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20 日(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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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furt am Main)
今日搭乘客機飛往歐洲,因係洲際長程飛行,機上餐宿。

第 2 天 萊茵河遊船(Rhine cruise)莫色河(Mosel Fluß)科隆(Köln)
萊茵河
遊船:

萊茵河景色最迷人的景點在 St. Goar, Boppard 或 Oberwesel 之間搭乘遊船瀏覽兩岸
秀麗風光，急灣岸邊山丘上※蘿萊岩，自古流傳蘿蕾萊女妖(Loreley)淒美傳奇故事
最引人興起思古幽情。
莫色河: 發源於法國東北山區流經盧森堡，進入德國後以無與倫比的婉蜒曲折流經薩爾(Sarrland)
刻畫出動人心弦的山河美景，河畔處處都是令人驚艷的山川勝景。在 Koblenz 注入
萊茵河後成為德國境內第二大支流，是僅次於萊茵河的德國第二大航運河流，也著
名葡萄酒產區。
本卡斯特 Bernkastel-Kues 在莫色河中段，是國家認證的休養勝地(Erholungsort)。中世紀古老市場
庫斯:
周邊有 17 世紀建的★山牆木結構房屋(Gabled timber-frame houses)和西元 1416 年建的

狹窄★尖屋(Spitzhäuschen)。西元 1606 建造的★聖米高噴泉(St. Michaelsbrunnen)旁有
文藝復興時期風格★市政廳和僅存之★古鎮門(Graacher Tor)、★熊泉( Bärenbrunne)
廣場、溫泉廣場(Karlsbader Platz)...以及成排保存完好的古老建築。河岸山坡上 Landshut
城堡與特里爾(Trier)大主教的夏宮，早在西元 1692 年初遭大火焚毀，廢墟遺址現可供
作觀賞河谷景色的最佳瞭望點。
科隆:
德國第四大城，西元前 33 年羅馬帝國到此建立殖地(Colonia Agrippina)，中古時期
是國際經貿的重鎮暨日耳曼人最大城市，市中心今仍然留存古羅馬城遺跡與多處歷史
悠久之古羅馬式教堂。

第 3 天 科隆不來梅(Bremen)
科隆:



不來梅:



★雙尖塔大教堂(Kölner Dom):全世界最大哥德式教堂，西元 1248 年起建造歷 632 年
竣工，巍然聳立 157 公尺。二次大戰時科隆全毀於戰火，僅這座全城精神與地理中心的
大教堂倖存。萊茵河左岸大教堂旁:★中央火車站(Hauptbahnhof)、高街 (Hohe Str.)與新市集
(Neumarkt)之間的★行人徒步購物街(Fussgängerzone)天天門庭若市人潮熙來攘往。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最獨特一市一邦之古城，堪稱德國最小的邦。市區彎曲狹長的
街道、各式各樣的商店街以及大大小小的特色廣場，多采多姿的各式石雕、...處處
經典讓人流連忘返！★市集廣場與象徵不萊梅自由精神的★羅蘭雕像、童話大道北端
起點的★不萊梅動物樂隊雕像、★聖彼得大教堂(可自費爬 265 階高塔俯瞰市區景觀)、
15 世紀初建造的哥德式★市政廳、...。

第 4 天 呂北克(Lübeck)漢堡(Hamburg)
呂北克:



正式名稱"Die Hansestadt Lübeck"12 到 16 世紀時是『漢薩同盟城市首都』
，被稱作
“漢薩同盟之皇后”"Queen of the Hanse"。中世紀之港都坐落 Trave 河圍繞的島嶼上，
並有運河(The Elbe-Lübeck Canal)與易北河連接通達漢堡。是歷史上北德國往返丹麥的
"鳥飛路線"(Vogelfluglinie)必經之地，歷史意義之磚砌哥特式建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列為世界遺產。老城區天際線以七座教堂尖塔為主軸，13 世紀建的★Lübecker
Dom 大教堂和 14 世紀建的★瑪麗安教堂(Marienkirche)最古老。古城最著名地標也
是舊德國馬克(50 DM)的標記是建於西元 1478 年的★霍斯登(Holstentor)。特拉維
(Trave)河旁建於西元 1579 年至 1745 年六座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磚造建築★儲鹽倉庫
(Salzspeicher)，是昔日儲鹽準備運到波羅的海(醃漬漁獲用)各海港口之歷史古蹟。

漢堡:



正式全名：
『自由暨漢薩城市漢堡』(Freie und Hansestadt Hamburg)，歷史上是中世紀
漢薩同盟的一員，西元 1871 年德國統一前是一完全獨立城市也是主權國家。現在
是德國第二大和歐盟第八大城市。漢堡港是僅次於荷蘭鹿特丹的歐洲第二大(暨全球
第十大)港口。市區由風景秀麗的內、外 Alster 湖與易北(Elbe)河北岸之港區合組成，
多彩多姿的港都以其古典優雅的風貌贏得德國人讚譽為全國最美麗的都市。近期更以
綠化市區湖光水色的理想適居環境榮獲"歐洲綠色首都" (西元 2011 年:“the European
Green Capital Award“)之稱賞。

第 5 天 漢堡(Hamburg)
漢堡:



★市政廳(Rathaus):內 Alster 湖接近老城區高 112 公尺的令人驚艷建築，西元 1886 年
建成，融合歷史主義(Historicism)與新文藝復興(Renaissance Revival architecture)建築
風格之建構。★聖米歇爾教堂(Hauptkirche Sankt Michaelis)：市內路德教派(Lutheran)
的五所主要教堂中最著名也是這城市地標。銅鑄成的巴洛克式塔尖高達 132 公尺是
漢堡天際線最突出之建築物，自西元 1669 年建成以來一直是船舶航行易北河靠岸時
最明顯的地標。★俾斯麥雕像(Bismarck-Denkmal)：紀念"鐵血宰相"(Otto von Bismarck)
西元 1911 年在港區以花崗岩建造的 35 公尺高紀念塔，在全世界超過 250 座紀念
俾斯麥的雕像中規模最大。※易北河水底隧道(Elbe Tunnel)：舊隧道(St. Pauli Elbtunnel)
西元 1911 年建成，總長 426 公尺在水面下 24 公尺。新隧道於西元 1975 完工，總長
3,325 公尺是高速公路幹道的一路段。※聖保利(St. Pauli)紅燈區：港邊傳統的合法
娼妓業活躍區，尤其是大自由街(Grosse Freiheit)與繩索街(Reeperbahn)之間最密集，
被稱作“最罪惡的的一哩路“ (Die sündigste Meile)。

第 6 天 漢諾威(Hannover)
下薩克森邦首府:★大花園(Herrenhäuser Gärten)、★教堂(Markt Kirche)、★市政廳。

第 7 天 柏林(Berlin)
柏林:



歐洲超級大都會暨兩德統一後的首都，歷史上一向是普魯士(Preussen)王朝首府。
象徵德意志光榮歷史的★布蘭登堡紀念門和倒塌前的★柏林圍牆(僅存片段遺跡)是
分隔東西柏林最醒目地標。柏林圍牆西邊★動物公園 (Tiergarten)是市內最大綠地，
高聳的★勝利圓柱(Siegessäule) 矗立在★6 月 17 日大道上，接鄰聯邦眾議院的★帝國
議會大廈(Reichstag)、※總統府(Schloss Bellevue)、★庫當區(Ku’dam)是柏林最熱鬧
商街、幾乎全毀於戰火的★威廉皇帝紀念教堂...。東邊自※菩提樹下(Unter den Linden)
大道經 Spree 河中的博物館島到與柏林歷史緊密連結的★亞歷山大廣場(Alexanerplatz)、
365 公尺高★電視塔(Fernsehturm)與★尼可萊區古柏林街坊...。

第 8 天 波茨坦(Potsdam)柏林
波茨坦:



西元 1747 年腓特列大帝仿法蘭西風格在柏林西南郊建造了洛可可式★忘憂宮(Sans
Souci)、美輪美奐的★桑酥西公園、富麗堂皇的★新宮殿與★中國式茶閣。西元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同盟國代表(美、英、俄)在湖濱新花園內★西西琳宮(Cecilienhof)
簽訂波茨坦宣言。

第 9 天 柏林萊比錫(Leipzig) 德勒斯登(Dresden)
萊比錫:



傳承深厚之文化、學術、藝術傳統、為全球愛書、愛樂者嚮往的昔日東德第二大城。
大文豪歌德(Goethe)曾就讀萊比錫大學，"浮士德"劇作中他稱許萊比錫是"小巴黎"，
大音樂家巴哈(Bach)任★托瑪士教堂的樂長一職達 27 年，直到他終老並長眠在該
教堂，是他一生中創作最豐富的時光。他所創立的萊比錫少年合唱團迄今仍享譽全球
歷久不衰!市中心大購物商圈人潮洶湧，銜接建於 1915 年 26 個月台全歐最大★火車站
(Hauptbahnhof)。

第 10 天 德勒斯登
德勒斯登 被譽為『北方的翡冷翠』與『巴洛克之珠』的藝術重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
慘遭盟軍地毯式轟炸，數以十萬計難民一夕之間全喪命火窟，八百年的珍貴文化藝術
遺產亦一併摧毀殆盡！戰後重建的德勒斯登宛似"浴火鳳凰"力圖將光輝燦爛的文化

遺產重新推上世界舞台。全德最美的★戲劇廣場有巴洛克式建築最傑出的代表作:
★雙子宮(Zwinger)、匯聚音樂大師創作與發揚 350 年歌劇傳統的大舞台★臉譜(Semper)
歌劇院、建於西元 1755 年的巴洛克式★霍夫天主教堂(Hofkirche)、收藏皇家藝術品
與金銀財寶的★亞伯特宮(Albertinum)和★珍寶宮(Grünes Gewölbe:『翠冠宮』)、
★新舊市集廣場、戰火全毀後重修的★皇宮、景色怡人的★易北河畔...。

第 11 天 艾爾夫特(Erfurt)威瑪(Weimar)
艾爾夫特 地理位置恰最接近歐洲和德國的中心點，西元 1389 年成立的大學是僅次於海德堡的
德國最古老大學。16 世紀初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來就讀，也因他而讓此地成為
宗教改革(Christianity>Protestant 基督教、Catholic 天主教)發源地。另也出過許多德國
歷史上著名的神學家、作曲家、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西元 1325 年建的★店東
之橋(Krämer Brücke)跨老城(Altstadt)的 Gera 河上，如佛羅倫斯的未周(Vecchio)古樓橋，
橋上是大多建於 16 至 19 世紀間之店面連結成的商街，大多數是販賣工藝品。西岸
大教堂廣場(Domplatz)周邊有 12 世紀建造之★聖瑪麗安大教堂(Dom St. Marien)等
幾座知名教堂和大學校區的建築。
威瑪:

德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共和國『威瑪共和國』和第一部民主憲法誕生於這古色古香
充滿文化氣息的小鎮，有「德國的雅典」之美譽，尤其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由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以及詩人
暨思想家維蘭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最早鼓
動風潮掀起風采，被譽為「古典威瑪的天體四顆耀眼之星」之名稱成為啟蒙運動
(the Enlightenment)時期的最先鋒，接續前來共襄盛舉的有音樂家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李斯特(Franz Liszt)和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父子畫家...等傑出名人
賢哲雅士。輝煌燦爛之文藝風華、各種各樣的博物館、豐富的國家藝術品收藏…等
高質量又精彩的內涵讓「古典威瑪」於西元 1998 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國家大劇院(Deutsches Nationalteater)與前方著名雕刻家恩斯特•里徹爾
(Ernst rietschel)所創作的★歌德和席勒紀念雕像、★歌德和席勒的住家、★民主廣場
(Platz der Demokratie)、★城市教堂(Stadtkirche)…。

第 12 天 拜洛伊特(Bayreuth)班堡(Bamberg)
拜洛伊特 歷史悠久的德國音樂與歌劇重鎮，歷史可追溯自 12 世紀末開始，舉世知名的拜洛特

音樂節是自西元 1876 年創始的全球音樂盛會，以表演十九世紀名劇作家華格納
(Richard Wagner)的作品最聞名於世。門票自始至今每年無不銷售一空，當今的候補
日期早已排到十年以後!華格納西元 1872 年生前居所“Haus Wahnfried“是巴伐利亞
國王路德威希二世(King Ludwig II)所資助興建，現成為★華格納紀念館。★節慶廳
(Festspielhaus)是專供每年夏季的音樂節時整個月演出華格納作品之歌劇殿堂。
★Margravial 歌劇院於西元 1748 開幕，是歐洲最精美的巴洛克式劇院建築之一，
乃拜洛特最早且迄今仍供演出的劇場舞台和音樂作品展覽館。

班堡:



(或譯:班貝格)有德國「小威尼斯」之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城鎮，
中古世紀的完整風貌未遭第二次世界大戰砲火摧殘得以倖存下來。城區共七個山丘
象徵相似羅馬亦座落七座山丘上。10 世紀起與周邊斯拉夫民族尤其波蘭和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緊密聯繫，12 世紀起最繁榮時期，德國北部和匈牙利的建築風格竟深受
這南方小鎮影響。18 世紀末成為南德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中心，著名哲學家、
作家(如:黑格爾 Hegel、霍夫曼 Hoffmann...)亦曾住此。★大教堂(Bamberger Dom St.
Peter und St. Georg)：西元 1002 年奠基的巍峨大教堂歷史悠久，陸續擴建後部分曾遭
大火摧毀。13 世紀竣工為晚期古羅馬式建築形式，長約 94 公尺寬約 28 公尺高達
26 公尺，有四支雄偉的約 81 米高尖塔。整座教堂內外雕塑與繪畫都是精勘的藝術
傑作品。★舊市政廳(Das Alte Rathaus)：最重要的古典特色建築之一，西元 1387 年
即有史載 15 世紀中期後改建成今日外觀，以兩座橋連結的建築方式在 Regnitz 河上
下橋的上橋中央之傳奇建築構造。★舊王宮(Die Alte Hofhaltung)：15 世紀在原神聖
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二世的宮殿和主教官邸上所建造住商混合式多元化建築。歷史上
功能包括當作老法院、行政辦公室、會議室。

第 13 天 雷根斯堡(Regensburg)慕尼黑(München)
雷根斯堡 巴伐利亞最早首府暨歐洲早期經濟文化發展中心,羅馬帝國時期派軍團駐守這多瑙河

最北端要塞留下★古城門遺跡(Porta Praetoria)、多瑙河上★老石橋(Steinerne Brücke)
建於十二世紀，橋下有 16 座圓拱墩是最大特色也是德國迄今使用最久的石橋，南岸
★教堂廣場(Domplatz)的周邊教堂林立景點密集，尤其十三世紀即開始建造的◎聖彼得
大教堂(St. Peter Dom)宏偉壯麗，榮膺德國哥德式建築最精美典範；市區中古世紀建的
高聳鐘樓與密佈的教堂塔尖共築起美不勝收的天際線。
慕尼黑: 德國第三大城和巴伐利亞首府，歷史性紀念建築林立濃厚古典傳統瀰漫被稱為『德國
文化之都』，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初的啤酒節(Oktoberfest)盛況馳名全球。

第 14 天 慕尼黑(München)
慕尼黑:



舊城區的★瑪麗安廣場(Marienplatz)、15 世紀的★聖母大教堂(Frauenkirche)、哥德式
建築典範的★新市政廳、※雙活塞 BMW 汽車館、西元 1972 年的奧運會址※奧林匹亞
公園、※奧林匹克塔...。市郊巴洛克式★紐芬堡宮(Schloss Nymphenburg)。

第 15 天 新天鵝堡(Neuschwanstein)波登湖(Bodensee)林島(Lin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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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夢想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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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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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之靈感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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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loss Hohenschwangau)又稱舊堡的曲折蜿蜒山徑登上新天鵝堡，高掛深谷中的
★瑪麗安橋(Marienbrücke)是拍攝城堡全景最佳取景點。
波登湖: 西歐最大的淡水湖(面積 536 平方公里，又名:康士坦茲湖)介於瑞士、德國、奧地利

三國邊境，以絕美的山水景觀讓世人驚艷，自古就是歐洲王公貴族與富商巨賈的渡假
休閒勝地，阿爾卑斯山冰雪融入的清澈湖水和清晰山谷，直讓湖邊處處景物與鄉鎮
都成為風景畫作最佳的取材標的。
林島:
德國邊境南端波登湖畔的◎小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緊鄰瑞士永久中立國而逃過

轟炸的浩劫，鎮上古典的精美建築倖得保存至今，成為馳名全歐洲的渡假小鎮。
美不勝收的湖畔景色與倒映在湖面上的阿爾卑斯山巍峨景觀，一併編織成詩情畫意
的人間仙境!

第 16 天 符茲堡(Würzburg) 海德堡(Heidelberg)
符茲堡:

南德巴伐利亞邦北端千年古城、德國羅曼蒂克大道的起點、德國宗教中心與著名的
大學城。市內大小教堂密集還有巴洛克式的★大主教宮邸(Residenz)、十五世紀時
建於緬茵河上雕飾著 12 聖徒的★老石橋(Alte Mainbrücke)…一併輝映著美景如畫
的市容引發遊客思古之幽情。

第 17 天 海德堡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
海德堡:



德國最古老大學城(西元 1386 年創建)。歷 300 年建造的中古世紀學院、宮殿多數
於西元 1693 年慘遭法軍入侵時損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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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觀光熱門旅遊點，也是世界名片「學生王子」
(Student Prince)故事發生地與電影拍攝處。
內卡(Neckar)河兩岸景象如詩如畫，★古石橋(Alte Brücke)是遊客拍照留念喜愛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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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ptstraß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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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哲學家之路(Philosoherweg)或◎古堡(Schloss)，可俯瞰全城洋溢古典浪漫
氣氛令人十分賞心悅目，不愧是名曲"I lost my heart in Heidelberg"之創作靈感泉源!
古堡內有◎大葡萄酒桶(Das grosse Fass)，其中的一桶以 22 萬餘公升容量自 18 世紀
製造後一直保持世界紀錄迄今。

第 18 天 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出生地，德國的第五大城市但榮居歐洲
首要的空運站與歐陸的金融中心，市內商業區摩天高樓林立，有如"歐洲的曼哈頓"。
古城區歷史古蹟匯聚：※梅茵(Main)河北岸★古羅馬人聚落遺址(Römerberg)是最引以
為傲之珍貴文化資產，廣場中有一座★正義噴水池(Gerechtigkeitsbrunnen)，旁有哥德式
建築風格的★尼可萊教堂(Nikolaikirche)、★老市政廳(Altes Rathaus)和保留 15 至 18 世紀
時建造風貌的成排樓房商店★Ostzeile、西元 1356 年起的德國與西元 1562 年起的神聖
羅馬帝國歷代帝王加冕的★皇帝教堂(Kaiserdom)、半球形屋頂新古典造形之★保羅教堂
(Paulskirche)、西元 1749 年歌德出生的房子以及★歌德廣場(Goethe Platz)、市中心
最繁華熱鬧的購物商街★行列大道(Zeil)。

第 19 天 法蘭克福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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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住宿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
＊旅途中全程午餐自理(自由活動當日一律不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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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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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