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歐 20 日(2018 年)
德國、瑞士、義大利、法國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法蘭克福德國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機上餐宿。

第 2 天 科隆(Köln)萊茵河遊船(Rhine cruise)海德堡
科 隆:



萊茵河
遊船:
海德堡:

德國的第四大城，西元前 33 年羅馬帝國到此建立殖民地(Colonia Agrippina)，中古
時期是國際經貿重鎮暨日耳曼人的最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全毀於戰火，市
中心區依然留存古羅馬城遺跡與多處歷史悠久之古羅馬式教堂。
★雙尖塔大教堂(Kölner Dom):高 157 公尺巍然聳立市中心，是全世界最大哥德式
教堂，西元 1248 年起建造歷 632 年才完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戰機猛烈轟炸
下，獨獨這座全城精神與地理中心的千年大教堂得以倖存。
萊茵河左岸環繞大教堂周圍：★中央火車站 (HBF)、高街 (Hohestr.) 與新市集
(Neumarkt) 之間的★行人徒步購物街(Fussgängerzone)天天人潮熙來攘往。
在萊茵河兩岸景色最迷人的熱門景點(如 St. Goar 與 Boppard 之間)搭乘一段遊船
瀏覽兩岸秀麗風光，尤其是急灣岸邊山丘上的※蘿萊岩，自古流傳蘿蕾萊女妖
(Loreley)淒美的傳奇故事最引人興起思古幽情。
西元 1386 年創建的德國最古老大學城。歷 300 年建造的中古世紀學院、宮殿多數
慘遭法軍西元 1693 年入侵損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倖免於炮火而保存 18 世紀初
重建之濃厚巴洛克式建築風貌；長久以來一直是觀光熱門旅遊點，也是世界名片
「學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故事發生地與電影拍攝處。

第 3 天 海德堡(Heidelberg)

內卡(Neckar)河岸景象如詩如畫，★古石橋(Alte Brücke)更是拍照的最佳景點。
老城區：★聖靈大教堂(Heiliggeistkirche)建於 15 世紀初，旁邊是當年焚燒女巫與異
教徒的★市集廣場(Marktplatz)，廣場中央是★大力士噴泉，周邊有★市政廳
(Rathaus)、穀物市場(Kornmarkt)、★魚市場(Fischmarkt)。★古校區(Alte Uni)前
是★大學廣場(Uni-Platz)、13 世紀古城牆僅殘存之遺跡★女巫塔(Hexenturm)。漫步
海德堡大街小巷盡是古老石徑，尤其★主街(Hauptstr.)鄰近古色古香的建築櫛
比鱗次，歷史悠久的學生酒吧林立，一年到頭從早到晚遊人如織。
◎山上古堡(Schloss)：容量 22 萬餘公升，18 世紀製造後，迄今一直保持世界紀
錄的大葡萄酒桶★(Das grosse Fass)。古堡上俯瞰全城洋溢古典浪漫氣氛賞心悅
目，不愧是名曲〝I lost my heart in Heidelberg〞創作的靈感泉源！

第 4 天 新天鵝堡(Neuschwannstein)
新天鵝堡:



巴伐利亞(Bayern)傳奇國王路德威格二世(Ludwig II)生平酷愛音樂、戲劇、藝術，
為夢想在位 23 年( 18 歲登基迄 41 歲被宣告發瘋 ) 之中建造許多童話故事般的美麗
城堡與宮殿。最為舉世讚賞的是德奧邊境阿爾卑斯山中，在如夢幻仙境般的天鵝湖
(Schwansee)畔山丘上，以花崗石建成一座外牆灰白造型異常優美之★新天鵝堡！
自西元 1869 年起建造迄溺斃慕尼黑郊 Starnberger 湖止耗時 17 年、耗盡國庫建成
舉世最著名的童話故事城堡之代表作，也是許多童話故事與作品相關之題材的靈感
源頭。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特將之仿建為「仙履奇緣」主題建築。從※侯恩
喜歡高(Hohenschwangau)的曲折蜿蜒山徑登上新天鵝堡，高掛深谷中的★馬銳音橋
(Marienbrücke)是拍攝新天鵝堡全景之最佳取景點。

第 5 天 伯恩(Bern)瑞士
伯 恩:



洋溢中古世紀忠實原韻的瑞士首都和第四大城，西元 1191 年 Zähringen 的公爵
Berchtold 五世打獵到此首獲一隻熊，即以熊為名建城(原文 Bärn 意即:「熊城」)，
熊也一直是伯恩最典型的市徽與吉祥象徵。
Aare 河三面環繞的老城區有許多美輪美奐的★噴泉，市場街(Marktgasse)與零售商街
(Kramgasse)有歐洲最長的★迴廊(綿延 6 公里商店騎樓)吸引各國遊客與逛街人潮，
當中矗立 16 世紀時在原 12 世紀西城門遺跡上建造的全世界第一座★天文鐘塔
(Zytgloggeturm)，每準點報時聲響四分鐘機械玩偶就開始旋轉：由小丑引出一隻獅子、
一隻公雞然後熊列隊出現。附近★愛因斯坦紀念館乃發明「相對論」時的居所。
★聯邦行政暨國會大廳(Bundeshäuser)在老城西南，東邊正義街(Gerechtigkeitsgasse)
北有★市政廳，南邊★教堂廣場上有西元 1200 年建造 15 世紀哥德式外觀★大教
堂(Münster)及 全 瑞士 最 高 (100 公 尺)的 尖 塔 。 跨 過 15 世 紀 ★涅 德 格古 橋
(Nydeggbrücke)即西元 1513 年設的★熊園(Bärengraben)和高崖邊上景觀絕佳的★
玫瑰花園(Rosengarten)。

第 6 天 少女峰(Mt.Jungfrau)盧森(Luzern)
少女峰:
登峰鐵道:



瑞士境內屬於阿爾卑斯山脈之 Jungfrau 山脈斷層中的最高峰(4,158 公尺高)。
◎搭乘鐵道電車(Jungfraubahn)行駛由瑞士鐵道工程師 Adolf Guyer Zeller 設計之
坡度最高 25%、約 7 公里長的 Strub 齒軌鐵軌。(西元 1896 年動工，約 3/4 路段
在冰河底下隧道岩壁間通過，艱鉅工程歷 16 年迄 1912 年才通車!)列車直攀上半
山腰再轉車抵少女峰。一路上俯瞰绿草如茵的高原景觀、眺望冰山高聳的宏偉勝景，
沿途如詩如畫美不勝收！少女峰鐵道終點站有餐廳、郵局，電梯到達最上層眺望台，
也可通過冰洞到戶外觀景台，或到室外另一冰河出口處，踩踏冰河雪地飽覽壯麗的
冰川景觀。(冰雪地面極滑溜，走動必須注意安全!）。

第 7 天 盧森米蘭(Milano)義大利
盧 森:



米蘭:

位居享有「世界公園」美譽的瑞士國土中部，盧森湖(Vierwaldstätter See)西端之
觀光名城，接近開國史起源中心，是舉世聞名的遊山玩水、休閒渡假勝地。老城區
保存著中古時期城牆與完好之 15 世紀城市風貌，鋪石路面的行人徒步商街高品
味餐飲設施林立，世界頂尖品牌的名貴鐘錶、高級奢侈品、精美、…長年吸引各國
遊客絡繹不絕，足可譽為發展觀光事業最亮麗的典範！
最代表盧森這座古城的地標，是建於西元 1333 年之歐洲最古老有頂蓋的★卡佩爾
木橋(Kapellbrücke)與矗立橋中 13 世紀所造★八角型水塔，盧森湖畔★天鵝廣場
(Schwannenplatz)到★若伊斯(Reuss)河北邊★穀物市場(Kornmarkt)之間是最熱門的
逛街購物區，尤其「勞力士」
、
「奧米茄」
、
「百麗翡翠」…等昂貴名錶或是歐洲名牌
咕咕鐘、裝飾精品、高檔禮品…皆彰顯這個觀光名城的昌盛繁榮。
盧森湖畔北邊★石獅子紀念巨雕(Löwendenkmal)是盧森一段傷痛歷史的碑誌，
為悼念法國大革命時，瑞士傭兵英勇護主禦敵而捐軀之壯烈史實，西元 1820 年將
山壁的天然巨岩，精雕細琢成一隻慘遭刀傷箭刺垂死仍持盾忠誠護衛的「獅殤」
，
是一人人望之動容的景象。(Luzern 源自拉丁文，原意「獅子城」)
義大利第二大城、首要工商業大都會暨金融中心。西元前 222 年被羅馬帝國佔領，
第五與第六世紀時北方蠻族入侵後稱作 Mailand(即『五月之地』)。今是領導世界
流行與設計中心、頂級名牌商品匯聚的國際時尚都會和名流雅痞嚮往的購物樂園。

米蘭:



◎多摩大教堂(Duomo):米蘭最顯地標，建於西元 1386 年有 135 支尖塔(塔頂最
高 108 公尺)。
★斯卡拉歌劇院(La Scala)：★多摩廣場邊新古典式風格的全國最大歌劇院。
◎艾曼紐大拱廊(Galeria V. Emanuele II)：義大利首位國王名字命名的世界上最
古老購物商場之一。約 150 年前在長廊搭蓋 48 公尺高之藝術玻璃屋頂。
★黃金四方區(Quadrilatero d’Oro):是米蘭最高級商圈(fashion district)專賣世界級
頂尖設計大師的品牌，毋需消費光是逛街瀏覽商店櫥窗即足以樂在其中！

第 8 天  威尼斯(Venezia)

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是全威尼斯最繁華熱鬧的市中心，白天擠滿人群與
鴿群。周邊有 11 世紀建造的★聖馬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建於第十世紀
之 99 公尺高★鐘塔(Campanile)、第九世紀開始建造歷經五百年才完成的威尼斯
最高行政官署宮邸★道奇宮 (Palazzo Ducale)、昔日罪犯審判後即押往後方監牢服刑
通過跨在運河上名傳千古的★嘆息橋(Ponte dei Sospiri)…。

第 9 天 佛羅倫斯(Firenze) 
佛羅倫斯:



「花之都」(拉丁文古名 Flora~花；徐志摩直譯義大利原文 Firenze：翡冷翠)是歐洲
史上啟蒙時期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發祥地。第 13 世紀到第 15 世紀時是
推動歐洲發展現代文明的搖籃，歐洲從此告別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黑暗時期」
。
◎聖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全歐洲第四大教堂，長 155 公尺、寬
90 公尺自西元 1296 年起耗費近 150 年才建造完成，後來再以不同產地的三色
(粉紅、白、青)大理石加築外牆，巍然聳立市中心成為佛羅倫斯最顯著的地標；
大門南側是 14 世紀時建成的 82 公尺高之鐘塔(Campanile)。
★受洗堂(Battistero)：外觀青、白二色大理石之八角型古羅馬式建築，半圓球形
屋頂直徑有 25 公尺。舉世傳誦的★天堂門面對大教堂之東門，鍍金的青銅材質
門上有十幅描述從舊約到新約的聖經故事。
★辛格諾利亞廣場(Piazza della Signoria)：自古以來一直是佛羅倫斯的政治舞台，
古典韻味洋溢的廣場有 16 世紀建造的★海神噴水池(Fontana del Nettuno)和米開朗
基羅於西元 1501 到 1504 年間作品★「大衛」(David)之複製雕像。
★未周古樓橋(Ponte Vecchio)：佛羅倫斯最古老石橋，跨接亞諾河南北岸，橋兩旁
連排著遊客如織的熱鬧商店，多是販售珠寶、藝術精品和紀念商品。
★米開朗基羅廣場(Piazzale Michelangiolo)：從亞諾河南岸山上俯瞰翡冷翠如詩
如畫，引人回味名片「窗外有藍天」(A Room with a View)無比浪漫之場景。

第 10 天 比薩(Pisa)蔚藍海岸(Côte d’Azur)尼斯(Nice)法國
比薩:



蔚藍海岸:

尼 斯:



千 年 歷 史 古 城 有 全 球 最 聞 名 的 世 界 七 大 人 工 奇 蹟 之 一 的 ★ 比 薩 斜 塔 (Torre
Pendente)，高 58 公尺矗立綠草如茵的★奇蹟方場(Campo dei Miracoli)與★大教堂
(Duomo)、★受洗堂(Battistero)一併組合成三座舉世無與倫比之精美建築與雕刻結晶！
名稱源自西元 1887 年一位由 Burgundy 移居坎城的律師兼詩人 Stéphane Liégeard
所出版介紹地中海岸之旅遊書“La Côte d’Azur”，生動描述從法義邊境之 Menton
到土崙(Toulon)附近之 Hyères，嫵媚的海灘在嬌陽普照的蔚藍天空下散發出無比
迷人的吸引力，因書熱烈暢銷而書名成為人人樂為引用之地名。
法國第五大城和蔚藍海岸的首府，古希臘人最早到此建立「勝利之城」(希臘文 Nike
之原意)，是從義大利熱內亞到法國馬賽間的最大城市；每一年平均日照 300 天
以上，是往昔歐洲貴族與現代富豪名流渡假休閒的熱門地點。
西元 1822 年英國居民來到尼斯，並贊助當地人建造海邊長達 6 公里的※英格蘭
林蔭大道(Promenade des Anglais)，如今早已是成排棕櫚樹與鮮豔花草點綴風光明媚
的海灘，豔陽天時熱鬧無比的海灘上常見上空佳麗享受日光浴或嬉水怡然自得，觀賞
俊男美女更是目不暇給，碧海藍天下與之共享水天一色無比舒暢！

第 11 天 坎城(Cannes)普羅旺斯(Provénce)亞耳(Arles)
坎 城:

普羅旺斯:

亞 耳:



海濱棕櫚樹林列的※海灘大道(la Croisette)：海濱觸目皆是豪華旅館、高級餐廳、
咖啡館或奢侈精品店。可容納五千名觀眾的★Palais des Festivals 大廳，每年春暖
花開的五月天在舉辦國際影展時，國際一流紅星匯集星光熠燿！
羅馬帝國時期在地中海沿岸最早建立的行省，北鄰 Dauphiné 省西接隆河東抵阿爾卑斯
山麓。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為這春夏季節盛開薰衣草(Lavender)的錦繡大地留下許多
寶貴的文化資產，十九世紀時吸引著塞尚(Cézanne)、梵谷(Van Gogh)等畫家到此
客居創作，近年因 Peter Mayle 名作「山居歲月」出版後暢銷全球，更添加無比
引人遐思的魅力，世界各地蜂湧前來尋幽訪勝之旅客一年到頭絡繹不絕。
普羅旺斯文化藝術中心亞耳(或譯：阿爾勒)臨近隆河入海口，西元前 6 世紀希臘人
最早到此，西元前 46 年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建為羅馬帝國的殖民地，西元 306 年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指名為羅馬帝國第二首都，西元 1481 年併入
法國領土，1888 年梵谷移居亞耳並找高更(Gauguin)一起來作畫，西元 1890 年梵谷
離開亞耳不久即過世，留下許多代表性畫作的取材景物留供今人追憶。
★圓形露天劇場(Les Arènes d'Arles)：西元一世紀建造，可容二萬多觀眾。
★古羅馬劇院(Théâtre Antique)：西元一世紀初奧古斯都大帝(Caesar Augustus)
起造，遺跡僅剩兩支被稱「雙寡婦」之併列柯林斯石柱(Corinthian Columns)。
★共和國廣場：亞耳最主要廣場，中間噴水池矗立★方尖碑，北邊★市政廳
(Hôtel de Ville)建於西元 1673 年，其聳立雙斜面屋頂上的鐘塔外觀特別顯著。

第 12 天 亞維濃(Avignon)衛橋(Pont du Gard)尼姆(Nîmes)
亞維濃:

衛 橋:
尼 姆:

西元 1309~1377 年是全球基督徒的信仰中心，也是羅馬教皇的歷史〝陪都〞
。
★故教皇宮殿(Palais des Papes)：羅馬教皇(Pope Clement V)避難後歷任教皇以花崗石
在隆河南岸建哥德式堡壘宮殿。旁是 12 世紀羅馬式★亞維濃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es Dom)與★峭壁庭園(Rocher des Doms)。
★隆河城門(Porte du Rhône)右邊是 1669 年斷的★亞維濃斷橋(Pont St.-Bénézet)和
橋中間一層 13 世紀建的羅馬式、一層是 16 世紀建造哥德式之聖尼可拉教堂。
西元前 19 年起以巨大石塊疊建三層高河面約 49 公尺、河谷跨距達 275 公尺之★輸水
道大拱橋(Aqueduc)以 17 公尺落差自 50 公里外導引二千萬公升泉水供每日飲用。
古名 Nemausus 原是高盧人聚落，西元前 121 年被羅馬帝國征服，奧古斯都大帝
特將它建成「羅馬首都以外的另一個羅馬，是舉世保存羅馬帝國遺產最完善古城。

第 13 天 尼姆霞夢尼(Chamonix)
★古羅馬劇場(Les Arènes) :完整圓形競技場，供二萬五千人觀賞人獸決鬥。

★奧古斯都門(Porte d'Auguste) :西元前 12 年建 6 公里城牆有 6×4 公尺拱門通行馬車。

霞夢尼:

★方型廟堂(Maison Carrée)：奧古斯都大帝的女婿 Marcus Agrippa 所造，
全歐羅馬帝國時期所建廟宇中留存最完整，美國首都傑弗遜紀念堂建築方式
即是仿其高臺上長柱環立主殿之的柯林斯(Corinthian)式建築風格。
西元 1924 年法國舉辦全世界第一屆冬季奧運動會(Winter Olympics)之滑雪勝地。

第 14 天 霞夢尼日內瓦(Genève)瑞士
在法瑞義三國邊境上如夢似幻的山中幽谷，舉頭仰望阿爾卑斯山氣勢磅礡的巍峨峻嶺


日內瓦:

令人贊歎不已！置身大自然的壯麗景觀中愜意遊賞山林溪澗或尋訪精緻工藝小
店，宛如陶醉在恬謐的人間仙境！更可眺望歐洲最高峰白朗峰(Mt. Blanc 標高 4,807
公尺)是法、瑞、義三國的天然交界及全歐洲最廣大的高山冰河景觀。
瑞士第三大城，緊畔蕾夢湖(Lac Léman)西端是舉世聞名的「和平之都」，國際紅
十字會(Red Cross)誕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總部
所在地，現有聯合國(United Nations)歐洲總部、世界衛生組織(WHO)總部、.....等
重要外交機構林立，顯現最典型外交城市、國際城市、商業城市。

第 15 天 日內瓦巴黎(Paris)法國

★日內瓦湖(法文:蕾夢湖)直沖雲霄的★大噴泉(Jet d’Eaux 夏季噴 135 至 140 公尺高)。
巴 黎:

★市中心區與隆河(Le Rhône)口★盧騷島、★英吉利公園(Jadin Anglais)與世界上
第一座★花鐘(Horloge Fleuri)、湖岸◎玫瑰花園與◎活水公園綠草如茵花團錦簇。
法國首都、光芒四射的花都，更是全世界最多遊客鍾愛、一訪再訪的旅遊之都。

第 16 天 巴黎 

塞納河
遊船:

★香舍麗榭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 lysées)、★戴高樂廣場(PlaceCharles-deGaulle)、★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與埃及
方尖碑(Obelisk)、★艾菲爾鐵塔(La Tour Eiffel)、※夏樂宮(Palais du Trocadéro)、
富麗典雅的※歌劇院、塞納河(La Seine)小島上◎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亞歷山大三世橋…。◎乘船遊賞塞納河兩岸美景，飽覽花都光輝燦爛的名勝
古蹟>是遊巴黎的 must!

第 17 天 巴黎

◎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藝術大師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的名畫:
「蒙娜麗莎的微笑」與「勝利女神之翼」、
「愛神維娜斯」等羅浮三寶。
◎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於西元 1661 年建造，
經典的巴洛克式華麗氣派之宏偉建築令世人為之驚艷不已！《購票入內參觀，
不另安排導遊介紹; 凡爾賽宮入內參觀每人附上中文耳機詳細解說》

第 18 天 巴黎 (全日自由活動)
可自行漫步花都街頭，探訪塞納河左岸拉丁區，尋訪街角上無數的藝術寶藏，或
登上蒙馬特(Montmartre)山丘聖心堂(Basilique de Sacré-Cœur) ，觀賞畫家村處處
陳列的藝術作品，也可向下俯瞰巴黎市區的全景....。或乘車到歐洲迪士尼樂園(Euro
Disney)遊玩，或到樂園附近 La Vállée 村的 Outlet Mall(折扣大賣場)瘋狂採購…。

第 19 天 巴黎台北
今日整理行裝返國，依依不捨揮別迷人的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第 20 天 台北
由於時差關係於今日返抵台北，結束此次難忘又充實的歐洲之旅。

＊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
＊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不供餐)。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
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
之權，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
之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
。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公司
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TEL: (02)2740-6958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