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德國深度全覽 20 天 

四大景觀遊船 五大觀光大道 九大世界文化遺產 楚格峰攬勝 

 

 

 

 

 

 

 

 

 

 

 

 

 

 

 

 

 

 

 

 

 

 

 

 

 

 

 

 

 

 

 

 

 

 

 

 

 

 



行程特色： 

【德國的風景明信片-夢幻城堡新天鵝堡之旅】新天鵝堡乃巴伐利亞國王魯道夫二世，為實現其一生

理想表現出中古世紀騎士精神所建而成的夢幻城堡；城堡的最初草稿為劇院畫家與舞臺設計者所創

造，故使其保有如夢如幻的不真實感，讓人怦然心動。 

國王湖的湖水呈現翡翠綠色，清澈見底，是著名的旅遊勝地。 

 

【德國前三大城導覽】 

(1)柏林：德國首都及第一大城，無論是從文化、政治、傳媒還是科學上都稱的上是世界級城市。 

(2)漢堡：德國第二大城市，也是德國最大的港口，德國最富庶的城市，漫步其間可以體驗漢堡這座

貿易之城與漢薩同盟城市的傳統與現代之美。 

(3)慕尼黑：是德國南部第一大城，全德國第三大城市，一座熱情好客又擁有悠久傳統的國際化大都

市，它迷人、恬靜、繁華、如夢似幻，是德國的生活品味之都。 

 

【德國四大景觀遊船】 

(1)萊茵河遊船之旅：沿岸田園景色伴著莊嚴的古堡矗立，極為美麗壯觀。 

(2)呂貝克運河遊船：呂貝克被運河所包圍，市區聳立了無數的高塔和鐘樓，依然保有中世紀商貿中

心的特質。 

(3)盧貝瑙史普雷河遊船：乘坐傳統的★平板船，由當地的船夫撐篙漫遊此水道，兩岸垂柳民家，悠

遊於世外桃源，讓人忘卻世俗煩惱 

(4)蒂蒂湖遊船：黑森林區的蒂蒂湖之旅，湖光山色、綺麗美景，讓人讚嘆不已。 

 

【德國五大觀光大道】  

★羅曼蒂克大道：沿路上盡是華麗的古堡宮殿、莊嚴的教堂建築以及悠閒純樸的鄉間景色，來到德

國巴伐利亞，沿著經典路線，享受最極致的德國浪漫體驗。 

(1)烏茲堡：羅曼蒂克大道的起點，城堡、葡萄園、田園、教堂組成的浪漫之路。 

(2)羅騰堡：有《中世紀的珠寶》之稱，完整城牆、城門，石頭街道上盡是一棟棟童話般的屋。 

(3)奧伯拉瑪高(壁畫村)：位於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的南端，座落在德國最高的山峰楚格峰和最著名的

童話城堡新天鵝堡之間，以壁畫、木雕、耶穌受難劇三項特色聞名於世，被稱為《德國的壁畫村》 

 

★童話大道：伴隨著孩子成長的格林童話為主題，連結格林兄弟出生成長背景，以及他們蒐集民間

故事的各個大小城鎮，漫步於其中，就如同翻過一頁頁的童話故事書，你將發現睡美人、白雪公

主、小紅帽的蹤跡，沈浸在童話世界中，帶你找回兒時的美好回憶！ 

(1)艾爾斯菲爾德(Alsfeld)：小紅帽的家鄉，城裏有許多中世紀建築物可參觀，大部分是 14 世紀以後

的半木造房子，由於整個城鎮的保護良好，因而獲選為歐洲古跡保護的模範城市。 

(2)馬堡：童話大道上的大學城、亦是格林兄弟求學之地，在這中世紀就已發展出的城市裡，窄巷中

的咖啡館、書店、骨董店或精緻的創意商品小店，皆讓您細細品味。 

 (3)卡塞爾：位於童話大道的中心，格林兄弟曾在此地就讀中學並啟蒙對童話感興趣和動筆寫作的發

源地，是睡美人、白雪公主、灰姑娘等故事的誕生地，也是格林童話主要蒐集而成的地點，醞釀

出許多令人傳頌的有名故事。 

(4)不來梅：帶來幸福的不來梅動物樂隊 - 驢子、獵狗、貓、公雞，四隻動物組成的樂隊趕走了強盜，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在不來梅這個美麗城市，我們探詢著童話故事，回到童真的美好時刻。 

 



★古堡大道：在古堡大道上。沿途有數不清的中古世紀風格的鄉村、七十餘座大大小小的古堡、百餘

座具有歷史價值的博物館和古建築 

(1)海德堡：被歌德譽為「把心遺忘的地方」的海德堡，因城內的大型古堡海德堡而得名。城區內充

滿了浪漫主義情懷，更重要的還在於海德堡大學，它是德國哲學的搖籃。這座小城濃郁的學術氣

氛里，有著擋不住的青春氣息。 

(2)紐倫堡：為德國最大型色彩濃厚的中世紀古城，曾是多位德意志皇帝誕生和居住地，城區保留了

在十三世紀修築的城牆環繞著整個紐倫堡，擁有眾多的古城木屋、維持昔日風貌的街道，更為傳

說中著名芭蕾舞劇『胡桃鉗』的背景舞台，歷史的交錯彙織出昔日城市光芒。 

 

★仙蹤大道： 

(1)巴登巴登：位于黑森林的脚下，景色怡人，是美好時代(Belle Epoque)時期富賈和名流的聚會場所，

如今是享譽世界的浴場和文化之都。 

(2)黑森林區：德國西南部因為種植大量的松樹與杉樹，色彩上呈現濃濃的墨綠色，有「黑森林」之

稱，綿延 150 公里的山丘被大片松杉林木覆蓋，精美別緻的咕咕鐘和散發濃郁酒香的黑森林蛋糕

形成我們對這裡的初步認識，若進一步探訪森林中歷史悠久的小鎮，面紗之下的黑森林會向你展

現更多元的魅力。 

 

★歌德大道： 

(1)威瑪：是一個充滿古典文化氣息的小城市，在這個城市裡不僅有德國文學巨擘歌德與席勒的足跡，

也有音樂家巴哈與李斯特譜出的音符在空氣中迴盪，威瑪古典主義 (Weimarer Klassik) 和包浩斯 

(Bauhaus) 至今仍是魏瑪豐富而和諧的文化思想的燈塔。 

(2)萊比錫：德國重新統一後，萊比錫被世人稱為“英雄之城”。這座城市也與諸多偉大的音樂家、

指揮家和作曲家密不可，是德國重要的古典音樂之城。 

 

【德國九大世界遺產景點】 

科隆大教堂(1996 年)、瓦特堡(1999)、威廉高地公園(2013)、不萊梅市政廳和羅蘭雕像(2004)、呂貝

克(1987)、柏林博物館島(1999)、波茨坦無憂宮(1990)、包浩斯建築(1996)、威斯教堂(1983) 

【德國地區風味餐食】  

◎全程飯店內享用美式早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西式料理三道式 

◎德國香烤豬腳風味餐 

◎百年餐廳船員公會之家魚排風味餐 

◎北德水煮豬腳風味餐 

◎巴斯泰景觀餐廳西式餐 

◎薩克森牛肉風味餐 

◎百年巴伐利亞皇家啤酒餐廳香腸風味餐+啤酒 

◎新天鵝堡山腳下烤雞風味餐 

◎蒂蒂湖區鱒魚餐+黑森林蛋糕 

◎楚格峰景觀餐廳西式餐 

◎海德堡百年騎士之家餐廳 

◎法式亞爾薩斯風味餐 

◎中日式自助餐+火鍋 

 



出發日期：5/20  6/10  6/24  7/08  7/22  8/05  9/09  9/23 (週一出發) 

 

第 01 天 台北曼谷法蘭克福 FRANKFURT 

 TG 635/920 2005/2250、2345/0600+1 (飛行時間：03：45、11：15 時) 

今日搭機經曼谷轉機飛往德國商業大城法蘭克福，夜宿機上，於次日清晨抵達。 

[早] X [午] X [晚] X 

[宿] 機上 

 

第 02 天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德國) 115km－萊茵河遊船 RHINE CRUISE－125km 科隆 KOLN 

 法蘭克福是德國摩天高樓最密集的城市，也是車展及書展規模世界第一的城市。不僅如

此，他也是大文豪歌德的故鄉，步行參觀▲羅馬廣場（Römerberg）、▲舊市政廳（Römer），

精美的半木造古老建築物是法蘭克福最古老的建築。接續瀏覽▲哥德故居（Frankfurt 

Goethe House）、▲主教座堂（Frankfurt Cathedral）等地。歐洲第三長河的萊茵河，河畔古城、

葡萄酒莊，妝點出溫柔婉約的形象，自古以來多少墨客騷人，無不沉醉在其優雅意境。抵

達後，驅車前往萊茵河谷，安排搭乘★萊茵河遊船欣賞萊茵河兩岸秀麗的景緻，忽見優雅

的蘿蕾萊岩石矗立於河岸，彷彿仍在吟唱著悅耳旋律；而造型獨特，亦為唯一位於萊茵河

中的普法爾茲城堡，法國大文豪雨果更譽其為『萊茵河中永恆漂流的石船』。隨後前往德

國第四大城，亦為古龍水發源地之科隆，抵達後參觀宏偉壯觀的 ▲科隆大教堂，此教堂

是德國境內最大的哥德式建築，塔高達157公尺，教堂內外古雅精緻的雕像與繪畫如果逢上

管風琴演奏頃聽響徹堂內的雄厚樂音，那股超世俗的氣氛，更令您油然而生虔敬之心。 

[早] 機上套餐 [午] 德國香烤豬腳風味餐 [晚] 中式七菜一湯 

[宿] MERCURE HOTEL SEVERINSHOF CITY 或 LEONARDO KOELN 或同級 

 

第 03 天 科隆 KOLN188km 馬堡 MARBURG43km 艾爾斯菲爾德 ALSFELD89 km 艾森納赫 EISENACH 

 馬堡：童話大道上的大學城、亦是格林兄弟求學之地，在這中世紀就已發展出的城市裡，

窄巷中的咖啡館、書店、骨董店或精緻的創意商品小店，皆讓您細細品味，▲市集廣場及

古色古香的▲市政廳，亦讓人生思古之幽情。 

艾爾斯菲爾德：座落於德國北黑森州，小鎮雖小卻名聞遐邇，是一座精緻得好像工藝品的

小城，於1975年被列為歐洲的模範城市，它不僅是小紅帽之鄉的門戶城市，也是德國旅遊

童話之路、木架屋之路上不可錯過的歷史古城之一。漫步阿斯菲爾德典型傳統半木造房

屋，16世紀建造的舊市政廳，映襯著藍天白雲，木架簡單明瞭的線條將市政廳勾勒得格外

清晰，沒有一絲矯揉造作的痕跡，環繞四周的都是古意盎然的木結構建築和原汁原味的風

景如畫的小巷，彷彿進入了童話世界。市政廳旁的山形屋是1538年的葡萄酒屋，酒屋的外

觀極為講究，紅色的屋頂，梯形山牆，半橢圓窗以及窗前鮮豔奪目花盆，把酒屋裝飾得美

輪美奐，兩者都是當地的代表特色建築，在酒屋後面，有座大名鼎鼎的▲小紅帽噴泉。 

接續前往大音樂家巴哈的出生地艾森納赫，參觀1999年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瓦特

堡，近代德語的發源地，馬丁路德就是在這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奠定了現代德語的基礎。

這裡也是「唐懷瑟」劇中的背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在建造新天鵝堡前，也曾拜

訪過瓦特堡，並以其為構想建造了自己的夢幻城堡。接著參觀音樂家★巴哈故居。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德式料理 [晚] 中式七菜一湯 

[宿] IBIS HOTEL 或 STEIGENBERGER HOTEL 或 PENTA 或同級 

 



第 04 天 艾森納赫 EISENACH－92km 卡塞爾 KASSEL－ 168km 漢諾威 HANNOVER 

 早餐後前往位於童話大道的中心-卡塞爾。卡塞爾，格林兄弟曾在此地就讀中學並啟蒙對童

話感興趣和動筆寫作的發源地，是睡美人、白雪公主、灰姑娘等故事的誕生地，為格林兄

弟居住長 24 年(1805～1829)的地方，也是格林童話主要蒐集而成的地點，醞釀出許多令人

傳頌的有名故事，卡塞爾與童話大道上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是這裡大多是磚瓦砌成的建

築，★格林兄弟博物館：展示從世界各國收集格林兄弟編簒的作品、手稿、繪畫、書信以

及以中文書寫的格林童話，都是館中的收藏（館內不能拍照）。前往 ★威廉高地公園：

卡塞爾最重要的地標之一，是歐洲最大的依山而建的公園，並且是世界第二大的建在山坡

上的公園。居高臨下的風景能欣賞到威廉郝艾宮、音樂噴泉與遠方的海克力斯雕像連成一

氣的情境。建造當時以義大利公園為範本，隨著潮流時勢的蛻變，被修改為英式花園的風

格，是全歐洲最大的巴洛克風格高地公園。結合療養溫泉度假休閒水景藝術，還有暖房、

塔樓、茶坊，是當時頗受歡迎的度假場所，為德國浪漫風格盛行時所遺留下來的造景傑作。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德式料理 [晚]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 WYNDHAM HANNOVER ATRIUM 或 NOVOTEL 或 MERCURE HOTEL 或同級 

 

第 05 天 漢諾威 HANNOVER－135km 不萊梅 BREMEN－ 127km 漢堡 HAMBURG 

 早餐過後前往不萊梅：位於童話大道北端起點，是德國北部觀光重鎮。它在古時的漢薩同

盟時代就是一座貿易大城，也是德國僅次於漢堡的第二大港，同時也是童話大道的終點

站。城內童話故事般的紅瓦石板地，為小鎮營造出迷人的中世紀風采，走訪舊市區：參觀

▲市政廳以及漢薩同盟時代自由都市權力象徵的 ▲羅蘭雕像（UNESCO 2004），此外

更不能錯過童話故事中由驢子、狗、貓、公雞組成的▲不萊梅音樂隊雕像。 

午後來到德國最大最現代化海港的港灣都市漢堡。漢堡是德國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文化

與藝術之都。易北河、畢勒河流經市區，與多個港灣、湖泊、運河水道及兩千多座橋樑，

構成媲美水都威尼斯的風情，是德國最美麗的水都。城市之中的美景與河流上的倒影相互

輝映著，成為了漢堡很引以為傲的景致之一。十四世紀時因為漢薩同盟的興盛，所以奠定

了漢堡成為波羅的海地區貿易大港的地位，因此，水對漢堡來說代表著希望無窮的意思。

漢堡現在在德國的地位，已不再只是一個城市，而是德國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除此之

外，漢堡市中心的內阿斯特湖以及周邊的水道，將整座城市照得發亮，水水亮亮的美麗都

市當屬漢堡所有。也因此處處可見美景，其間還穿插有購物區、精品街等，更顯得光鮮亮

麗。當然除了這些美麗、精緻的市中心景點之外，在自由開放的港都，也有遊客不能錯過

的紅燈區，這是漢堡市港區特有的另類風情。 

爾後，參觀位於阿斯塔運河畔，完成於 19 世紀後期新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的市政廳及聖佩

特利教堂。▲市政廳的建築是一棟新文藝復興式建築，表面雕工細緻，左右對稱的建築特

色也很吸引人，幾何造型美麗的尖塔，呈現出了市政廳的壯觀，屋頂的銅綠磚瓦，亦顯露

出歷經歲月的風華。▲聖佩特利教堂高約 132 公尺，18 世紀時曾是世界最高的教堂。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 德式料理 

[宿] HOLIDAYN INN 或 NH HAMBURG 或 LEONARDO HAMBURG STILLHORN 或同級 

 

 

 

 

 



第 06 天 漢堡 HAMBURG－71km 呂貝克 LUBECK++ICE 高速列車++柏林 BERLIN 

 上午專車來到德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古城 呂貝克，早於中世紀己成為「漢撒同盟」的

盟主都市；▲呂貝克舊城區、運河遊船：16 世紀時為歐洲北部的主要商業中心，更是

「漢撒同盟」(HanseaticLeague)的首都，在二戰時曾遭受損害，呂北克仍然保存著 15、

16 世紀羅馬貴族官邸、教堂、鹽倉建築與公共建設等，這裡也是｢無汽車之城」，全市

有將近一半的人騎自行車上班上學，以擁有最美麗的舊城區而出名，在此我們也安排

搭乘★遊船一覽古城運河的風光。午後返回漢堡車站，搭乘德國高速鐵路 ICE 列車，

在平穩快速之中抵達首都柏林。前往首都柏林。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百年餐廳魚排風味餐 [晚]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 NH MITTE 或 MARITIM 或 HOLIDAY INN 

 

第 07 天 柏林市區深度遊 

 早餐之後展開柏林的觀光：菩提樹下大街是一條東西走向的林蔭大道，從西端的布蘭登堡 

門向東延伸到施普雷河中間的博物館島和柏林大教堂，曾經是柏林的首屈一指的景觀長

廊，許多古典建築排列兩旁，▲布蘭登堡門是柏林和德國的標誌和結束分裂的象徵。它以

雅典衛城的城門作為藍本，並在門頂上複製四馬戰車上的勝利女神維多利亞雕塑。在 1990 

年 10 月 3 日兩德統一之前，這裡一直是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菩提樹下大道，漫步於大

道上便可見到柏林大教堂的綠色圓頂，大教堂是一座文藝復興式的華麗建築。市區導覽：

▲威廉大帝紀念教堂、及代表德國最前衛的現代建築▲國會大廈，昔日東德向世人炫耀的

地標▲電視塔。 

特別安排位於德國 柏林博物館島的★貝加蒙博物館，興建於 1910 年到 1930 年。貝加蒙

博物館包括古典收藏、中東博物館，以及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收藏有複製的原來尺寸的紀

念性建築物，如來自小亞細亞佩加蒙祭壇、米利都市場大門，以及巴比倫的伊什塔爾城門。

貝加蒙博物館每年有 100 多萬人次參觀，為德國訪客最多的博物館。來到位於柏林市中心

的腓特烈大街上的▲查理檢查哨，這裡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

查點。該檢查站通常為盟軍人員和外交官使用。從這個檢查哨往北去，即進入民主德國的

首都東柏林，反之往南則是進入聯邦德國的西柏林。柏林圍牆拆除後，此檢查哨一度被拆

除，而後又被復建，成為柏林旅遊的重要景點。接著尋著歷史的遺跡來到▲柏林圍牆遺址，

一開始時柏林圍牆只是臨時的隔離牆，後來東德政府卻把它當作是完美的邊境。兩德統一

後僅存的柏林圍牆遺址變身成世界最大的露天畫廊(又稱東邊畫廊)，位於柏林東火車站至

奧伯鮑姆橋之間，1990 年 9 月 28 日由來自 21 個國家的 180 位藝術家，在長達 1,316 公尺

的圍牆遺址，創作了各種不同主題的繪畫。東邊畫廊(Ostbahnohof)最著名的畫作，公認為 

Dimitri Vrube 的兄弟之吻、Gunther Schaefer 的祖國、Gerhard Lahr 的柏林-紐約。。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 北德水煮豬腳風味餐 

[宿] NH MITTE 或 MARITIM 或 HOLIDAY INN 

 

 

 

 

 

 

 



第 08 天 柏林－35 km 波茨坦 POTSDAM－106 km 盧貝瑙 LUBBENAU【施普雷河森林】－32KM 科

特布斯 Cottbus 

 早餐後，專車前往二次大戰大戰後決定德國命運的會議地點：波茲坦，有『哈弗爾河畔上

的明珠』之稱的波茲坦，首先前往拜訪於 1945 年召開波茨坦會議之所的★塞琪琳霍夫宮以

及 ★無憂宮，此一原普魯士國王菲特烈大帝之夏日行宮，無憂宮宮殿建築與其美麗寬廣

的公園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廣大的腹地內散佈著多座宮殿、劇院、美術館等，洋溢著

一股優雅的氣氛。 

盧貝瑙當地居民大多數是斯拉夫人的後裔梭博人，為德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常常穿著傳統

民族服裝。木造房屋各個面河而立，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自家門前都有小船塢，

就連郵差送信也得撐篙走水路，別有一番「水上人家」的生活情趣。一早前往百萬年前冰

河時期遺留下來的河道－施普雷河，乘坐傳統的★平板船，由當地的船夫撐篙漫遊此水 

道，兩岸垂柳民家，悠遊於世外桃源，讓人忘卻世俗煩惱。河川為 2 萬年前冰河融化形成

的，由於施普雷河自然環境及文化保存良好，於 1991 年被 UNESCO 列為生態保護區。之 

後前往鄰近的城市－科特布斯住宿。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中日式亞洲風味自助餐 [晚] 德式料理 

[宿] RADISSON BLU HOTEL或LINDER CONGRESS COTTBUS或 SORAT COTTBUS或同級 

 

第 09 天 科特布斯 COTTBUS118km 巴斯泰石林岩堡 BASTEI 42 km 德勒斯登 DRESDEN 

 

 

早晨前往巴斯提，參觀德捷邊界的薩克森瑞士國家公園（Sachsische Schweiz National Park），

此地有著中歐最著名，景色最優美的石林區，涵蓋 360 平方公里的易北河砂岩山區，遠

從白堊紀時代開始，歷經長期河川侵蝕，形成了目前的峽谷地形。其中最著名的★巴斯泰

石林岩堡，因侵蝕作用而形成許多一百公尺以上斷崖，奇岩絕壁，壯麗風景令人讚嘆不已，

更被稱為歐洲最美的「大自然劇場」。 

午後來到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德勒斯登，德勒斯登是一個擁有八百年歷史的城市，位在

柏林的下方，易北河把城市分成二邊，沿著易北河，遠處宏偉的大橋和城堡、依著山坡而

建的房子、青翠的草地上悠閒吃著草的羊、還有被陽光照的點點發亮的河水，隨處是美景，

特別安排您參觀薩克森公國時期的巴洛克式建築代表如▲舊宮殿、宏偉的▲聖母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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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大

師美術館：位在茲溫格宮內的古代大師美術館，收藏了近 2000 件珍貴的藝術家作品。讓您

一睹鎮館三寶－拉斐爾的「西斯汀聖母」、林布蘭的「Saskia 的自畫像」及 

杜勒的「瑪麗亞的七苦」。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巴斯泰景觀餐廳西式餐 [晚]薩克森牛肉風味餐 

[宿] WYNDHAM GARDEN DRESDEN 或 ART'OTEL DRESDEN 或同級 

 

 

 

 

 

 

 

 

 



第 10 天 德瑞斯登 DRESDEN67km 邁森 MEISSEN104km 萊比錫 LEIPZIG 

 早晨驅車前往邁森小鎮，參觀著名的★瓷器博物館。邁森以生產歐洲最具代表性的邁森瓷

器而聞名，連部分教堂的鐘、壁畫都是以瓷器製作，藝術性極高。在此您可漫步小鎮細細

品味製作精巧的瓷器，購買您喜愛的小飾物！ 

之後前往德國的古典樂之城─萊比錫，抵達參觀★巴哈博物館：這座博這物館紀念了史上

最偉大的古典音樂作曲家之一，您可以在這裡更認識他的生平與作品，尋訪這位音樂天才

獲得啟發的歷程。您還能隨著館內一系列的展覽了解巴哈一生的故事，探索他的生命旅

程。您會發現巴哈生於音樂世家；此外，可別忘了觀賞巴洛克時期的樂器。巴哈一生投注

了許多心血在測試與研究管風琴，其中一架就展示於博物館內。博物館裡有一部分的藝

廊，是以巴哈在萊比錫的時光為主題。記得善加利用城市的觸控式電子平面地圖，幫助您

更認識巴哈在此度過的歲月。▲聖尼古拉教堂：為萊比錫最大的教堂，初建於 1165 年，混

合了羅馬式與後期哥德式的建築風格，教堂內以椰樹狀的巨柱為裝飾的主軸，1989 年兩德

統一前，當時東德的民主即是發源於此。▲聖湯瑪斯教堂：18 世紀時巴哈擔任聖湯瑪斯教 

會唱詩班的指揮兼管風琴師，多首巴哈著名的創作，皆在此首演。有鑒於他對聖湯瑪斯教

堂的奉獻，其墳墓於 1950 年遷至此。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德式料理 [晚]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 NH MESSE HOTEL 或 MARRIOTT HOTEL 或 NH ZENTRUM 或同級 

 

第 11 天 萊比錫 LEIPZIG129km 威瑪 WEIMAR210km 烏茲堡 WURZBURG 

 早餐後午餐後前往威瑪，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曾經這樣形容威瑪：「威瑪並非是有公園的

城市，而是有城市的公園。」抵達後展開公園城市之旅：古典的威瑪是個有著顯赫歷史的

城市；十八世紀是歐洲文學、音樂、藝術中心，不少歷史名人皆在此留下足跡：文學家歌

德與席勒、哲學家赫德、音樂家巴哈、李斯特等。德國的第一部憲法也在威瑪頒布。兩次

大戰之間的和平時期也稱之為威瑪共和。影響近代工業藝術與建築甚深的包浩斯也在威瑪

創校。包浩斯學校是一所二十世紀初創立的藝術與建築學校，其目的就是要育藝術於生活

應用中；而★包浩斯博物館裡展出著創校初期學生的設計成果，城內的 ▲包浩斯建築與

▲古城區分別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參觀大文豪★歌德故居：歌德在威瑪生活了 58 年，並

於這裡寫詩、研究都市計畫、參與國民戲院建築和國家政治。▲國民戲院藝術政治中心前

的廣場上，矗立著【歌德】和【席勒】的巨大銅像，歌德與席勒同握一束花環，述說兩人

情誼深厚。之後前往烏茲堡，由城堡、葡萄園、田園、教堂組成的浪漫之路，正如小時候

看的綠野仙蹤的童話世界。聖奇李安（San Kilian）聖人仍舊站在 500 多年歷史的▲舊緬因

老橋守護著烏茲堡；料誰都會忌妒這座醇美巴洛克風格的城市；衣服可以混搭，建築物也

可以混搭！在這裡您可以找到高聳的哥德式塔樓混合青蔥頭或圓頂的教堂和建築，再搭上

愛搞怪的巴洛克立面。舊緬因石橋是縮小版的查理布朗大橋，橋上立著 12 位栩栩如生的

聖人塑像；找找看 12 聖人中哪個人的臉正好對著丘陵上的瑪麗恩堡要塞。古樸的▲市政

廳廣場上聳立著亮眼的▲瑪麗亞聖母教堂，血紅哥德式的柱體和廣場其他建築相比實在搶

眼又特殊。爾後給您些許的時間，盡情漫步於這座步調緩慢的城市中，感受烏茲堡獨有的

雅緻與細膩。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 德式料理 

[宿] NOVOTEL WURZBURG 或 MARITIM WURZBURG 或 MAIN HOTEL ECKERT 或同級 

 

 



第 12 天 烏茲堡 WURZBURG－56km 羅騰堡 ROTHENBURG－85km 紐倫堡 NUREMBERG－112km 雷

根斯堡 REGENSBURG 

 早餐後前往羅騰堡:位於城堡大道與浪漫之路的交會上，素有《中世紀的珠寶》之稱，充份

保持著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城市的風貌，而▲馬克廣場、▲市政廳、▲古時鐘等皆是重

要的景點；漫步在鵝卵石街道，兩旁是未被損壞的歌德式和文藝復興式的建築，走進彎彎

曲曲的長廊，一座鐘樓、一個巷口都藏著一段故事、一段歷史的延續，宛如時光倒流。雖

然上帝不想讓時間在人間駐足，然而時間在有些地方卻不願往前走，德國的羅騰堡就是這 

樣的地方，可以說他又古典又浪漫。 

午後前往法蘭根瑞士區的第一大都市-紐倫堡。紐倫堡歷史悠久，曾痛苦的在狂人希特勒暴

力陰影下生存，戰後因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大審而聲名大噪的都市。紐倫堡提出的『紐

倫堡法令』由兩項法規組成：一項是『帝國公民法』：剝奪了全體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

另一項是德國人的『種族保障法』：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公民或日耳曼血統公民結婚。參觀

市集廣場上雕鏤細膩的▲美之泉雕像及▲聖羅倫茲教堂，聖羅倫茲教堂是紐倫堡三座珍貴 

教堂之一，建於 1250 年，為哥徳式風格建築，外觀可見高聳的尖塔和玫瑰窗，教堂內收藏

的藝術品如德國知名雕刻家 Veit Stoss 的「天使的祝福」；您可在市區眺望帝王城堡。傍晚

前往雷根斯堡住宿。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德式料理 [晚] 德式料理 

[宿] MERCURE HOTEL REGENSBURG 或 ATRIUM PARK 或 BEST WESTERN HOTE 或同級 

 

第 13 天 雷根斯堡 REGENSBURG－197km 國王湖－98km 慕尼黑 MUNICH 

 早餐後沿著阿爾卑斯山如詩如畫般迷人的風景來到了國王湖，她位於巴伐利亞州的東南

端，座落在瓦茨曼山、石海和哈根山之間，宛如一個峽灣，湖水呈現翡翠綠色，清澈見底，

即使在盛夏，也維持冰涼水溫和水晶般碧綠湖面。★遊船參觀西岸中段半島上▲聖巴多羅

梅教堂，醒目的紅色洋蔥圓穹頂已成為國王湖的標誌。午後前往巴伐利亞省(又稱拜恩)的

首府－慕尼黑是，德國第三大城。在 1918 年被德國聯邦政府合併以前，巴伐利亞還是一

個獨立王國，擁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色，其王國首都慕尼黑更與巴黎和羅馬看齊，同被視為

文化藝術之都。有名的 BMW 商標上藍白相間的菱格，正是巴伐利亞邦的邦旗配色。而聞

名的慕尼黑啤酒，更是每位旅客來訪時不能錯過的。▲瑪莉恩廣場位於慕尼黑中心位置，

廣場上有新市政廳，其主樓的鐘樓也是聞名遐邇。廣場旁有著雙塔圓頂造型的聖母教堂，

是慕尼黑具有象徵性的地標建築物。★BMW 世界 BMW Welt 這座以雲為設計概念的大型

建築，其奇特奪目之造型值得入內一遊。BMW Welt 是全新的定位，是 BMW 在公司、品

牌以及產品間的介面。Welt 這個德文字，意思是世界，這裡不僅一個可以看到 BMW 舊

產品的博物館，關於這間車廠的過去、現在、未來，全部都容納其中，可更進一步瞭解

BMW 這個品牌的精神以及輝煌歷史。在這 BMW 世界裡，將讓您有不同的新感受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湖區鱒魚料理 [晚]啤酒餐廳香腸風味+啤酒 

[宿] AZIMUT HOTEL 或 NH MUNICH AIRPORT 或 MERCURE FREISING 或同級 

 

 

 

 

 

 



第 14 天 慕尼黑 MUNICH－115km 楚格峰(德國第一高峰)－28km 加米許 GARMISCH 

 今早前往德國著名的阿爾卑斯滑雪勝地加米許。我們特別安排從山下的加米許搭乘★齒軌 

火車登上德國境內阿爾卑斯最高的山峰－★楚格峰，此地高 2962 公尺是韋特施泰因山脈最

東邊的山峰，您可遠眺並欣賞到極為迷人橫貫歐洲中部之阿爾卑斯山群峰雄姿，親身目睹

大自然所創造的奇麗景觀。午後另安排搭乘★纜車下山，秀麗的 EIB SEE 高山湖泊盡收眼

簾。下午來到位於阿爾卑斯群山懷中的度假小鎮：加米許，此地為維特修坦山塊間標高７

２０公尺的渡假勝地，此地是１９３６年冬季奧運會會場，為德國首屈一指的冬季運動勝

地，一年四季來渡假的遊客絡繹不絕。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楚格峰景觀餐廳西式餐 [晚] 德式料理或中式餐 

[宿] MERCURE HOTEL GARMISCH 或 HOTEL KONIGSHOF 或 ATLAS GRAND 或同級  

 

第 15 天 加米許 GARMISCH 奧伯拉馬高 OBERAMMERGAU25 km 威斯教堂 WIESKIRCHE38 km 新天

鵝堡 5km 福森 FUSSEN 

 早餐後前往奧伯拉瑪高(壁畫村) ，其位於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的南端，座落在德國最高的山

峰楚格峰和最著名的童話城堡新天鵝堡之間，以壁畫、木雕、耶穌受難劇三項特色聞名於

世，被稱為《德國的壁畫村》。村莊人口大約 5000 人，以每 10 年上演一次露天劇《耶穌受

難劇》而聞名於世，即使沒有演出的年份，也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光顧，劇場隨時對

公眾開放，村子由於這齣劇而名聲大噪。純樸的街頭散發傳統工藝木雕清香，房舍樓閣上

劃著各種美麗的壁畫，有聖經故事等。走進小鎮，沿街的民宅牆上，儘是一幅幅▲美麗的

壁畫。畫中訴說著大家耳熟能詳的德國民間故事…小紅帽、捕鼠人、漢斯兄弟…。家家戶

戶的牆上都像是一本本精美的畫冊，村民何時開始在自家的牆上作畫已不可考了，不過這

項特色卻是奧伯拉巴瑪高小鎮被稱為壁畫村的由來。之後前往參觀 ★威斯教堂於 1983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為洛可可式建築顛鋒，於 18 世紀德國宗教建築中最崇高傑作，被稱

為《巴伐利亞草原奇蹟》。（如遇威斯教堂因不定期宗教活動教堂內部關閉無法參觀，敬請

了解） 

午後前往參觀★新天鵝堡，1869 年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為實現其一生理想表現出

中古世紀騎士精神所建而成的城堡。城堡的最初草稿為劇院畫家與舞臺設計者所創造，故

使其保有如夢如幻的不真實感，讓人怦然動心。他與著名作曲家瓦格納的交往因過度揮霍

以及公私不分，遭內閣人士與人民的強烈反對，瓦格納的最終被迫離開慕尼黑，使路易二

世愈加厭惡慕尼黑，而傾心於巴伐利亞山區。新天鵝堡座落在群山環抱之中，矗立在石山

高原上，背一面清澈透明的湖水，鳥瞰四周緩緩起伏的樹林，幽靜的自然景色與新天鵝堡

夢境般的外貌相互輝映。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座自己的城堡，讓時間在城堡裏不再擁有任何

意義，讓夢在城堡裏自由飛翔。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烤雞風味餐 [晚]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 LUITPOIDPARK HOTEL 或 HOTEL ALPENBLICK 或 HOTEL SONNES 

 

 

 

 

 

 

 



第 16 天 福森 135km 米爾斯堡 MEERSBURG(波登湖畔小鎮)106km 蒂蒂湖 Titisee(蒂蒂湖遊船) 

 早餐後前往波登湖畔小鎮－米爾斯堡，有《波登湖的珍珠》之稱。人們總是把米爾斯堡看

作是自然天成的傑作，山下波登湖明朗清澈，山上古堡傲然矗立，它有著一種自然恬逸的

氣氛，沿山而立的宮殿，從湖面上望去就彷若一座海上浮宮，岸上色彩鮮艷的房屋、寬廣

蔚藍的湖水，湖光映襯山色，美得有如一幅圖畫。信步湖濱小徑，遠眺阿爾卑斯山秀麗的

景色，和湖上的天鵝一起渡過悠閒的時光。之後如『天鵝騎士』般拋開塵世憂愁縱情於山

林間.......... 

午後進入德國西南部著名的自然風景區【黑森林】，山區覆蓋在茂密的森林之下，綠翠如

墨，因而有了黑森林之名。黑森林是德國的旅遊勝地，因咕咕鐘、黑森林蛋糕、黑森林火

腿、蜂蜜和豬肘等而出名。抵達神秘與嫵媚的蒂蒂湖，她是德國境內水質達到飲用標準的

最大天然湖泊，擁有許多傳說的蒂蒂湖，猶如一位迷人的少女，使黑森林充滿了神秘與嫵 

媚，在春夏季節裡湖光山色之中，祇見輕舟與遊人，如詩如畫，墨綠的林間薄霧皚皚，使

人相信德國許多的童話出自這裡如小紅帽等等。在此，您可悠閒地享受湖區迷人的美景，

或漫步於湖區旁行人徒步區及森林環繞的悠靜湖畔小徑，享受黑森林湖的寧靜安詳。 

爾後，安排造訪聞名的黑森林咕咕鐘工藝坊及安排搭乘★遊船暢遊風光明媚的蒂蒂湖，欣

賞湖光山色與如畫美景。晚餐享用蒂蒂湖區特有的鮮魚餐及黑森林蛋糕。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德式料理  [晚]湖區鱒魚餐+黑森林蛋糕 

[宿] HOFGUT STERNEN HOTEL 或 SCHWARZWALD PARK 或 MARITIM TITISEE 或同級 

 

第 17 天 蒂蒂湖 TITISEE 79 km 科瑪 COLMAR 123 km 巴登巴登 BADEN BADEN  

 早餐過後前往法國小鎮科瑪，面積不大，只要花上些許的時間就可以將整個城市一覽無

遺，不折不扣是個可愛寧靜的小鎮，有著粉色柔和的木條屋、山型屋，帶點漫畫童話的城

市景點觀光，讓你在每一條小街巷穿梭遊走時，充滿享受發現的樂趣。午後前往拜訪以溫

泉富名的城鎮-「巴登-巴登」（Baden-Baden），造訪世界聞名的溫泉療養館（Kurhaus），優

美流暢的建築設計，極具美感的線條令人留連忘返，亦是這座城市的地標。座落在旁邊的

是德國最大和歷史最悠久的賭場-巴登巴登 Casino，被譽為「全世界最漂亮的賭場」。抵達

後步行前往特林克哈雷品嚐著名的泉水，參觀▲羅馬浴場遺跡，並前往★卡拉卡拉溫泉浴

游泳池，您可入場享受獨特的溫泉浴。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法式亞爾薩斯風味餐 [晚]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宿] LEONARDO ROYAL BADEN BADEN 或同級 

 

 

 

 

 

 

 

 

 

 

 

 



第 18 天 巴登巴登 89 km 海德堡 109 km 呂德斯海姆 RUDESHEIM 85km 法蘭克福 FRANKFURT   

 早餐後啟程前往【海德堡】因拍攝電影『學生王子』而聞名的大學城，在市區即可清楚看

到此座佇立在山丘之上的城堡，這裡建立了德國境內的第一所大學，許多詩人及藝術家為

了尋求心靈的慰藉而造訪此地，並且歌頌這個城市，哥德即是最佳代表。美麗古橋映照著

夕陽的古堡和綠色山丘，還有磚紅色的古樸小鎮，不管哪一處的風景都是俯拾入畫的絕佳 

景致。此古堡雖然已是十三世紀的建築物，但風采依舊。經過擴建後，形成歌德式、巴洛

克式及文藝復興三種風格的混合體。特別安排搭乘★纜車前往矗立在山坡上的古堡，俯視

美麗如畫的內卡河風光，不要忘了到地下室瞧瞧由 130 顆橡樹製成的大酒桶，而旁邊一個

滿臉通紅的侏儒雕像，則是大酒桶的守護者；接著來到有石獅噴泉守護的▲大學廣場，妳

可漫步於典雅古意的大學城徒步區；接著前往鵝卵石覆蓋的▲市集廣場，在廣場上座落著

一棟美輪美奐的建築則是 16 世紀的騎士之家，現在已改建為古色古香的餐廳及飯店。 

午餐後，前往萊茵河畔、有萊茵河珍珠之稱的呂德斯海姆。呂德斯海姆的老城區裏有條極

狹長的小巷，德語叫▲畫眉鳥小巷，這條 144 米長，最窄處不到 2 米的小巷，卻是世界上

最充滿情趣和快樂的地方，是每位遊客的必到之處。小巷兩側都是裝飾華麗的酒館和小

店，許多酒館都有樂隊現場表演，演唱風情濃郁的歌謠，上演精彩紛呈的音樂舞蹈節目，

尤其到了夏天，這裏人頭攢動，小巷的歡聲笑語掩過了屋檐上小鳥的鳴叫聲。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 百年餐廳騎士之家  [晚] 中日式自助餐+火鍋 

[宿] NH FRANKFURT AIRPORT 或 HOLIDAY INN FRANKFURT AIRPORT 或 MERCURE  

或 RESIDENCE FRANKFURT MESSE 或同級 

 

第 19 天 法蘭克福曼谷 

 TG 921 1445/0625 (飛行時間 10：40 時) 

早餐後整理行裝，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法蘭克福機場，搭機飛曼谷轉機飛返台灣。夜

宿機上。 

[早] 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機上 [晚] 機上 

[宿] 機上 

 

第 20 天 曼谷台北 

 TG 632 0825/1305 (飛行時間 03：40 時) 

班機於今天飛抵台灣，結束此趟中歐德國深度之行，帶著美好的回憶讓這趟難忘的城堡、

萊茵多瑙、羅曼童話大道的德意志全覽廿天之旅。。 

[早] 機上 [午] X [晚] X 

[宿] 溫暖的家 

 

     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為下車遊覽、●為行車經過、  為世界遺產。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航班僅供參考，確定行程及住宿交通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