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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維也納(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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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茲(Graz)克拉根福(Klagenfurt)(奧地利)
格拉茲


克拉根福



阿爾卑斯山南麓的中歐重鎮是奧地利第二大城，得名自斯洛維尼亞語「城堡」，
影星阿諾·史瓦辛格在 21 歲移居美國前的故鄉。西元 1998 年獲選「2003 歐洲文化
之都」
、西元 2008 年獲選為「美食之都」、西元 2011 年獲選「設計之都」、西元
1999 年巴洛克式宮殿建築和大片美麗庭園的★艾根博格城堡(Schloß Eggenberg)與
★古城歷史中心一併登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克拉根福谷地之★沃爾特湖(Wörthersee)東岸的奧地利第四大城，享有「沃爾特湖
之薔薇」的美譽。郊外◎迷你世界(Minimundus)是一座迷你模型公園，西元 1958 年
開幕，有超過 150 座微縮世界(比例:25 分之 1)的各地景觀模型。

第 3 天 菲拉赫(Villach)湖瑞士國家公園(Parc Naziunal Svizzer)(瑞士)
菲拉赫

奧地利國境之南的邊界(沃爾特湖以西，接壤義大利、斯洛文尼亞)旁一處重要交通

樞紐。Ossiacher 湖西南邊上的一座◎蘭斯克龍城堡(Burg Landskron)是一座海拔 658
公尺高在圓錐形岩石上的中世紀小城堡。城堡遺址的歷史可追溯到 14 世紀初，
現定期舉行飛行示範的獵鷹中心，附近有獼猴園(Affenberg)可供參觀。
瑞士國家公園 歐洲第一個國家公園(歷史追溯到 19 世紀末)，是最美麗的瑞士和義大利阿爾卑斯
山脈崎嶇多變的地形部分，坐落瑞士最東端最高可達 3,174 公尺，擁有數以千計
動植物種類棲息在高山荒原的不同地形，豐富多彩的各類昆蟲和大量的林木花草
提供大量野生動物的棲息與繁衍，這是一處完全都沒有受到人類影響或被開發的
自然景觀，瑞士故意留著未開發，即使森林大火襲園區，當局甚至不進行干預。

第 4 天 景觀公路伯連納大迴旋鐵道聖莫里茨(St. Moritz)
景觀公路、 接近義大利國境沿波斯基亞維諾(Poschiavino)河和兩湖(Lago di Poschiavino & Lago
伯連納
Bianco 白湖)之間的 29 號景觀公路(Strada della Bernina)幾乎與伯連納景觀鐵路相
大迴旋鐵道 平行，是阿爾卑斯山脈的單線通車鐵軌，連接瑞士南部聖莫里茨和義大利北部
蒂拉諾，穿越著名的伯連納山口。西元 1904 年開始施工 6 年後全線通行。鐵路
線長 61 公里有 13 條隧道、52 座橋樑。公路與鐵路沿途景色無比壯觀、秀麗。
聖莫里茨 舉世聞著名的滑雪勝地，一年有三百多天陽光普照的好天氣，東阿爾卑斯山脈
四千多公尺的最高峰皮茲伯連納峰(Piz Bernina)就在南邊，舉辦過西元 1928 年、
1948 年二次冬季奧運會，與奧地利茵斯布魯克(Innsbruck)、美國的普萊西德湖
(Lake Placid)並列世界上三處曾經舉辦過兩次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地方，也是
西元 1934 年、1974 年、2003 年共三次成為阿爾卑斯世界滑雪錦標賽舉辦地。

第 5 天 高拱橋長隧道達沃斯(Davos)
蘭德瓦瑟
高架拱橋

單線軌道的鐵路高架橋，橋高 65 公尺長 136 公尺，石造的六弧形鐵路高架橋。
西元 1901 年 3 月興建並於次年 10 月第一列火車通過。曲線斜坡鐵路軌道的橋頭
(Landwasser 讓火車直接駛入 216 公尺長的 Landwasser 隧道，※阿爾布拉(Albula)鐵路於西元
viadukt)
2008 年獲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而這座高架橋一直是這條鐵路的標誌建構。
達沃斯
以滑雪勝地舉世聞名，擁有「歐洲最大高山滑雪場」之頭銜，每年這裡的國際賽事
不斷，讓體育愛好者大飽眼福。每年一月底召開之「世界經濟論壇」(WEF,又稱作:
「達佛斯論壇」Davos Forum)邀集各國領袖與全球工商、政治、學術、媒體等領域的
精英，來到這小鎮共同討論世界上所面臨最緊迫問題。19 世紀時肺結核(TB)還是
不治之症，這裡海拔高又四面環山空氣乾爽清新，是各種肺病患者最佳的療養地。
當時醫院鱗次櫛比，現在療養場所大多已經改建成渡假旅館。但達沃斯在現今世上
的醫學界地位並不減當年，每年仍有不少國際醫學大會在這小鎮舉行。

第 6 天 盧加諾(Lugano) (遊湖)
盧加諾



盧加諾湖(Lago di Lugano)畔之義大利語區 Ticino 州的最大城鎮和瑞士的第三大金融
中心，市中心滿佈義大利倫巴底風格的建築，瀰漫濃郁地中海風格的廣場和拱廊，
歷史悠久的舊城中心禁汽車駛入，衆多公園長滿亞熱帶植物，使這座城鎮有世界級
城市優勢又具備渡假區小鎮的特色。西元 1925 年 10 月歐洲多國在此簽訂了盧加諾
公約。湖畔◎市立公園(Parco Civico)、鄰近湖畔行人大道的★貝勒維爾花園(Belvedere
Gardens)與別具特色的高山、湖泊、古老街衢、各式各樣的繽紛盛事，常年吸引
世界各國的遊客前來感受宜人的氣氛，盡興享受當地甜美的生活情懷。

第 7 天 策馬特(Zermatt) 高山鐵路線
策馬特

距義大利邊境約 10 公里的世界著名滑雪勝地，位於馬特洪峰北麓的德語區，是
瑞士冰河快車的終點站。旅遊勝地宛如無車小鎮，所有燃氣的機動車輛全部禁入，
當地僅限以馬車或電瓶車代步(公車、計程車也是電瓶車)。鎮上的服務設施一應
俱全，世界各地的餐飲業雲集，有中式、泰式、印度…各種餐館。街上瑞士名錶店
比比皆是。從策馬特前往瑞士南端的雪山馬特洪峰，可乘◎齒輪火車或纜車。作為
前往馬特洪峰的中轉站，全世界各地的登山及滑雪愛好者都會先抵達這小鎮。
馬特洪峰 矗立瑞士、義大利邊境的阿爾卑斯山脈中最舉世知名的雄偉山峰。頂端呈錐狀的
Matterhorn 山峰像一隻有四面錐體的牛角，每一峰面分別朝向東南西北非常陡峭!因此，只有
少量的雪附著在峰體表面，一旦發生雪崩很快將過多積雪推落山峰下的冰川。

◎戈爾內格拉特鐵路(Gornergrat railway):建於西元 1896 年竣工於 1898 年是一條
連接戈爾內格拉特和策馬特的高山鐵路線。鐵路 9 公里長度自起點的海拔 1,604 公尺
到終點 3,089 公尺，高低落差達 1,485 公尺是很著名的登山觀光鐵路線。

第 8 天 蒙特勒(Montreux)西墉城堡羅什德內峰
蒙特勒

阿爾卑斯山麓下日內瓦湖(Lac Léman)東岸的小鎮，以氣候舒適的渡假勝地聞名。西元
1967 年首次舉辦蒙特勒爵士樂節，現在六月/七月音樂節已成鎮上的年度大型活動。
西庸城堡 ◎西庸城堡:建造在湖畔岩島之上，古堡有壁壘森嚴的城牆和高塔。古堡的監獄曾
Château de 囚禁了日內瓦僧侶伯尼瓦爾(Bonivard)四年，這事件在 1816 年啟發詩人拜倫創作了
Chillon
名詩「西庸的囚犯」(The prisoners of Chillon)，現在城堡已經改成為博物館。
羅什德內峰 高達 2,042 公尺一向是大自然愛好者青睞的、具獨特性之旅遊地。搭沿途景色旖旎的
Rochers de ◎齒輪鐵路火車經過田野、鄉村、森林…，約 55 分鐘旅程爬升 1,600 多公尺到峰頂，
Naye
俯瞰日內瓦湖與沃州(The Vaud)、瓦萊州(Valais)、伯恩州(Bern)、法國…令人嘆為
觀止的雄偉阿爾卑斯山脈，天晴時漫步其間放眼望去盡是令人驚喜萬分的壯麗景觀!

第 9 天 洛桑(Lausanne)日內瓦(Genève)
洛桑

在日內瓦湖北岸法語區是瑞士第五大城市，與法國出產 evian 礦泉水的「水之鎮」
(Évian-les-Bains)隔湖相望，北面是侏羅山脈。洛桑與鄰近的日內瓦是許多國際組織
總部的所在地，例如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因此也稱為
「奧林匹克首都」。洛桑管理學院是世界一流的著名學府與研究機構。
蕾夢湖
又稱日內瓦湖(Lac de Genève)略呈新月形，北岸和東西兩端分屬瑞士沃州、瓦萊州和
Lac Léman 日內瓦州，南岸屬於法國的上薩瓦省，瑞士和法國約各占有湖面的 60%、40%。
湖最深處達 310 公尺容積估計約 88.9 立方公里，流域面積達 7,975 平方公里，東西
長約 75 公里、南北最寬約 14 公里，僅次於匈牙利的巴拉通(Balton)湖是中歐面積
第二大淡水湖(約 582 平方公里)，略分為東邊大湖(Grand Lac)、西邊小湖(Petit Lac)。
日內瓦
位於蕾夢湖西端法語區的瑞士第二大城，是舉世聞名的「和平之都」也是★國際
紅十字會(Red Cross)的誕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
總部所在地，現在聯合國(United Nations)歐洲總部、世界衛生組織(WHO)總部、
…等重要之外交機構林立，顯現最典型的外交城市、國際城市、商業城市…。

第 10 天 日內瓦伯恩(Bern)
日內瓦



伯恩



★日內瓦湖直沖雲霄的★大噴泉(Jet d’Eaux,夏季噴水最高可達 140 公尺)、市中心區與
隆河(Le Rhône)口★盧騷島、★英吉利公園(Jadin Anglais)與世界第一座★花鐘(Horloge
Fleuri)、湖畔花團錦簇的◎玫瑰花園與◎活水公園(Parc des Eaux-Vives)。
洋溢中世紀原韻的瑞士首都和第四大城，西元 1191 年 Zähringen 公爵 Berchtold
五世打獵到這裡首獲一隻熊，即以熊(原文:Bärn)為名在此建城，熊一直是伯恩
最典型的市徽與吉祥象徵。舊城區已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定的世界遺產。
老城區由 Aare 河三面環繞有許多美輪美奐的★噴泉，市場街(Marktgasse)與零售商街
(Kramgasse)有歐洲最長的★迴廊(綿延 6 公里之商店騎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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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準點報時聲響四分鐘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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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紀念館乃他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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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北有★市政廳，南邊★教堂廣場有西元 1200 年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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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的★涅德格古橋(Nydeggbrücke)
是 Aare 河岸西元 1513 年設立的★熊園(Bärengraben)和高崖邊上的◎玫瑰花園。

第 11 天 巴塞爾(Basel)萊茵大落瀑(Schaffhausen)
巴塞爾

瑞士的第三大城市位於國境西北角(與德、法二國交界之德語區)，西北鄰法國的
阿爾薩斯省，東北與德國南北走向的黑森林山脈接壤；萊茵河將城區分為西岸較大的
大巴塞爾區和東岸的小巴塞爾區。圍繞著★市政廳(Rathaus)以及 14 世紀創設的
巴塞爾大學周遭形成市中心，除了搭載遊客的電車無任何機動交通工具，各具特色的
許多橋樑跨萊茵河串接兩岸狹窄街道巷弄是這城市的獨特景象。瑞士很多大藥廠
將總部設在此，巴塞爾港口是瑞士國境內僅有的從萊茵河岸可航向北海出口。
萊茵大落瀑 在瑞士北部與德國緊鄰的夏夫豪森州境內，瀑布約在 14,000 年到 17,000 年前形成，

約 150 公尺寬 23 公尺高，是歐洲流量最大的★瀑布(冰島西北部 Dettifoss 瀑布最高，
但流量及寬度較小)。每年初春融雪時水流量最大，平均水流量每秒 373 立方公尺
夏季則約每秒 600 立方公尺。瀑布周圍區域形成了一個小湖泊，最深處約 13 公尺。
由於水量豐沛 19 世紀起設有水力發電廠，瀑布中央兩座岩石須乘船才能上岸。

第 12 天 蘇黎世(Zürich)盧森(Luzern)
蘇黎世

盧森



蘇黎世湖北岸的瑞士聯邦最大城市和最主要的商業和文化中心，是瑞士銀行業的
代表都市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全球許多大銀行將總部設在這裡。蘇黎世的國際
機場是瑞士最大的機場，國際足球總會總部也設在此，是全歐洲最富裕的城市，
根據世界權威機構 Mercer 發布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蘇黎世在西元 2006 年、2007 年
連續兩年獲評選高居世界首位，處處花木扶疏綠樹成蔭享譽為「花園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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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渡假之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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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頂尖品牌名貴鐘錶、高級奢侈品、精美商品、…長年
吸引各國遊客絡繹不絕，足可譽為全世界發展觀光事業最亮麗的典範！
建於西元 1333 年之歐洲最古老有頂蓋的★卡佩爾木橋(Kapellbrücke)是最具代表
這座古城的地標，與矗立橋中13 世紀所造★八角型水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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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zern 拉丁文原意:「獅子城」)

第 13 天 施維茨(Schwyz)
施維茨

Stoosbahn
齒輪鐵軌

「瑞士」名稱即源自施維茨，設計獨具匠心最多可使用 33 功用的 VICTORINOX
「瑞士冠軍刀」的誕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施維茨十字(Schwyzcross)軍刀被
美國大量採購供應遍布全球各地的美軍，德語 Offiziermesser 被美國大兵稱為 Swiss
army knife 即「瑞士軍刀」從而推動了施維茨的瑞士摺疊刀廣泛行銷到全世界。
斜度高達 111%的世界上最陡峭鐵路，全長 1.7 公里要克服 744 公尺的高度差。
耗時 5 年耗資約 16 億台幣，於西元 2017 年 12 月 15 日通行後取代運營 84 年多的
Schwyz-Stoos 纜車。◎圓桶形車廂隨機旋轉讓乘客保持水平的搭乘舒適感。


第 14 天 華度士(Vaduz)茵斯布魯克(Innsbruck)(奧地利)

列支敦斯登 君主立憲制的內陸小公侯國列支敦斯登(Fürstentum Liechtenstein)在瑞士與奧地利
兩個內陸國之間的山區，是世界上少有的雙重內陸國。土地 160 平方公里人口三萬多，
但平均國民所得極高(世界第二位，僅次於蔚藍海岸上的摩納哥)，以阿爾卑斯山
美麗風光、避稅天堂與高生活水準而著稱，是唯一不與德國接壤的德語國家。
華度士
富裕小國列支敦斯登的首都位於萊因河東岸的一處河谷高地上，相傳偉登貝格伯爵
(Grafen von Werdenberg)14 世紀時到此建造一座城堡，但西元 1499 年時掌控該城堡的
偉登貝格家族後繼無人，城堡與周圍的領土遂落入瑞士手中。今日華度士是這袖珍

小國的金融中心，觀光業興盛，有◎郵票博物館和展示公侯家族收藏的★美術館，
天主教華度士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修建於西元 1874 年，是一座新哥德式建築。
郵票博物館 華度士郵票博物館陳列的郵票之精之多居世界之首。袖珍小國印製的郵票舉世聞名，

讓愛好集郵的人士愛不釋手。歷史上郵票曾經挽救過列支敦士登的經濟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公鑑於全國經濟蕭條，便拿出自己珍藏的全部名畫製版印刷
郵票大量發行，意想不到這些郵票深受世界各國集郵愛好者的喜愛，國家因此獲得
大量的外匯收入經濟也獲得好轉，大公因此贏得人民的愛戴。後來每年發行的郵票
收入，就高達 1,200 萬美元，佔全國國民總收入十分之一。除了展覽郵票之外，
擺放著郵遞員用具如:印製郵票的活字板、郵戳、手提燈、郵包、喇叭…等。館內
四周牆上，懸掛著從該國發行的第一套郵票起，直到今天發行的郵票和收藏的世界上
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之五光十色、色彩斑斕的郵票及首日封。
茵斯布魯克 德文 Innsbruck 即:茵(Inn)河上之橋(Bruck)，是奧地利西部 Tyrol 區首府，位居歐洲
大陸縱橫交會之處，是西元 1964 年與 1976 年曾兩度舉辦過冬季奧運會的地方。
阿爾卑斯山環繞這座奧地利的第五大城市，河水清澈的茵河蜿蜒流經過這座猶如
童話世界般的美麗山城，漫步其中處處都可見象徵昔日哈布斯堡王朝輝煌又豐富的
文化遺產，從城內各角落放眼望去盡是古意盎然的街景和如詩如畫的層疊山巒。

★黃金屋頂(Goldenes Dachl)、★塔樓(Stadtturm)、★凱旋門(Triumphpforte)、★聖安娜
紀念柱(Annasäule)矗立在 Maria-Theresien 大街、★冬季奧林匹克運會的會場…。

第 15 天 莎爾姿堡(Salzburg)



奧地利和德國邊境的觀光重鎮、名片"真善美"(Sound of music)的拍攝地，是繼維也納、
格拉茲和林茲之後奧地利的第四大城。德文意譯:「鹽(Salz)堡(Burg)」
，歷史上是
以產岩鹽興盛的古城，據史料記載是奧地利國境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市區建築
風格以巴洛克式為主，是音樂神童莫扎特(W. A. Mozart)的出生地也是指揮家卡拉揚
(Herbert v. Karajan)的故鄉。西元 1996 年獲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大教堂廣場(Domplatz)、★莫札特廣場(Mozartplatz)、美輪美奐的 Salzach 河畔
★莫札特故居、★米拉貝爾宮(Schloss Mirabell)、★莎爾姿堡高要塞、★穀糧街
(Getreidegasse)古色古香的精緻店舖與風味獨特的中世紀招牌最引人駐足留戀。

第 16 天 哈勒施塔特(Hallstatt) 達赫斯坦(Dachstein)
哈勒施塔特 Salzkammergut 地區的村莊，西元 1997 年這一地區的大部分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得到評語:「在薩爾茨卡默古特壯麗的自然景觀中，人類活動於史前時期開採
鹽礦開端，從西元前二千年到二十世紀中葉，這一資源構成這一地區繁榮的基礎，
其繁榮反映於哈勒施塔特鎮的優美建築」
。村莊位於哈勒施塔特湖(Hallstätter See)的
湖畔，名稱源自附近的鹽礦，是歐洲最古老的鹽礦之一，歷史上這一地區就因鹽
而致富，現在是熱門旅遊目的地，有被譽為「最美湖泊」之無敵的湖光山色。

達赫斯坦

登上最高點海拔 2,995 公尺的達赫斯坦山上★五指觀景台，眺望整個哈勒施塔特湖
與周邊群山，風景實在是太美，驚豔萬分的壯麗景觀讓人直呼嘆為觀止!天氣晴時
上山走一小段健行步道。除鹽洞外★冰洞是哈勒施塔特的另一旅遊景點。

第 17 天 林茲(Linz)維也納
林茲



維也納

羅馬人最初建立時取名 Lentia。多瑙河畔的美麗古城是奧地利的第三大城市，希特勒
童年時成長的地方，樂聖貝多芬居住在這裡時寫下了第八交響曲，西元 1782 年
莫札特在城內的演奏會前四天內寫出他的第 36 交響曲(Linz Symphony)。______
★老教堂(Alter Dom)建於 17 世紀是奧國最重要的巴洛克式建築大教堂。多瑙河
(Die Donau)岸邊的★大廣場(Hauptplatz)周邊許多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建築，廣場
中間矗立一座西元 1723 年白色大理石建造的★三合一紀念柱(Dreifaltigkeitssäule)，
廣場北邊多瑙河畔有一座美麗的★多瑙公園(Donaupark)，市區還有一座建於十九世
紀可容納二萬信徒的全奧地利最大哥德式★新主教座堂(Neuer Dom)。
奧地利首都暨舉世公認的『音樂之都』
，蘊含深厚傳統的萬般風情、輝煌燦爛。
都會人口佔全國四分之一以上，是歐盟第七大城市，有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與
美國紐約和瑞士日內瓦同為聯合國僅有的駐地、OPEC 總部設於此)。第一次世界
大戰以前是奧匈帝國首都，二十世紀初以前是德語圈最大的城市，時至今日仍是
德語圈第二大城市，僅次於德國首都柏林。地理位置在國境東部靠近捷克、斯洛伐克
和匈牙利的邊界。市中心區於西元 2001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第 18 天 維也納美泉宮(Das Schloß Schönbrunn)

炫耀奧匈帝國霸業的★霍夫堡(Hofburg)宮、★英雄廣場、★皇家戲劇院、氣勢宏偉的

美泉宮



※國會大廈、★國立歌劇院(Staatsoper)、※西班牙馬術學校、巍峨的★史帝凡大教堂、
※市政廳、俯瞰維也納最佳景點★貝爾維德(Belvedere)太子宮…。除了可盡情飽覽
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昔日奧匈帝國的輝煌史跡，亦可瀏覽※多瑙河運河兩岸
賞心悅目的風光，或觀賞藝術大師 F. Hundertwasser 於西元 1985 年創作的超現實
建物★百水公寓(市民集合住宅呈現奇趣外形的建物風貌:外牆豔麗多彩、樓層之間
襯以不規則線條、清真寺般的蔥形屋頂、林木花草栽植的樓頂花園…)。
亦譯為◎『熊布朗宮』
，在市區西南郊以一道美麗泉水而得名，曾是神聖羅馬帝國、
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府邸。奧匈帝國德雷莎女王(MariaTheresia)於西元
1743 年興建這氣勢磅礴、規模僅次法國凡爾賽宮的巴洛克藝術殿堂和御花園。

第 19 天 維也納台北 依依不捨揮別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夜宿機上。
第 20 天 台北 今日返抵台北，結束此次永生難忘又充實豐富的瑞士、奧地利之旅。
＊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午餐全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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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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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02)2740-6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