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天  台北  法蘭克福（德國） 

中華航空  CI:61  2335/0625+1天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踏著輕鬆的腳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飛

機前往德國商業大城【法蘭克福】。夜宿機上。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住宿飯店：夜宿機上 

 

第 二 天  法蘭克福  海德堡(搭乘纜車、海德堡古堡、舊城區)  羅騰堡  

今日早上班機抵達【法蘭克福】，搭乘專車前往德國南部，因拍攝電影＜學生王子＞而聞名的大學城～【海

德堡 Heidelberg】，不僅有引以為榮的中世紀城堡，歐洲最古老的教育機構-海德堡大學也在此，狹窄的城道、

古堡、老橋、森林、小徑，兼具文藝浪漫氣息與熱鬧活潑氣氛，吸引著遊人來訪，許多詩人及藝術家為了

尋求心靈的慰藉而造訪此地，並且歌頌這個城市。特別安排搭乘★＜登山纜車＞上下，體驗新玩法，拜訪

佇立在山丘之上的★【海德堡古堡】及世界上最大釀酒桶，古堡建於 13

世紀，至今仍風采依舊，經過擴建後，形成歌德式、巴洛克式及文藝復興

三種風格的混合體，地窖更收藏了一個可容二十二萬公升的大酒桶。續前

往【舊城區】參觀，漫步在這深具歷史及文化特色的小鎮中，走訪古老的

＜海德堡大學＞，站在內卡河上的＜古橋＞上，是眺望城堡、市鎮、河川

最佳地點，美麗古橋映照著夕陽的古堡和綠色山丘，還有磚紅色的古樸小



鎮，不管哪一處的風景都是俯拾入畫的絕佳景致。午後前往位於羅曼蒂克

大道及古堡大道交會的【羅騰堡 Rothenburg】，保存中世紀風貌最完整的

城市，完整的城牆、城門和護城河環繞的中世紀小鎮，有「中世紀之寶」

美稱的。精緻的紅色屋瓦木質骨架房舍和保存完整的城門城牆為城鎮建築

特色，三角形立面牆，滿街石板路，可愛的老建築，造型異趣的路燈和門

牌，銅牆鐵壁的城門箭垛等等，充份保持著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城市的

傳統風貌。走訪＜市政廳＞、＜議會廳＞、＜馬克廣場＞、＜富商大道＞、＜古城牆＞、＜柏格花園＞及

＜柏格門＞，細細品味這浪漫的歷史古城，你會發現羅騰堡處處令人驚奇。登上市政廳最高的塔頂，在這

裡能直接看到羅騰堡全市的風景。 

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騎士之家風味特色料理            晚餐：羅騰堡老城風味餐 

住宿：PRINZ 或 TILMAN RIEMENSCHNEIDER 或同級 

       

第 三 天  羅騰堡  丁凱爾史班  新天鵝堡  福森                 

早上沿著羅曼蒂克大道，前往【丁凱爾史班】，整個城牆內的建築，沒有一幢是現代建築的外觀，漫步其中，

彷彿穿過時光隧道，回到中世紀一般，頗有悠遊於歲月之中的感覺，其中有座十五世紀建造完成的＜德國

之屋＞，相當具有特色。之後驅車前往全世界最美麗的夢幻城堡★【新天鵝堡】。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南部，

是十九世紀巴伐利亞國王的行宮，迪士尼樂園 Logo 中的城堡，就是以新天鵝堡為範本所設計。新天鵝堡

是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為實現其一生理想表現出中古世紀騎士精神所建而成的夢幻城堡；城堡的

最初草稿為劇院畫家與舞臺設計者所創造，故使其保有如夢似幻的不真實感，讓人覺新奇且浪漫。城堡身

處阿爾卑斯群山環抱之中，矗立在山巔石巖上，背襯一面清澈湛藍的湖水，鳥瞰四周緩緩起伏的樹林，幽

靜的自然景色與新天鵝堡夢境般的外貌相互輝映。安排搭乘★＜登山小巴士＞上山，前往夢幻城堡拍攝最

佳地點＜瑪莉恩吊橋＞。夜宿阿爾卑斯山腳下、羅曼蒂克大道小城【福森 Fussen】，優異的地理位置，使這

裡長久以來為歐洲一大商務轉運站之一，為這德國南部的小鎮帶來了熱鬧繁榮的氣息。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德式風味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LUITPOLD PARK 或同級 

 



第 四 天  福森 ~ 波登湖渡輪~ 康斯坦茲  夏夫豪森  萊茵瀑布《世界
自然遺產》  蘇黎士（瑞士）  盧森            

早餐後沿著德、瑞、奧三國邊界【波登湖】，它是德國境內最大的湖泊，

沿途美景天成，景色怡人，令人目不暇給。我們將與遊覽車同上★＜渡輪

＞，欣賞湖光山色、果園綿延綺麗景色，前往波登湖畔最大的城鎮【康斯

坦茲】，舊市區依然保留中世紀以來描繪著濕壁畫的優美市街。而後轉往

德瑞邊境【夏夫豪森】，這個地名意指「以船為家」，整個城市可以說是因

為萊茵河上繁忙興盛的貿易而繁榮。前往欣賞萊茵河上唯一的瀑布，也是

全歐洲最大的瀑布【萊茵瀑布】，每年初春的融雪時期，是萊茵瀑布的水

流量最大的時候，全年平均則約每秒 700 立方公尺。氣勢磅礡、清澈的河

水從高處沖下激起壯觀的白色水花，形成碧綠的水潭，十分美麗。之後驅

車後前往瑞士最大最繁榮的城市【蘇黎世】，緊鄰蘇黎世湖，大修道院和

女修道院分立於兩岸，熱鬧的＜班霍夫大道＞，是許多人心中的逛街購物

天堂。新鮮自然的空氣、清澈純淨的湖泊、飄渺在遠處的阿爾卑斯山脈美

景、隨處可以生飲的噴泉泉水、舒適便利的生活機能與優閒緩慢的節奏步調，讓蘇黎世在世界最佳居住城

市的排行榜都是榜上有名。傍晚前往 18 世紀曾是瑞士的首都【盧森 Luzern】，盧森是個風景優美充滿中世

紀文藝復興風格的小鎮，位於瑞士中央的盧森湖畔，如水晶般瑩澈眩目的湖水，盪著如詩似畫的景象。漫

步在醉人的盧森湖畔或鄉居小鎮，青山翠影，靜靜的的印在湖水之中，小舟點點，白鵝戲水，感受醉人氣

息。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阿爾卑斯風味料理 

住宿：AMERON FLORA 或 ASTORIA HOTEL 或同級 

      

第 五 天  盧森  鐵力士山  米蘭(義大利)                                      



早餐後展開盧森市區觀光，可自在的漫步於有”湖畔巴黎”之稱的盧森市

區，一直以來以自然風光馳名於世令人心生嚮往，其繽紛的音樂節，更獲

得舉世極高評價。走訪建於西元 14 世紀且為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木橋＜卡

貝爾橋＞、紀念於西元 1792 年徵募前往法國巴黎杜樂麗宮戰役中，傷亡

的忠誠勇敢瑞士傭兵的＜獅子紀念碑＞。或逛一下瑞士舉世聞名的＜鐘錶

大街＞。接續專車前往瑞士中部最高峰【鐵力士山】，位於盧森南方 40 公

里處，高約 3239 公尺，峰頂終年積雪的美景令人讚嘆，冰川遍野，優美的山姿起伏綿延，氣勢浩瀚極為磅

礡眩目，搭乘世界首創的★＜旋轉纜車＞登上 3020 公尺的纜車站，透過巨型窗觀賞獨一無二的萬年冰河、

雄偉壯麗的阿爾卑斯山絕佳景緻。之後驅車前往義大利流行之都－【米蘭 MILANO】，西元前 7 世紀，凱

爾特人建立了這座城市，西元前 222 年被羅馬人佔領，並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和交通中心。從 13 世紀

開始，在 Visconti 和 Sforza 兩大家族的統治下，米蘭日趨繁榮。走在米蘭的街道上，觸目所及皆是簡潔的

流行線條，前衛的歐洲風格隨時乍現，然而它的優雅卻是根植於過去一種令人為之興嘆的古典。 

※每年 11 月初鐵力士山纜車會整修，如遇整修期間，則改去彼拉特斯山，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瑞士風味火鍋餐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住宿：NOVOTEL HOTEL 或同級 

   

第 六 天  米蘭  威尼斯《世界文化遺產》(搭乘汽船~水晶島.水晶玻璃工廠、

水都漫遊~聖馬可教堂)                               

早餐後，前往運河之島、浪漫水都【威尼斯 Venezia】。位於義大利北部臨

威尼斯灣，其被略呈青綠的水所環繞的市街，實際分佈在 118 座小島上，

靠 160 條左右四通八達的運河與四百座橋連結。在西元前三世紀時只是個

貴族打獵娛樂用的潟湖區，到了西元五、六世紀左右，北方蠻族入侵 Veneto

（威尼斯所在的大區），使得亞德里亞海沿岸居民受不了騷擾，只好遷往

環境不佳的潟湖區來居住，為了強化並整頓潟湖裡的淤泥，當地居民使用

木樁及磚頭來鞏固地基，開始在這塊土地上興建房屋與組織相關政府單

位。這個城市歷史上曾經是威尼斯共和國的首府，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

期的主要金融和海運力量，為文藝復興第三大中心！威尼斯不僅是充滿浪

漫的情調，他含蘊著獨特的文化涵養，讓威尼斯人從千餘年前驕傲至今。

搭乘★＜汽船＞前往【水晶島】參觀流傳數百年之藝術【水晶玻璃工廠】

冶鍊過程，並可選購著名的水晶玻璃精品。接著前往威尼斯本島，參觀西



歐地區難得一見的拜占庭式建築風格的【聖馬可大教堂】，是西元 11 世紀重建的面目，顯目的五個金色圓

頂，教堂內外充滿拜占庭式的馬賽克鑲嵌畫，內部還有哥德式和羅馬式雕刻，整座教堂結合了拜占庭、哥

德、東方風格的設計，相當華麗且特別；＜廣場＞上的磚造的＜威尼斯鐘樓＞，高 98.5 公尺，是這裡的地

標，其面海處則立有二根高聳入天的石柱，分別雄踞著威尼斯的守護神－聖馬可翼獅及聖者托達洛，一如

威尼斯的門神。＜總督宮＞曾為威尼斯共和時期最高行政中心，是威尼斯最具哥德風格經典建築；英國詩

人拜倫筆下的＜嘆息橋＞，建於 1600 年，電影「情訂日落橋」在此取景。充滿綠波蕩漾的城市。大小運河

交錯縱橫，河道上，各式船隻悠然輕揚，隨著時光的變換，水都充滿著不同的浪漫風情。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義大利墨魚麵風味餐 

住宿：B4 HOTEL 或 NOVOTEL VENEZIA MESTRE CASTELLANA 或同級 

        

第 七 天  威尼斯  比薩《世界文化遺產》  佛羅倫斯《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後，前往奇蹟古城－【比薩 PISA】，已有八百年以上歷史的，在羅馬

帝國時代就已是重要海港，中世紀時期因航海路線的擴張與活躍的貿易活

動，而發展成為地中海西岸之海權強國。回教世界的數學與科學隨之傳

入，幾何原理的應用使得藝術家突破當時的限制，蓋出又高又大的教堂，

同時還大量運用圓拱、長柱及迴廊等羅馬式建築元素，形成獨樹一格的比

薩風格建築。在美麗如茵的奇蹟廣場上被列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譽為工

程力學奇蹟的＜比薩斜塔＞及＜白教堂＞、＜受洗堂＞等，因它本身的斜

度超過了力學上離中心點最大角度而仍能屹立不墜，以雪白大理石為主建

材所建築而成，華麗而雄偉，象徵著比薩在鼎盛時期，是多麼的繁榮與富

裕。而後搭乘專車前往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 Firenze】又名翡冷翠，

是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詩人徐志摩曾寫過《翡冷翠的一夜》，描述在

這個美麗的都市的浪漫愛情，「翡冷翠」一詞似乎更能體現出佛羅倫斯優

雅的藝術氣息。西元前一千年就有人在此定居，凱撒軍於公元前 59 年在此建殖民城市，當年紀念花神芙蘿

拉曾在此舉行花神祭，故而得名。統治佛羅倫斯三百年的「梅迪奇家族」贊助了許多藝術家，開啟了文藝

復興時代耀眼的光芒，西洋文明史的人本主義再次甦醒。抵達後參觀【聖母百花大教堂】，西元 15 世紀在

原有教堂上重建擴大，紅色八角型的大圓頂，顯示出當時工藝技術之進步，令人驚嘆；＜天堂之門＞上十

格的浮雕敘述聖經故事；＜領主廣場＞旁的市政廳，是佛羅倫斯的政治中心，梅迪奇家族的舊府邸，廣場

上有許多著名石雕的複製品，供遊客欣賞拍照。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托斯卡尼義式風味餐 

住宿：AMBASCIATOR HOTEL、STAR MICHELANGELO HOTEL 或同級 



第 八 天  佛羅倫斯 ~歐洲之星~ 羅馬  羅馬(城市漫遊~許願池、西班牙台
階) 《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後，特別安排搭乘★＜歐洲之星＞前往義大利首都－【羅馬 ROME】，

也是義大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為歐洲最偉大的古都城市之

一。傳說 2700 年前吃母狼奶長大的雙胞胎兄弟，在台伯河左岸山丘上定

居建城，到了羅馬帝國時期，版圖勢力竟橫跨歐、亞、非三洲。然而在歷

經璀璨光輝的黃金歲月後，難敵歷史的宿命步入衰敗的黑暗時期。十六世

紀時，羅馬不再具有政治力量，因此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號召歐洲最頂

尖的藝術家來到羅馬，用鬼斧神工的技藝，讓羅馬再接續的文藝復興時期

和巴洛克時代，成為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和藝術中心之一，今日這些原羅馬

帝國時代的建築依然保存的相當良好。歷史將羅馬點綴出與眾不同的氣

質，不論是藝術、宗教、建築等文化，都有著卓越的表現，就像是一個難

得可貴的文化珍寶。漫步羅馬有著讓人有時空錯置、回到中古世紀的舊市

街的感覺，因此有「永恆之都」之稱。抵達後，首先前往羅馬最耀眼的噴

泉＜許願池＞，是羅馬境內最大的噴泉，前後歷經 312 年才完成。這座噴泉靈感來自羅馬凱旋門，整體造

型宛如一座劇院，雄偉的雕刻敘述著海神的故事，傳說背對著許願池拋下一枚硬幣到池子裡，就能再回到

羅馬喔！＜西班牙台階＞因為是西班牙大使館而得名，也是電影羅馬假期中著名的場景，廣場周圍名店街，

咖啡館林立，尤其義大利精品集中的水管大道，更是羅馬購物的天堂！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犢牛風味餐+葡萄酒 

住宿：MARRIOTT PARK HOTEL、NH MIDAS HOTEL 或同級 

      

第 九 天  羅馬  梵諦岡(聖彼得大教堂) 《世界文化遺產》羅馬(古蹟巡禮) 

早餐後，首先前往天主教教廷所在地－【梵蒂岡】，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權

國家，卻擁有最偉大的藝術和建築遺產。外觀雄偉壯麗的★【聖彼得大教

堂】，無論是面積、宗教地位、收藏的藝術品的質量，都可說是全世界第

一。最初的教堂建於 4 世紀，君士坦丁大帝主導下，歷經 30 年而成。1503

年，布拉曼特（Bramante）設計了一座新教堂，用了 150 多年才得以建成。

之後許多著名的大師，像是拉斐爾、米蘭朗基羅、貝尼尼、波洛米尼等，

都曾參與聖彼得大教堂的興建，因此聖彼得大教堂集合了眾多建築天才的風格於一體，除了在宗教上具有

相當高的神聖性外，它的藝術價值，更是值得細細欣賞，內外的雕刻、彩石馬賽克壁畫，樣樣都是超凡入

勝的藝術結晶。之後來到古羅馬帝國標誌性的建築物之一的＜圓形競技場＞，是古羅馬時期最大的圓形角



鬥場，建於公元 72 年~82 年間，是當時古羅馬舉行人獸搏鬥的地方，參

加的角鬥士要與一隻牲畜搏鬥直到一方死亡為止，這看來相當血腥殘忍的

表演，對當時的羅馬人來說，是民族的結合及帝國榮耀的象徵。今日所看

到的競技場，實際上為橢圓形，長軸距離是 188 公尺，較短的一軸是 156

公尺，圓周共長 527 公尺，階梯高度 57 公尺；競技場共有四層，底下三

層由圓拱構成，這些圓拱還兼有分隔空間之用，壁上裝飾著神話或英雄人

物的雕像。每一層設計的拱形門和柱子都不一樣，第一層為多利安式，第

二層為艾奧尼亞式，第三層為科林斯式。這座融合希臘列柱和羅馬拱柱的

宏偉建築，展現出古羅馬時代的完美的建築工藝和美感結合，時至今日，

仍令人讚嘆!接續遊覽羅馬帝國勝利的標竿＜君士坦丁凱旋門＞，這是一

座三個拱門的凱旋門，高 21 公尺，寬 25.7 公尺。建於西元 312 年，是羅

馬城現存的三座凱旋門中年代最晚的一座，是為慶祝君士坦丁大帝於西元

312 年在米爾維安大橋戰役中大獲全勝，並統一帝國而建的，這是古羅馬凱旋門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萬

神殿】屬於羅馬的榮耀與驕傲，是羅馬古典建築唯一保存完善的一座，莊嚴肅穆，當您進入其中、無法抑

制的是心中湧起的那份感動與震憾，剎那卻是永恆。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水果                晚餐：義式風味餐 

住宿：MARRIOTT PARK HOTEL、NH MIDAS HOTEL 或同級 

 

第 十 天  羅馬  台北             中華航空  CI:76  11:25/06:45 +1天                                          
早餐後，收拾行李，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和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台北。夜宿機上。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餐食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一天  台北                                                           
因時差之故，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精彩難忘的德瑞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出發日期： 107 年  11 月  03 日 

團    費：NT$113,800 元 (含小費) 
 

團費包含：苗栗/機場定點接送機、導遊+司機+行李小費、旅遊契約責任險 
團費不含：護照工本費 1,300 元 
應備證件： 
一.無護照(或過期者)者請備： 

1.兩吋照片 2 張（六個月內近照，彩照背景色需為白色背底色） 
（與新身分証規定的大頭照尺寸一樣、頭到下巴長度不可短於 3.2公分、長於 3.6 公分） 
2.身份証正本。未有身分證者請附上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3.未滿 18歲者請附上父母之一的身分證正本。 
4.有舊証請附上 

二.有護照：護照正本，效期需六個月以上(簽名欄需簽名)  
地 址：苗栗縣苗栗市文聖里 19 鄰文發路 833 巷 77 號   
電 話：037-323344      傳 真：037-355733 

報名表請接續背面喲！ 



 

應備證件： 
一.無護照(或過期)者請備： 

1.二吋彩色照片 2 張（彩照背景色需是白色背底色） 

（與新身分証規定的大頭照尺寸一樣、頭到下巴長度不可短於 3.2 公分、長於 3.6 公分） 
2.身份証正本（14 歲以下無身份證，請附戶口名簿正本或效期 3 個月內戶籍謄本） 

3.有舊証請附上 

二.有護照者請備： 
1.護照正本（有效期為出發日算起 6 個月以上）。 
 

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廠商代表踴躍報名與會！ 

聯絡電話：037-323344*17葉先生     

報名截止日期：107年 08月 03日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喲！  
公 司 

名 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E - m a i l  行 動 電 話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號 用餐 撘車地點 

    □葷食 

□素食 □竹南區 

□苗栗區     □葷食 

□素食 
 
 

 

 

 

工業會~成立 LINE@囉！快加入我們~~ 
就可以不定期收到最新課程、法規、講習、 

觀摩、座談，所有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