，您可參觀

這圖恩湖畔的美麗小鎮，感受這中世紀古城之美。隨後下午前

往伯恩市區後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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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天 伯恩---巴賽爾---史特拉斯堡(上午觀光/下午火車) 

今日上午瑞士首都伯恩市區觀光，下午搭車至巴塞爾火車站瑞士海關辦理退稅手續後，隨後

搭車前往史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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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區經常有熊出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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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鐘塔 Zytgloggeturm 

是瑞士首都伯爾尼的一座中世紀塔樓。它建於 13 世紀初，

曾經先後作為城門守衛塔、監獄、鐘樓， 城市生活和公民

紀念中心。 時鐘塔已經存在了 800 年，儘管經歷了多次整

修，鐘塔及其 15 世紀天文鐘，仍是伯爾尼最知名的象徵，

一個主要的旅遊景點。它被列為瑞士國家財產，是世界遺

產項目伯爾尼老城的一部分。 

 

 

 



 

伯恩大教堂 Berner Münster 

伯恩大教堂是一座哥德式大教堂，位於瑞士首都伯爾尼市中心南部，

北臨座堂街，西面的正立面主宰著座堂廣場。教堂用砂岩砌築，長 84.2

米，寬 33.68 米。始建於 1421 年。其鐘樓高達 100.6 米，直到 1893

年才完成。它是瑞士最高的教堂，被列為國家文化財產。 

 

聯邦廣場 

現代的聯邦廣場原是圍繞第二道城牆的壕溝的一部分。 

1765 年，在 Ballenhaus 和 Holzwerkhof 之間建了一個廣

場。 Ballenhaus 於 1820 年被拆除，為賭場讓路，位於今

天聯邦廣場 15 號議會東翼的所在地。 Holzwerkhof 被拆

除，為聯邦宮西翼讓路，位於聯邦街（Bundesgasse）1 號。

新廣場的修建是由 Niklaus Hebler 監督，他在廣場上種植

椴樹，在南側圍起一道欄杆，在此可以俯瞰下城和阿勒河。 

1894 年和 1900 年之間，修建新的聯邦宮，為擴大廣場，

拆除了許多建築物。它位於聯邦宮前面，是世界遺產項目伯恩老城的一部分。 

下午搭乘火車前往巴賽爾，隨後轉車前往史特拉斯堡。 

 

第十一天 史特拉斯堡(建議科瑪小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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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搭區

域列車返回史特拉斯堡。 

 

 

第十二天 史特拉斯堡---斯圖加特(上午觀光/下午火車) 

今日上午繼續史特拉斯堡觀光，法語意指「街道城堡」。

位於法國國土的東端，與德國隔萊茵河相望，是法國亞爾

薩斯大區和下萊茵省的首府。史特拉斯堡的歷史中心位於

伊爾河兩條支流環繞的大島，這一區域擁有中世紀以來的

大量精美建築，包括史特拉斯堡大教堂，1988 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首次有一個城市

的整個市中心區域獲此榮譽。 

 

 

史特拉斯堡座堂為天主教史特拉斯堡總教區的主教座堂。雖然實際

上其有一部份屬於羅曼式建築，但史特拉斯堡座堂被廣泛視為哥德

式建築的代表建築之一，也曾以 142公尺的高度在1647年至1874

年的 227 年間成為世界最高建築，現在依然是世界第六高教堂。 

克勒貝爾廣場是斯特拉斯堡市中心區最大的廣場，該市商業區的心

臟，1840 年，以 1753 年出生於斯特拉斯堡的克勒貝爾將軍命名。

廣場上有克勒貝爾雕像，下面是他的遺體。廣場北側是黎明宮（Aubette），由布隆代爾建

於 1765 年至 1772 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8%8C%B5%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88%BE%E8%96%A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88%BE%E8%96%A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8%8E%B1%E8%8C%B5%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2%9B_(%E6%96%AF%E7%89%B9%E6%8B%89%E6%96%AF%E5%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7%89%B9%E6%8B%89%E6%96%AF%E5%A0%A1%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3%80%81%E7%A7%91%E5%AD%A6%E5%8F%8A%E6%96%87%E5%8C%96%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3%80%81%E7%A7%91%E5%AD%A6%E5%8F%8A%E6%96%87%E5%8C%96%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克勒貝爾廣場所在的斯特拉斯堡的歷史中心區大島，在 1988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這是首次

整個市中心區得到如此榮譽。這個城市的大多數奢侈品牌都開設在這個地區。 

下午搭車前往斯圖加特。斯圖加特是一富足且璀璨的城

市。可在火車站正前方最熱鬧的購物大街—國王街好好

享受購物樂趣。國王街是斯圖加特的旅遊中心，一到兩

公里的徒步區中，不管是精品店、餐廳、藥局、百貨公

司、家電用品店等，應有盡有。不間斷的徒步區，讓你

在逛街購物的時候，不需要擔心自身的交通安危，並且

可以在此區邊逛街，邊享受美食。也可以前往保時捷博物館：全新保時捷博物館已於 2009

年元月 31 日正式與大家見面！您可一覽其大膽前衛的外觀設計。保時捷博物館佔地 5,600

平方公尺的展示空間由三座強化水泥基柱所支撐，看起來就像是懸浮於半空中一般凌動韻

逸。或是前往賓士汽車博物館參觀：賓士汽車博物館，耗資一億五千萬歐元，以兩年半時間

完工，於 2006 年 5 月 19 日在斯圖加特正式開幕，建築界的新典範，為全世界唯一能將具有

120 年歷史的汽車發展史從第一天開始，完整呈現世人眼前的博物館。 

 

第十三天 斯圖加特(建議海德堡之旅) 

今日上午前往德國最著名的古老大學城—海德堡，

海德堡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傳統和現代混合體。過去

它曾是科學和藝術的中心，如今的海德堡延續傳

統，在城市內和城市附近建有許多研究中心。海德

堡不僅有著引以為榮的中世紀城堡，歐洲最古老的

教育機構之海德堡大學亦座落其中。自古以來即是

以學生之城聞名，許多藝術家及詩人都造訪過此

地，最有名的詩人歌德的愛情故事便是在此發生。舊城狹小的街道、古橋、教堂、海德堡大

學、古堡與大酒桶都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 

 

第十四天 斯圖加特---法蘭克福(上午觀光/下午火車) 

上午繼續觀斯圖加特觀光，下午搭車前往法蘭克福。法蘭克福位於德國西部的黑森邦，是萊

茵水系美茵河岸的大城，也是德國中部與西南各邦人口最多的城市。法蘭克福是歌德的誕生

地，這位德國最受景仰的人文思想家，他的名字與德意志文化的傳承及傳播緊緊相連。法蘭

克福大學即以歌德之名為大學命名，德國政府也在世界各地成立「歌德學院」致力於德語教

學。歌德在德語文化世界具備國粹瑰寶的地位，讓法蘭克福這座城市始終散發著與有榮焉的

光彩。 

 

羅馬人之丘 Römerberg 

羅馬廣場（Römerberg）是自中世紀以來法蘭克福的市政廳

廣場，面積約 4000 平方米，位於法蘭克福老城的中心。位於

美茵河鐵橋以北，西側為市政廳，南側為老尼可拉教堂，東

面 200 米外就是該市的發源地法蘭克福主教座堂。1944 年，

該廣場受到英國空軍的猛烈空襲，幾乎全毀，戰後重建。現

在這裡是法蘭克福最重要的城市廣場，該市和德國的客廳。

廣場正中央的正義女神像，面對著市政廳昂然而立，手持天

秤與劍，儼然成為這個城市的精神象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BE%B7%E5%A0%A1%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A3%A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8C%B5%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8C%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98%AD%E5%85%8B%E7%A6%8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98%AD%E5%85%8B%E7%A6%8F%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8C%E5%BE%B7%E5%AD%B8%E9%99%A2


法蘭克福主教座堂 (Dom Sankt Bartholomäus) 

法蘭克福大教堂全名聖巴爾多祿茂主教座堂（Kaiserdom St. 

Bartholomäus），是德國城市法蘭克福最重要的教堂。教堂為哥特風格，

始建於 14 世紀。經歷 17 世紀的大火和二戰時的轟炸，教堂多次受損和重

建。因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王們在此選舉並加冕，使得它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最

重要的建築之一。在教堂的寶庫內陳列有大主教們在加冕典禮時所穿的華麗

衣袍，可以說是德意志帝國的重要象徵地。 

采爾街 Zeil 

采爾街（Zeil）是法蘭克福一處高級的綜合性消費場所，號

稱步行者天堂。它由是意大利明星建築師馬西米里亞諾·福

克薩斯 (Massimiliano Fuksas) 設計的，於 2009 年開業。

它的入口是一個漏斗狀凹陷的玻璃幕牆，其旋轉的形狀彷彿

要把顧客吸入這座建築物中。采爾街雲集了國際的知名品

牌、服飾和飾品挂件。各品牌店鋪之間附設的咖啡館，可以

讓您享受到一種悠閒的溫馨。這裡還有歐洲最長的獨立自動

扶梯——其長度達到 48 米，令人印象深刻。 

第十五天 法蘭克福/香港/高雄 

今日上午整理行裝，步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第十六天 高雄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

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休息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

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

很榮幸能為您此趟歐洲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能再度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