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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  慕尼黑 
 Home City  Munich 

是日乘搭豪華客機飛往德國第三大城市～慕尼
黑。 

2 
慕尼黑 
Munich 

德國是歐洲工業中心，一般人心中便會浮現出，
大城市的印象！其實作為浪漫主義的發源地，德
國也擁有深厚的文化遺產和瑰奇秀美的自然景
觀，童話般的古堡、高聳入雲的哥特式教堂、風
光如夢如幻的湖區。特地安排非一般的行程……
既能體驗城市現實生活，又可進入夢幻童話世
界。下午展開市內觀光，參觀慕尼黑奧林匹克公
園，為了 1972 年夏季奧運會而建的場地。由 33
個場館組成，核心是 
奧林匹克中心體育場。最令人驚奇是它的屋頂只
有一邊，由幾張“半透明玻璃纖維的魚網帳逢”
組成，並用 50 根高柱吊起來遮蓋半個場地，成
為建築史上一項奇蹟。遊畢，安排在啤酒屋內，
品嚐德國烤豬手，配地道啤酒，並欣賞精彩的民
族歌舞表演。             (晚餐) 
住宿：NH Munich Messe 或同級 

自 助 式 早
餐 。 參 觀
BMW 汽車
博物館，了
解 該 公 司
的成長與發展史，並鑑賞經典汽車產品。遊罷驅
車前往普林，座落在基姆湖旁。區內擁有醉人的
湖光山色，但重點卻是該處的三個小島，當中之
紳士島最備受推崇，是因為有一座聞名遐邇的海
倫基姆湖宮。安排乘船及進入殿內參觀。內外建
築都華麗非凡，金碧輝煌。由國王路德維希二
世，仿照凡爾賽宮，在島上興建的宮殿。他執政
期間，共建了三座著名童話城堡宮殿，另外兩座
分別是新天鵝堡和林德霍夫宮。午餐於當地餐
廳。餐後，到達城市～巴特海新哈爾，停留夜宿。
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住宿：Amber Hotel 或同級 

4 
國王湖 ～ 貝希特斯加登 ～上薩 

爾斯堡 
Konigssee ~ Berchtesgaden ~
Obersalzberg 

自助式早餐。乘車到
達舍瑙內國王湖區。
這個高山湖泊，波光
水中，峰巒倒影，有
而若無，美景如夢如
幻。乘船前往湖中那
座聖巴爾多祿茂教
堂，它展現了巴洛克
建築風格，堂內雖然
簡單樸素，但外型卻
獨具匠心，白牆和半
球形紅色圓頂呈洋蔥
模樣，至今名聞於世。 

2023 出發日期 
 含機票- 包燃油費稅金 

單人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小費  ４月         05, 12, 26 
 ５月     03, 10, ★ 31 
 ６月    ★07, ★14, ★ 28
 ７月    ★05, ★19, ★ 26
 ８月    ★02, ★09, ★ 23
 ９月    06, 13, 27
 10月    04, 11, 18

西岸 東岸 

$3999 $3899 $739 ★ 300 €155 

備註 : 

● 上列成人費用均以美金每位計算，按兩人一房計（小費以歐羅計算）
●小童收費為成人的百分之 90。適用於 2至 11歲與 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三位成人同行，以三張床一房為計，每位減收$20

●費用包括：每晚酒店往宿、國際機票及行程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行程內所列之各項觀光節目及膳食、專業領隊及司機
●出發城市   西岸: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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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 基姆湖畔普
林鎮  ～   

巴特海新哈爾
Munich ~ Prien am Chiemsee
~ Bad Reichenhall

完美配搭 
★暢遊：慕尼黑、基姆湖畔普林鎮、巴特海新哈 
爾、國王湖、貝希特斯加登、上薩爾斯堡、 
加米施-帕滕基興、艾布湖、富順、新天鵝堡、 
迪的斯湖、司徒加特、海德堡、威斯巴登、 
聖戈阿爾、博帕德、巴特洪堡、班貝格、 
符茲堡、羅滕堡、紐倫堡 

★寶馬及平治博物館，了解汽車發展史
★海倫基姆湖宮，建築仿照凡爾賽宮，金碧

輝煌
★聖巴爾多祿茂教堂，白牆和紅色洋蔥模樣

之圓頂，名聞於世
★克爾斯坦山峰上之鷹巢～希特拉的別墅
★安排登山齒軌火車、冰川纜車，通過陡峭
    的峽谷到達楚格峰 
★歐洲最古老的溫泉水療城鎮之一威斯巴登
★羅蕾萊岩是萊茵河最著名地標之一
★博帕德～葡萄種植區，品嚐地道出產佳釀
★維爾茨堡宮，典型巴洛克式建築，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 

★普連萊小廣場，因特殊的街景構圖，為迪士
尼動畫電影《木偶奇遇記》提供了靈感 

★啤酒屋內晚膳，德國烤豬手配地道啤酒，
    並欣賞民進族歌舞表演 / 品嚐風味魚餐及
黑森林蛋糕甜品 / 享用紐倫堡香腸 

精心安排 
幽美湖泊 
～基姆湖，國王湖，艾布湖，迪的斯湖 
古樸城堡 
～新天鵝堡，海德堡城堡，紐倫堡城堡  
童話故事市鎮 
～班貝格，符茲堡，羅滕堡 
浪漫蒂克路段 
～符茲堡 至 羅騰堡 

基姆湖 

Lake Chiemsee  
聖巴爾多祿茂教堂 

St Bartholomew's Church 



隨後直趨貝希特斯加登小城；稍作短暫觀光後自
行安排午膳。繼續前往毗鄰的上薩爾斯堡，乘搭
專線車輛及電梯登上克爾斯坦山峰，探訪為慶祝
希特拉 50 歲生日以建的別墅(又稱鷹巢)，不少
重要國家政策亦於此處議定。於別墅外圍漫步，
居高臨下俯瞰谷中的田園風 (早、晚餐) 
住宿：Amber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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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海新哈爾～ 加米施-帕滕基
興 ～ 艾布湖 ～ 富順 
Bad Reichenhall ~ Garmish- 
Partenkirchen ~ Eibsee ~ Fussen 

自助式早餐。驅車至加米施-帕滕基興。安排乘
坐登山齒軌火車和冰川纜車，通過陡峭的峽谷到
達楚格峰；德國最高之山峰，可以一覽無遺阿爾
卑斯山群並察覺大自然力量；在千百年來是怎樣
塑造這一片冰川景觀。然後乘搭冰川纜車，往山
下的艾布湖遊覽。幽靜純美的岸邊，平靜如鏡又
清如水晶的湖面，團友定會被悠閒安逸的氣氛所
感染。於當地餐廳享用西式午膳。餐後驅車往富
順。這小鎮雖然不像附近的新天鵝堡那麼有名，
卻擁有不小百年曆史的建築、教堂、中世紀城
牆。安排市內觀光，體會那傳統阿爾卑斯村莊的
魅力。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住宿：Hotel Luitpoldpark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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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順～ 新天鵝堡 ～ 迪的斯湖 
Fussen ~ Neuschwanstein castle ~ 
Titisee 

自助式早餐。乘車到達新天鵝堡，此堡是由國王
路德維希二世打造興建。造型優美古樸，迪士尼
樂園的外觀亦以它為設計藍本。抵達後，特別乘
坐專線車輛登上古堡山後的瑪利茵橋，飽覽古堡
全景。高雅的白牆、暗灰色的尖塔造型，襯托了
周遭整片翠綠的山坡，極像了童話故事中的仙
境，完美再現。安排當地專業導遊講解及入內參
觀。(註：如遇古堡假期休息，行程將會取消，
不作任何補償)。稍後前往黑森林區～迪的斯湖
泊。午餐自備。漫步於湖畔享受美景，水面在陽
光下耀如明珠，又藍如寶石，山影與雲霞相依不
斷，湖畔草坡上點綴著房屋疏密有致，美得讓人
流連忘返。於當地餐廳享用風味魚餐及黑森林蛋
糕甜品。      (早、晚餐) 
住宿：Maritim Titisee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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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的斯湖 ～ 司徒加特 ～ 海德堡 
Titisee ~ Stuttgart ~ Heidelberg 

自助式早餐。重回市內觀光，特意驅車前往司徒
加特，參觀平治汽車博物館。館內展示百多年來
平治汽車發展歷史，陳列品亦包括全世界第一部
平治及 80 多部該公司的經典代表。午餐自備。
繼後往海德堡。市
內名勝古蹟甚多，
先往地標～海德堡
城堡，位在青色的
王座山上。初建於
13 世紀，經年之
後，雖已殘毀，卻
仍不失風範，俯視
著山下的海德堡。
乘坐登山纜車及進
入城堡觀賞高大的
圍牆、塔樓、宮殿
和花園。如今，焦點落在堡內之醫藥博物館，展
示了數百年前的藥學；以及附近的“大酒
桶” ，能儲存 220000 公升葡萄酒。晚餐於酒
店餐廳。     (早、晚餐) 
住宿：NH Heidelberg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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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 ～ 威斯巴登 ～ 聖戈阿爾 

     博帕德 ～巴特洪堡 
Heidelberg ~ Wiesbaden ~ Sankt Goar 
Boppard ~ Bad Homburg 

自助式早餐。驅車至歐洲最古老的溫泉水療城鎮
之一威斯巴登。抵步後，觀看城中最主要的教堂
～集市教堂，欣賞屬於新哥特式建築風格的外
貌。再往休閒宮，多功能集於一身，有溫泉療養
大樓，歌劇院，會議中心和賭場。最後遊覽威斯
巴登城市宮，現時已由宮殿改作州議會的辦公
室。遊畢，前往萊茵河中心位置，聞名的聖戈阿
爾， 2002 年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物遺產。午餐
於當地餐廳。羅蕾萊岩是萊茵河最著名地標之
一。據傳說，美麗而憂傷的女妖用歌聲迷惑過路
的水手，引誘死亡。欣賞完畢，登上輪船沿著萊
茵河前往博帕德，順道眺望兩岸漂亮景色。博帕
德小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是
個葡萄種植區。回到岸上後，停下來體驗小鎮風
情及於當地小酒館品嚐地道出產的葡萄酒。稍
後，前往溫泉市鎮～巴特洪堡。儘管有許多景
點，但最出名是那個療養公園，放鬆身心享受溫
暖的泉水。晚餐於酒店餐廳。   (早、午、晚餐) 
住宿：Maritim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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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洪堡～ 班貝格～ 符茲堡 
Bad Homburg ~ Bamberg ~ Wurzburg 

自助式早餐。德國是一個如童話般的國家，源於格
林兄弟畢身致力收集當地各民間故事，並從週邊環
境汲取靈感，融入他們的世界裡…森林，湖泊，城
堡，村莊，石卵小巷與一排排的木條屋，便構成了
童話故事的場所。率先前往班貝格，當步入舊城，
充滿中世紀風情的環境，極像真真切切的童話世
界，現時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先後遍覽
市內名勝。建於河中央的舊市政廳，欣賞兩旁彩色
壁畫。聳立的歌德式大教堂，感受昔日輝煌氣派。
繼而往舊宮殿和著名的新主教宮，俱是巧奪天工之
作，嘆為觀止！最後是歷史博物館，拍照留念。午
餐自備。驅車前往符茲堡。它位於萊茵河畔，城內
滿布巴洛克式建築物，首推維爾茨堡宮，已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參觀裡面的大學藝術博物館及漂亮的
外圍庭園。再往維爾茨堡主教座堂，拍照外貌和停
留在符茲堡大橋，遠眺城中古堡、山間葡萄園。晚
餐於酒店餐廳。     (早、晚餐) 
住宿：Maritim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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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茲堡 ～(浪漫蒂克路段 )羅滕
堡 ～ 紐倫堡 
Wurzburg ~ (Romantic Road) 
Rothenburg ~ Nuremberg 

自助式早餐。驅車至羅滕堡，特別選擇沿著浪漫
蒂克之路前往。這路段包羅文化景觀豐富多彩，
一處接著一處，目不暇給。羅滕堡尤如童話般的
村莊縮影，蜿蜒曲折的鵝卵石小巷，五彩繽紛排
列相連的木條屋，如置身故事書中。走訪城內，
先欣賞中世紀城牆和城樓。再觀看市政廳和旁側
的塔樓；它於 13 世紀時，以哥德式結構興建，
經歷火災後，前部分重建時卻改為文藝復興形
式，成了別具特色的建築。離廣場不遠有聖雅各
教堂，內有非常知名的木雕：聖血祭壇。全城地
標，要算普連萊小廣場，雖名為廣場但其實是兩
條小路交匯出來的一個街景，因中間有棟黃色木
條屋，依著小噴泉，兩旁伴上別緻房屋形成了特
殊的構圖，也為迪士尼動畫電影《木偶奇遇記》
提供了靈感。午餐自備。稍後啟程到紐倫堡。遊
覽市內紐倫堡城堡，這座中世紀建築也被稱為皇
帝堡，幾乎是每一位皇帝的居所。欣賞古堡及其
護城牆，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藝術和建築古蹟之
一。稍後進入舊城區之大集市廣場。場內的市
集，擺賣各式各樣食品和物品。當然…必訪那一
座磚砌哥德式建築～聖母教堂。晚餐於當地餐
廳，品嚐地道美食紐倫堡香腸，配地道啤酒。 

  (早、晚餐) 
住宿：Leonardo Hotel 或同級 

11 
紐倫堡 原居地 
Nuremberg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稍後送往機場飛返原居地。 (早
餐) 

特約旅行社 

楚格峰 

Zugspitz
e

艾布湖 

Lake Eibsee 

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 

海德堡城堡 
Heidelberg Castle 

羅滕堡 
Rothenbu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