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德國一地4-7人小眾私家包團 | 

法蘭克福+卡塞爾+呂貝克+波茨坦+柏林+德累斯頓

+班貝格+羅滕堡+慕尼黑 11日9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FRAMUC11V   

出發城市 法蘭克福 Frankfurt   

目的地城市 慕尼黑 Munich 途經地點 

卡塞爾 Kassel、漢堡 

Hamburg、呂貝克 

Lübeck、什未林 

Schwerin、波茨坦 

Potsdam、德累斯頓 

Dresden、班貝格 

Bamberg、羅滕堡 

Rothenburg、慕尼黑 

Munich 

行程天數 11 天 9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34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54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3499 = 3499 

【10天】燃油附加費:1 x 50 = 50 

兩人入住：$27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569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2799 = 5598 

【10天】燃油附加費:2 x 50 = 100 

             

出發班期 

          天天出發           

同一訂單四位客人起定，最多七位客人；如不足四人可支付四人團費參團。          

             



產品特色 

【文化名城】 

           

           

法蘭克福：“美茵河畔的耶路撒冷”“德國最大的書櫃”，世界文豪歌德的故鄉。 

           

           

卡塞爾：德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世界著名童話故事《格林童話》的發源地。 

           

           

盧貝克：世界文化遺產老城，歐洲中世紀漢薩城市的典型代表。 

           

           

波茨坦：名副其實的“柏林後花園”，風格獨特的宮殿和花園不計其數。 

           

           

德累斯頓： 曾經的皇家領地，擁有無數精美的巴羅克風格建築。 

           

           

班貝格：“德國的威尼斯”，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城市、世界文化遺產古城。 

           

           

羅滕堡：享有“中世紀之珠”的美譽，中世紀遺留的城牆塔樓等比比皆是，令人恍若隔世。 

           

           

慕尼克：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首府，保留著原巴伐利亞王國都城的古樸風情。 

           

           

  

           

           

【童話世界】 

           

           

新天鵝堡：迪士尼城堡的原型、德國的旅遊明信片。 

           

           



什未林城堡：水上童話城堡，浪漫主義建築的典型代表、“北方的新天鵝堡”。 

           

           

無憂宮：“沙丘上的宮殿” 、世界文化遺產。 

           

           

  

           

           

【暢享購物】 

           

           

特別安排柏林奧特萊斯店自由購物，世界名品一網打盡！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法蘭克福國際機場（FRA）； 

免費接機時間段為：9:00-21:00。如您在免费接机时间段以外抵達，需加收每人$150美金的接機服務費用。 

                       

離團地點 

慕尼黑國際機場 (MUC)； 

詳情見行程最後一天。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德國法蘭克福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自行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德國法蘭克

福。 

夜宿飛機上，三餐自理。 

 

                                 

                           

Day 2 抵達德國法蘭克福 



全天   

今天我們將抵達商業和文化的動感之都——

德國的法蘭克福，導遊在接到您之後將送您前往酒店辦理入住。隨後將帶您夜遊法蘭克福，著名的歷史街區和

河畔酒吧不容錯過，讓您欣賞到夜晚下不同的法蘭克福。 

免費接機時間段為：9:00-

21:00，一個訂單內最多可免費接兩個不同的航班。如您航班超出免費接機時間範圍，付費接機價格為：$150單

程。 

接機當天，三餐自理。 

 

                                 

晚上   

酒店：法蘭克福機場智選假日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Frankfurt Airport) 或 同級 

                                 

                           

Day 3 法蘭克福 - 汽車 - 卡塞爾 

全天   

今天上午我們將在法蘭克福市區內遊覽。法蘭克福正式全名為緬因河畔法蘭克福，被譽為“美茵河畔的耶路撒冷

”、“德國最大的書櫃”。它不僅是德國乃至歐洲的重要工商業、金融和交通中心，同時又是一座文化名城。行程

中將打卡法蘭克福的地標性建築——

法蘭克福大教堂和羅馬廣場，探訪大文豪歌德的故居地。下午我們將前往卡塞爾。卡塞爾是德國黑森州北部的

一個大城市，位於盆地之中，周圍群山環繞，景色宜人，是德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跟隨我們一起走進《格林

童話》的發源地，一起感受童話王國的魅力吧！ 

  

行程安排： 

法蘭克福大教堂（外觀，20分鐘）→ 羅馬廣場（15分鐘）→ 法蘭克福市政廳（外觀，15分鐘）→ 

歌德故居（外觀，15分鐘）→ 卡塞爾 → 格林兄弟博物館（外觀，15分鐘）→ 威廉郡宮殿（30分鐘） 

 

                                 

上午   

法蘭克福大教堂 

                   

法蘭克福大教堂位於羅馬區，與羅馬廣場毗鄰，曾因一場大火毀壞了原先的模樣，現在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是重

新修建後的樣貌。教堂內高聳的弧形穹頂氣勢威嚴，四根碩大的基柱更是在頂部組成了“皇冠”的形狀，碩大的

玻璃窗雖無華麗的裝飾，但良好的採光使得教堂內部更為聖潔明亮。                   

 

羅馬廣場 

                   



羅馬廣場是法蘭克福老城的中心，也是舊市政廳的所在地。廣場建於中世紀，二戰時被炸毀，戰後幾乎全部重

建，如今是法蘭克福唯一一個仍保留著中古街道面貌的廣場，與現代化的法蘭克福形成了強烈對比。這裡是遊

客必訪之地，法蘭克福知名的景點幾乎都在附近，如市政廳、博物館和大教堂等。對於很多遊客來說，羅馬廣

場是他們了解城市文化的好地方。                   

 

Seckbach市政廳 

                   

這是法蘭克福地區文藝復興時期的市政廳，建於1542年前市政廳毀於火災後。這是文藝復興晚期保存較為完好

的半木結構房屋。現在經過保護性修建，這裏成為了一個多功能社區中心。                   

 

歌德故居 

                   

歌德故居與歌德博物館毗鄰，1749年，著名德國詩人約翰•沃爾夫岡•歌德出生於此，並在這裡度過了他的青少

年時代。故居一如德國舊時民居，並不起眼，二戰時這座建築幾乎完全被炸毀，戰後人們還原了故居的原貌。

戰爭時悉心移到別處的珍貴家具、藝術真品、富有價值的擺件、書籍、畫像以及手稿，戰後都被移送回來，目

前它們都在曾屬於它們的位置上安穩地呆著。                   

 

 

                                 

下午   

格林兄弟博物館 

                   

格林兄弟博物館位於德國卡塞爾，建於1959年，是一個知名的國際性機構。館內收藏了格林兄弟的經典作品，

以及與他們相關的歷史文獻。參觀者還可以在展廳內觀看家庭童話劇，它們現已成為人類永恆的文化遺產。             

 

威廉郡宮殿 

威廉郡宮殿是皇帝威廉二世的官邸，除了能參觀當時的建築外，官邸內還有有座展出林布蘭特、盧本斯和丟勒

等大師的藝術作品的美術館，喜歡欣賞大師作品的朋友們不要錯過。 

 

 

                                 

晚上   

酒店：卡塞爾温德姆花園酒店(Wyndham Garden Kassel) 或 同級 

                                 

                           

Day 4 卡塞爾 - 汽車 - 漢堡 - 汽車 - 呂貝克 

全天   



今天上午我們將前往素有“德國通往世界的大門”之稱的海港城市——

漢堡。漢堡地處德國北部，是德國第二大城市，也是德國重要的海港和外貿、金融中心。行程中將前去遊覽著

名的巴羅克風格教堂聖米歇爾大教堂和俾斯麥紀念塔。下午我們將驅車前往世界文化遺產老城呂貝克。整個小

城依水而建，古建築眾多且多保存完好，再現了歐洲中世紀漢薩城市的典型風貌，可謂是一步一風景，一景一

陶然。 

  

行程安排： 

卡塞爾 → 漢堡 → 聖米迦勒教堂（15分鐘）→ 俾斯麥紀念塔（15分鐘）→ 呂貝克 → 

呂貝克市政廳（外觀，15分鐘）→ 霍爾斯坦門（15分鐘）→ 聖瑪麗恩教堂（外觀，15分鐘） 

 

                                 

上午   

聖米迦勒教堂 

                   

聖米歇爾大教堂建於18世紀中期的巴洛克尖頂風格建築，是漢堡的標誌建築之一。現在看到的教堂是第三座重

建後的樣貌，之前兩座都已經被損壞。教堂內部非常精美絕倫，教堂頂端是一個不錯的眺望平台，可以俯瞰漢

堡全景。                   

 

Bismarck-Nationadenkmal 

 

                                 

下午   

呂貝克 

                   

呂貝克有兩個暱稱，一個叫作“七尖頂城”，另一個喚作“漢薩女王”。前者是因為城中有七個尖頂的建築，後者則

來自於它的歷史。歷史上，呂貝克是漢薩城市聯盟的地方，曾是歐洲很富有和很強大的城市之一，歐洲中世紀

漢薩城市的典型風貌在這裏得到經典的展示。13世紀城市聯盟興起，公元1241年，為了對付海盜，呂貝克與漢

堡結成同盟，彼此之間對商業活動進行保護，“漢薩同盟”因此產生。呂貝克逐漸控制了北歐的海上貿易，成為

漢薩同盟的盟主，並在14世紀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加盟城市多達到160個。1367年成立了以呂貝克城為首的領

導機構，有漢堡、科隆、不萊梅等大城市的富商參加。同盟當時壟斷了波羅的海地區的貿易，並在西起倫敦，

東至諾夫哥羅德的沿海地區建立商站，實力雄厚。這樣雄厚的歷史，真的讓人對這座城市刮目相看，更重要的

是，這樣有歷史感的城市，往往留下來豐厚的遺產。                   

 

呂貝克市政廳 Lübeck Town Hall 

呂貝克市政廳建成於13至15世紀，被形容為“石頭建成的神話”。市政廳建築風格獨特，一半是哥特式，另一半

是麗娜莎挪式。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該市政廳一直是遠近城市爭相效仿的典範。 

 



霍爾斯坦門 

                   

它是呂貝克老城的城門，遠處看去就像童話城市的入口：兩個高聳的圓柱形頂端相互傾斜交叉，與兩方的支撐

牆彌合在一起，黑灰色的大煙囱口頗具中世紀風格。                   

 

聖瑪麗恩教堂 

                   

位於市場附近的馬利亞教堂是德國第三大教堂，兩個125米高的姊妹尖頂直指蒼穹，被作為哥特式磚構大教堂的

典型。教堂較為知名的是它破損不堪的鐘鼓，這是“二戰”期間經過一次炮彈襲擊後留下來的遺跡，現在是象徵

和平的紀念物。                   

 

 

                                 

晚上   

酒店：早安巴特奧爾德斯洛酒店(Good Morning + Bad Oldesloe) 或 同級 

                                 

                           

Day 5 呂貝克 - 汽車 - 什未林 - 汽車 - 波茨坦 - 汽車 - 柏林 

全天   

今天早上我們將告別世外桃源般的小城呂貝克，乘車前往如夢似幻的什未林。我們將前去參觀水上童話城堡—

—

什未林城堡，這座城堡幾經改建和擴建，最終發展為如今的規模。隨後我們將前去波茨坦參觀“沙丘上的宮殿”

——

無憂宮，宮殿建築以洛可可風格為主，華美與舒適並重，曾是腓特烈二世的避暑之地。之後在波茨坦遊覽。 

  

行程安排： 

呂貝克 → 什未林 → 什未林城堡（自费，90分鐘） → 無憂宮（自费，60分鐘）→ 波茨坦 → 

波茨坦老城城門（30分鐘）→ 荷蘭城區（30分鐘）→ 柏林 

 

                                 

上午   

什未林城堡 

什未林城堡是一座位於德國城市什未林市中心的島嶼宮殿，現在是德國梅克倫堡-

前波美拉尼亞州州議會的會址，過去是梅克倫堡公爵和大公的王宮。 

這座王宮是經過一千多年不斷地改建、擴展逐漸形成的。它的環狀結構是最初斯拉夫人城堡城牆的遺迹。 

今天的城堡主要是從1845年到1857年在老王宮的基礎上更改和新增添的，它被看作是浪漫派曆史主義建築的代

表作。在改建過程中法國文藝複興式宮殿被用作榜樣。 



 

 

                                 

下午   

無憂宮 

無憂宮位于波茨坦市北郊，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國凡爾賽宮所建。宮名取自法文的“無憂無慮”。整

個王宮及園林面積為90公頃 

，因建於一個沙丘上，故又稱“沙丘上的宮殿”。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無憂宮宮殿建築與其寬廣的公園列

為世界文化遺產。 

無憂宮以洛可可建築風格為主，房間仍保持著最初優雅、和諧的布置。大型公園中還有新宮（Neues 

Palais）、新套房（Neue Kammern）、中國亭（Chinesisches 

Haus）、橙園（Orangerieschloss）或夏洛滕霍夫宮（Schloss Charlottenhof）等其他宮殿建築。 

宮殿東側是珍藏著124幅名畫的畫廊（Bildergalerie），這些繪畫多為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荷蘭畫家的名作。 

新宮矗立在林蔭道西段盡頭，與無憂宮的相對私密低調截然不同。這裡富麗堂皇的慶典大廳、皇家公寓、畫廊

、巴洛克式劇院無一不顯示著18世紀藝術的精工細作。 

 

Brandenburg Gate (Brandenburger Tor) 

 

                                 

晚上   

酒店：早安東柏林城市酒店(Good Morning + Berlin City East) 或 同級 

                                 

                           

Day 6 柏林市區遊覽 

全天   

柏林是德國的首都，經濟、文化事業均非常發達。在這裡，我們可以感受歐洲都市的繁華喧囂，重溫歐洲大事

件的輝煌歷史。 

  

行程安排： 

柏林愛樂廳（外觀，15分鐘）→ 帝國大廈舊址（外觀，15分鐘）→ 勃蘭登堡門（15分鐘）→ 

柏林牆遺址紀念公園（15分鐘）→ 亞歷山大廣場（15分鐘）→ 柏林馬克思-恩格斯廣場（15分鐘）→ 

奧特萊斯自由購物（3小時） 

 

                                 

上午   

柏林愛樂廳 Berliner Philharmonie 

柏林愛樂廳是柏林愛樂樂團的大本營，也是全世界樂迷心中的聖地。整個建築不對稱，呈帳篷狀，座椅排的高



度隨著舞臺的距離不斷增加，是葡萄園式座位安排的開創式設計，建築整體充滿後現代美感。 

 

國會大廈 

                   

國會大廈現在不僅是聯邦議會的所在地，其屋頂的穹形圓頂也是非常受歡迎的遊覽聖地，它不斷更新的歷史映

射著自十九世紀以來德國歷史的各個側面。國會大廈的外牆為古老的古典主義風格，但裡面的建築卻充滿了現

代化特色。全會廳上層三邊環繞大量的觀眾席，普通公民可以在觀眾席自由地觀看聯邦議院的辯論。                   

 

勃蘭登堡門 

                   

巴黎廣場自18世紀開始就深受遊客歡迎，一度被稱為“國王的接待室”。它是柏林市中心的一個廣場，位於勃蘭

登堡門內，菩提樹下大街的西端。戰爭夷平了巴黎廣場的大部分，只有勃蘭登堡門倖免於難。之後不斷的資金

投入使得廣場慢慢恢復昔日的輝煌。原本勃蘭登堡門是柏林城牆的一道城門，因通往勃蘭登堡而得名。重建的

勃蘭登堡門是冷戰時期分裂的象徵，如今卻成了德國重新統一的見證。                   

 

柏林牆遺址紀念公園 

                   

柏林牆遺址紀念公園曾經是東西德分裂期間的邊界線。這裡保留了一段帶有隔離帶和崗亭的柏林牆，可以讓參

觀者實地觸摸到歷史實物。這裡曾是一片無人區和死亡之地。如今地面上鋪了草坪，水泥的柏林牆和生了鏽的

金屬架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之下呈現出一片祥和肅穆的氣氛。                   

 

亞歷山大廣場 

亞曆山大廣場自十九世紀末起，就是柏林的商業中心，經曆了民主德國時代和冷戰後統一時代，這一地位始終

突出，它的周圍還是近代柏林老城所在，以及民主德國的政治心臟。 

如今亞曆山大廣場的四周，有傳統的和新建的各個百貨商場，以及一些攤位，十分熱鬧。廣場上有一個世界時

鐘，以巧妙的方法同時顯示了世界各地的時間。在廣場上，最顯眼的地標是建於1969年，高368米的柏林電視塔

，可以登塔觀光，亦設有旋轉餐廳。 

在電視塔的背後，是紅磚結構的聖母教堂 

，建於1270年，為柏林第二老的教堂。教堂旁的花園中央為海神噴泉，花園的另一邊，是著名的紅色市政廳，

自1869年建成後就是柏林市政府所在，紅色的新文藝複興風格十分美麗。紅色市政廳的以西，就是柏林最古老

的尼古拉街區，最古老的尼古拉教堂就在這裡 

花園的對面，還有一個民主德國博物館，如果你對那段曆史中的日常生活有興趣，不妨一遊。各式百貨大樓，

購物中心也坐落於廣場上，圍繞廣場還有諸多各具特色的小店。 

 

柏林馬克思-恩格斯廣場 

 

                                 



下午   

柏林名品奧特萊斯 

 

亚瑟格兰名品奥特莱斯是欧洲大型的奥特莱斯集团拥有21家，遍布欧洲8个国家和20个城市，其中在温哥华地区

有一家奥特莱斯购物村。 

在亚瑟格兰集团（McArthurGlen）旗下品牌名品奥特莱斯（Designer 

Outlets)，集合了800多个奢侈品品牌，如：Bottega Veneta, Burberry, Gucci, Prada, Ralph Lauren 和 Paul 

Smith，折扣可高达70%。 McArthurGlen名品奥特莱斯是热爱时尚的旅行者不可错过的目的地。 

主营品牌：Adidas、Bogner、BRAX、Bruno Banani、Calvin Klein Jeans、Calvin Klein Underwear、Camel 

Active、Converse & O'Neill Footwear、Crocs、Daniel 

Hechter、Desigual、Diesel、Dockers、Escada、Esprit、Estella、Falke、Fossil、GUESS、Hugo 

Boss、Hunkemöller、Illy、Jacques Britt、Joop!、K.I.D.S、Kamps、Karl Lagerfeld、Kunert、Lacoste、LEGO 

Wear、Levi’s®、Liebeskind Berlin、Lindt、Lloyds 

Shoes、Napapijri、Nike、Nordsee、Northland、Olymp、O'Neill、Parfumerie Alina、Park Avenue、René 

Lezard、Replay、Samsonite、San Fransico Coffee Company、Swarovski、The Body Shop、The North 

Face、Timberland、Tommy Hilfiger、Villeroy & Boch、Watch Station、Wellensteyn、WMF。 

  

 

                                 

晚上   

酒店：早安東柏林城市酒店(Good Morning + Berlin City East) 或 同級 

                                 

                           

Day 7 柏林 - 汽車 - 德累斯頓 - 汽車 - 班貝格 

全天   

今天我們將離開柏林，前往德累斯頓。德累斯頓是德國東部捷克邊境一座古老的城市，後來成為皇家領地，擁

有數百年的繁榮歷史和無數精美的巴洛克風格建築。行程中將打卡德累斯頓的三大著名景點——

德累斯頓聖母教堂，茨溫格宮和塞珀歌劇院，一覽流光溢彩的巴洛克名城。 

  

行程安排： 

柏林 → 德累斯頓 → 德累斯頓聖母教堂（外觀，15分鐘）→ 

茨溫格宮（外觀，15分鐘）→ 塞帕歌劇院（外觀，15分鐘）→ 班貝格 

 

                                 

上午   

德累斯頓聖母教堂 

聞名於世的德累斯頓聖母大教堂在被炸毀59年後得以重建，2005年10月30日，德累斯頓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聖母



大教堂重建落成典禮”，包括德國總統、總理、英國王室代表等政要在內的10萬餘人蔘加了這次盛會。 

德累斯頓聖母大教堂始建於1726年，採用了圓形拱頂、砂岩拼建等前所未有的建築方式，是由木匠大師奧爾格·

貝爾主持設計修建的，曆時17年方才建成。聖母大教堂高95米，規模巨大，精巧華麗，是西方新式教堂建築的

代表作，是這座古老城市的標誌性建築，也是德累斯頓最亮麗的風景，有許多音樂大師和藝術大師在這裡留下

了他們的足跡。 

二戰末期聖母大教堂在英美空軍的轟炸下化為廢墟，僅剩下13米高的一截殘壁，這是戰爭給德累斯頓人們帶來

的永遠的傷痛。德國統一後，在英美等國家的捐款支援下，德國決定重建聖母大教堂，從1994年開始，重建工

作耗時11年，花費1.79億歐元。重建後的教堂基本按照原樣修建，許多遺物都被精心保留下來，並成為教堂建

設原料的一部分。 

 

茨溫格宮 

茨溫格宮主要由珀佩爾曼設計，1710年至1728年分階段建造。茨溫格宮是德累斯頓最為恢弘和著名的古建築，

是建築師伯人倍爾曼的最高傑作，是德國主要的一個標誌之一。 

茨溫格宮在1719年選帝侯奧古斯特與哈布斯堡皇帝的公主瑪利亞·約瑟法舉行婚禮之際正式揭幕，當時，建築的

外殼已經豎立，加上臨時展館，構成這一活動突出的背景。內部直到1728年才完成，行使美術館和圖書館的功

能。 

茨溫格宮在1945年2月13-

15日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中基本被摧毀，在此之前，收藏的藝術品已經被撤退。戰後，德累斯頓市民舉行公民投

票，決定重建茨溫格宮，以重建該市的榮耀，而不是將廢墟夷為平地，改建當時盛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

。 

儘管有些小，茨溫格宮的早期繪畫大師美術館（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仍是德累斯頓豐富的文化遺產吸引力的主角。現在它收藏美術和科學珍寶的藏品。這裡收藏有迦納萊

托、拉斐爾等早期繪畫大師的繪畫。 

 

 

                                 

晚上   

酒店：班貝格康哥拉斯迎賓酒店(Welcome Kongress Hotel Bamberg) 或 同級 

                                 

                           

Day 8 班貝格 - 汽車 - 羅滕堡 - 汽車 - 巴登巴登 

全天   

今天上午我們將在班貝格市區遊覽，早餐後前往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班貝格老市政廳。與一般的市政廳不同，

班貝格老市政廳建造在河中央，通過前後兩座橋連接著兩岸，橘黃色的底色頗有幾分油畫風情。之後我們將前

往另一處世界文化遺產——

班貝格老城，這座水上文化名城還曾是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值得您放慢腳步，靜心遊覽。下午我們將動身前

往被譽為“中世紀明珠”的小鎮羅騰堡，到羅騰堡市集廣場，遊覽具有傳奇色彩的議會會館。 



  

行程安排： 

班貝格老市政廳（15分鐘）→ 班貝格主教堂（15分鐘）→ 班貝格老城（20分鐘）→ 羅滕堡 → 

羅滕堡市政廳（外觀，15分鐘）→ 羅滕堡議會會館（外觀，15分鐘）→ 羅滕堡市集廣場（15分鐘）→ 巴登巴登 

 

                                 

上午   

班貝格老市政廳 

                   

建在水中央的班貝格老市政廳，以其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入選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哥特風格的老市政廳建於1

462年，橋上的門洞上有美麗的雕塑，外牆上還有壁畫。它是建於一個人工島上的，原因是當年的主教不願意分

割自己的地盤給人民建造市政廳，於是當地人就在雷格尼茨河中造出了這樣一個建築。                   

 

Bamberg Cathedral 

班貝格老城 

班貝格老城那層層疊疊的紅色屋頂，磚木結構的房屋，水道橋樑，家家戶戶陽台上的鮮花，都是值得留戀的 

 

 

                                 

下午   

羅滕堡 

                   

羅騰堡位於巴伐利亞州西北部弗蘭肯地區的高原上，俯瞰陶伯河。這是德國所有城市中保存中古世紀古城風貌

較完整的地區，同時也很有浪漫情調，被譽為“中古世紀之寶”。羅騰堡是德國中世紀小城中的精華，沒有受到

戰爭的摧毀，更在近20年中得到盡力的修護。它保存良好的老城，完整地再現了中世紀的風貌，像一座拍古典

影片的攝影大棚。小城裡石巷蜿蜒，房子古樸，更有城牆和塔樓守衞，還有迷人的花園與陶伯河的流水，非常

美麗有意境，時光彷彿在此停滯，充滿了童話的氛圍。                   

 

 

                                 

晚上   

酒店：巴登巴登萊昂納多皇家酒店(Leonardo Royal Hotel Baden- Baden) 或 同級 

                                 

                           

Day 9 巴登巴登 - 汽車 - 福森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德國的旅遊勝地新天鵝堡。新天鵝堡掩映在蒼林鬱野間，四周各有一個湖泊，城堡白牆藍頂，



外牆由大理石構成，其門廊、窗戶、列柱廊是拱形半圓，充滿夢幻色彩，洋溢著中世紀的氣息。正是因為這童

話般的氣質，它之後也成為了迪士尼樂園中的睡美人城堡和芭蕾舞劇《天鵝湖》場景的原型。 

  

行程安排： 

巴登巴登 → 福森 → 新天鵝堡（自費，60分鐘） 

  

溫馨提示： 

1. 新天鵝堡由於流量控制可能無法入內參觀，將改成老天鵝堡（入內參觀）+新天鵝堡（外觀）。 

 

                                 

下午   

新天鵝堡 

                   

新天鵝堡位於德國南部邊境小城福森近郊群峰的一個小山峰上，它擁有童話般的外觀和周圍靚麗的風景相融合

，內飾也是十分奢華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以音樂劇《天鵝騎士》為靈感，花費了多年時間建造這座

城堡，不論在哪個季節，從哪個角度觀看，城堡都是美麗的，所以新天鵝堡總是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         

 

 

                                 

晚上   

酒店：Arthotel Ana Panorama 或 同級 

                                 

                           

Day 10 福森 - 汽車 - 楚格峰 - 汽車 - 慕尼黑 

全天   

上午我們將驅車前往位於德國和奧地利邊境的楚格峰。楚格峰是德國境內的最高峰，四周群峰綿延，同時也是

滑雪名地。您可自費搭乘風情齒軌火車，前往海拔2600公尺高的楚格峰冰川平臺，續乘冰川號纜車登上峰頂，

由峰頂極目遠眺，一覽四國阿爾卑斯山千萬峰巒美景。下午我們將前去遊覽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首府——

慕尼黑。慕尼黑位於德國南部阿爾卑斯山北麓的伊薩爾河畔，是德國主要的經濟、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慕

尼黑同時保留著原巴伐利亞王國都城的古樸風情，因此被人們稱作“百萬人的村莊”。行程中將前去參觀雄偉莊

重的慕尼黑新市政廳和充滿現代設計感的寶馬世界。 

  

行程安排： 

福森 → 楚格峰（自費，120分鐘）→ 慕尼黑 → 慕尼黑新市政廳（外觀，15分鐘）→ 寶馬世界（外觀，15分鐘） 

 

                                 

上午   



楚格峰 

                   

楚格峯是德國較高的山峯，海拔2963米，位於德國和奧地利邊境，屬於阿爾卑斯山脈。這裡有連綿的山峯，還

有雲海和雪線，同時也是滑雪名地。遊覽楚格峯可以乘坐齒輪小火車和纜車，會在1000米左右的Eibsee湖等幾個

主要站點停靠，遊客能隨下隨上觀景。登上2963米的山頂可以俯瞰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瑞士四國的風光。

山頂設有展覽、觀景台、紀念品商店和餐廳。夏季時還可以在楚格峯周邊徒步遊覽。                   

 

 

                                 

下午   

慕尼黑新市政廳 

                   

慕尼黑新市政廳位於瑪麗亞廣場北側，是19世紀末建造的棕黑色哥特式建築。遊客可以登上高巨塔眺望慕尼黑

的街市景色。正面裝飾有巴伐利亞國王以及寓言、傳說的英雄、聖人等的雕像。整個建築佈局恢宏、裝飾華麗

，從1867年起用了40年時間才建成。                   

 

寶馬世界 

                   

寶馬世界位於慕尼黑奧林匹克公園附近，與著名的寶馬總部大廈和寶馬博物館毗鄰，建築外觀的設計充滿超現

代感，形似一個扭轉的玻璃塔。寶馬世界是寶馬集團下產品展示和客戶體驗的多功能中心，配有會議中心、青

少年課堂和圖書館等，常年舉辦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和展覽，展覽內容經常更新。寶馬世界的整幢大樓內部呈

螺旋上升式，走道非常寬敞，車輛可以直接開進大廳。                   

 

 

                                 

晚上   

酒店：慕尼黑北温德姆爵怡酒店(Tryp by Wyndham Munich North) 或 同級 

                                 

                           

Day 11 慕尼黑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德國之旅，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慕尼黑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国际机

场 (MUC)。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8: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8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導遊可協助客人打車。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全程3-4星酒店共9晚； 

           

           

2. 酒店內早餐； 

           

           

3. 普通話中文導遊（英語能力：日常溝通）； 

           

           

4. 奔馳8-9座商務車，含各國路稅及入城費。 

 

 

費用不含 

1. 全程機票、稅金、簽證費用、護照辦理費用； 

           

           

2. 行程中的午餐和晚餐； 

           

           

3. 服務費12歐元/人/天； 

           

           

4. 行程中的景點門票和自費項目； 

           

           

5.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6.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什未林城堡 Schloss Schwerin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45.00

； 
所需時間：1.5小時左右 

無憂宮 Sanssouci Palac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45.00

； 

含耳機講解 

所需時間：1小時左右 

新天鵝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65.00

； 

包含：定位費、景點門票

、司導服務費 

所需時間：1小時左右 

楚格峰 Zugspitz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00.00

； 

包含：上下山纜車票，導

遊服務費 

所需時間：3小時左右（

含上下山） 

 

  

出行提示 

德國入境要求 

無任何的防疫要求 

  

入境德國參考網址（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 

歐洲各國入境政策是以該國政府官方發佈的政策為准，但是執行方是航空公司工作人員，最終請以和航空公司

確認為准。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coronavirus/2317268#:~:text=Ministry%20of%20Health.-,Mandatory%20testing%20or%20proof%20of%20immunity%20from%20COVID%2D19,or%20vaccination%20when%20entering%20Germany.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歐洲酒店多為兩張單人床的房型，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2人，包括成人和兒童。部分酒店可三人入住一間房，

房型為：三張單人床或兩張單人床或一張大床+折疊床（具體房型因各酒店實際情況不同）；實際預定酒店沒有

以上房型，則安排其中一位客人與團上一位同性客人配房，如團上無同性客人可配房，則安排入住單人房。另

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

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1.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2.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100500歐元之間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

，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歐洲晝夜溫差大、每年平均溫度最熱超過30度的情況不超過兩個月，且歐洲各國環保意識強，故至今歐洲部

分酒店並不配備冷氣空調，並非酒店設施不達標準，敬請諒解。 

10.所有參加歐洲團的客人，我司會協助填寫入境國的申報卡，並協助辦理回美國所需的病毒檢測（檢測費用自

理）。 

11.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