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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去程 台    北 阿姆斯特丹 荷蘭航空 KL808 23:55 06:55+1 12：00 

 阿姆斯特丹 盧森堡 荷蘭航空 KL1739 09:00 09:55 00：55 

回程 日 內 瓦 阿姆斯特丹 荷蘭航空 KL1932 17:20 19:00 01：40 

 阿姆斯特丹 台    北 荷蘭航空 KL807 20:45 14:55+1 12：10 

 

★表入內參觀 (含門票) ◎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第 1天 06/08(四) 

 台北／阿姆斯特丹／盧森堡 

今日帶著愉快的心情前往桃園國際機場，經阿姆斯特丹轉機飛往我們這次健走的國

家－盧森堡。 (夜宿機上) 

 晚：機  上 

 

第 2天 06/09(五) 

 阿姆斯特丹－盧森堡(盧森堡大公國) －迪希基 

豪華客機於晨曦中抵達歐洲交通樞紐-阿姆斯特丹，隨後前往被法國、德國和比利時

包圍的盧森堡大公國，是一個位於歐洲的內陸國家，也是現今歐洲大陸僅存大公

國，面積 25800 平方公里，於深峻的佩楚斯溪谷上方，便是首都盧森堡市，老城區

和防禦工事均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橫跨溪谷的◎阿道夫橋，是盧森堡是最重要的橋

樑，沿著悼念一次世界大戰紀念塔的憲法廣場，漫步至舊城裡，文藝復興式◎大公

宮殿及新哥德式◎聖母大教堂，將舊城區點綴的古色古香。午後前往迪希基辦理報

到手續，完成後返回飯店休息。 

   早：機  上        午：西式套餐         晚：西式套餐 

   宿：Legere Premium Hotel Luxembourg (4*)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科隆-(190 公里)-盧森堡-(40 公里)-迪希基-(40 公里)-盧森堡 

 

第 3天 06/10(六) 

 盧森堡－迪希基(健走) 

 全日健走行程。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發餐費 15 歐元    晚：西式套餐   

   宿： Legere Premium Hotel Luxembourg (4*)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盧森堡-(40 公里)-迪希基-(40 公里)-盧森堡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F%94%E5%88%A9%E6%97%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F%94%E5%88%A9%E6%97%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C%A7%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7%E9%99%B8%E5%9C%8B%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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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天     06/11(日) 

盧森堡－迪希基(健走) －特里爾(德國) 

 全日健走行程。傍晚跨越盧德邊界，前往隨後前往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特里爾。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發餐費 15 歐元    晚：德式豬腳餐+啤酒   

   宿：IAT PLAZA HOTEL TRIER (4*)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盧森堡-(40 公里)-迪希基-(60 公里)-特里爾 

第 5天   06/12(一) 

特里爾—海德堡 

早上在特里爾市區觀光，

帶您前往舊城區，城內建

於 2 世紀的◎黑城門被列

入世界遺產，隨領隊漫步

城內古羅馬時期遺跡，另

有一番風情。午後前往海

德堡，擁有德國最古老大

學且自十八世紀起有哥

德、蕭邦等浪漫詩人造訪

過的城鎮～海德堡。漫步於◎中世紀古橋，在橋上最能捕捉海德古堡蒼涼的景致;老

城區內的◎聖靈教堂有 700 年的歷史，是德國境內保存最好的紅磚哥德式教堂建

築。特別安排搭乘★纜車上下山，參觀建於十三世紀，座落於王座山腰面向內卡河

之★海德堡古堡，古堡內除了觀賞三種不同建築風格的建築之外，還有全世界最大

的◎橡木酒桶。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德式香腸風味餐   晚：騎士之家米其林推薦餐   

   宿：Mercure Colmar Centre Unterlinden (4*)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特里爾-(210 公里)-海德堡 

 

第 6天   06/13(二) 

海德堡—斯圖佳特—霍亨佐倫堡—史特拉斯堡(法國) 

斯圖佳特位於德國西南部的巴登-符騰堡邦中部內卡河谷，不僅是該邦的首府與德國

第六大城，也是黑森林的起點城市。位於市中心、國王大道旁◎王宮廣場是斯圖佳

特最熱鬧的區域，一旁的◎新王宮現為巴登-符騰堡邦政府辦公處，為巴洛克風格；

比鄰的◎舊王宮為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來到斯圖佳特，不可錯過的是★

保時捷博物館。超過 80 輛經典汽車以及眾多小型引擎物件呈現在 2010 年才落成

的高科技博物館內，除了舉世聞名的 356、550、977 和 917 之外，還有費迪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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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時捷先生自西元 1948 年來技術成就，展現德國汽車工藝的極致。 

世界知名城堡中，霍亨佐倫堡高居

歐洲五大城堡之一和世界十大城堡

之列，是普魯士皇室，霍亨佐倫家

族的發源地，與新天鵝堡宛如童話

般的外貌相比，霍亨佐倫堡充滿了

英雄主義般的陽剛之氣，正代表著

普魯士王朝的輝煌歷史。特別安排

參觀★霍亨佐倫堡，是德國南部最著名的兩大城堡之一，與巴伐利亞的新天鵝堡齊

名於世，分別代表著仙蹤大道與羅曼蒂克大道的精華。傍晚前往德法邊界的史特拉

斯堡。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施瓦本麵餃風味餐    晚：飯店內西式套餐   

   宿：Mercure Strasbourg Palais des Congrès 或同級(4*)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海德堡-(125 公里)-斯圖佳特-(70 公里)-霍亨佐倫堡 

                           -(130 公里)-史特拉斯堡 

 

第 7天   06/14(三) 

史特拉斯堡—科瑪 

史特拉斯堡是亞爾薩斯的首府，

因臨近德國，處處流露出日耳曼

色彩。這裡有豐富的藝文活動，

還有亞爾薩斯的美食，尤其是法

國鵝肝醬。座落在城中央的◎聖母

院主教堂是當地居民於西元六世

紀時利用弗日山的紅色砂岩重建

而成的，是亞爾薩斯最重要的地

標，尤其高達 142 公尺的高塔在 1625－1874 年曾是世界最高建築，也是目前世界

上最高的 15 世紀建築，登上 329 樓梯的塔頂，弗日山和盡頭的黑森林一覽無遺。

教堂內有一座 11 公尺高的◎天文鐘，1547 年便開始運作，每隔 15 分鐘有小孩、

青年、成人、老人等四階段的人物雕像出現，每一整點有死神提著斧頭出來報時，

中午時還會以樂聲報時，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神象徵。小法國區有著迷人的景色，

全區的德式半木半石屋舍，彷彿帶您回到中世紀。下午前往科瑪，至今仍保存著 16

世紀優美的街景，走在這個童話小鎮，充滿了驚奇的樂趣，帶著濃厚德國風、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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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的木條屋和山形屋，增添可愛氣息。鵝黃色石材的哥德式建築◎聖馬丁大教堂，

於 13 世紀初動工，原本計畫興建 2 座高塔，由於經費不足，只完成了南側的高塔，

直至 100 多年後才完工。科瑪自古以來便有發達的河川運輸，舊時的碼頭和漁夫住

家倒映在河面上，獨有一番風情，所以有「小威尼斯」的稱號。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紅酒燉牛肉風味料理    晚：飯店內西式套餐   

   宿：Mercure Colmar Centre Unterlinden (4*)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史特拉斯堡-(70 公里)-科瑪 

 

第 8天   06/15(四) 

科瑪—貝桑松—第戎 

早餐後前往貝桑松，位於法國東部

鄰近瑞士邊境，是法國境內最美麗

的老城區之一，也是大文豪雨果的

出生地。杜河環繞著老城區，遠處

可見◎沃邦城堡。老城區內中世紀建

築古色古香，其中以◎主教座堂最具

代表性，建築風格兼有羅曼式、哥

德式和巴洛克式。下午前往勃艮地

首府-第戎，這座小而巧的城市，沒有高聳樓宇，進入城裡，大量法式風格的老建築

不斷地映入眼簾。從◎Darcy 廣場起，進入最精采的街景風光，經過◎凱旋門，漫步

◎自由大道上，琳瑯滿目的櫥窗吸引外來訪客的目光，途經自 1747 年成立的老牌◎

梅爾芥末醬店，其以黃芥末醬及黑醋栗香甜酒聞名。再往舊城區走，大石砌成的◎

勃艮地公爵宮，是過去勃艮地公爵的宮邸，目前是第戎市政廳及第戎美術館。而公

爵宮的正前方是◎自由廣場，呈半圓形狀的廣場邊上有好幾家咖啡館提供露天座

位，藍白色天空、米白色建築、廣場上噴泉、戲水嬉鬧的人群總是讓人看不厭。聖

母院後方的◎弗古艾宅邸，其屋頂是勃艮地特色，黃色幾何圖形釉彩點綴其上。另，

◎米利葉之家，交叉支撐的木條，是第戎最著名的傳統木條屋建築，此屋是電影「大

鼻子情聖」拍攝場景。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西式套餐    晚：飯店內西式套餐   

   宿： Kyriad Prestige Dijon Nord - Valmy (4*)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科瑪-(165 公里)-貝桑松-(100 公里)-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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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天 06/16(五) 

  第戎—勃艮地酒莊—里昂—日內瓦(瑞士) 

在美酒佳餚著稱的法國，我們怎

能獨漏美酒的饗宴呢~上午專程

安排貴賓們前往法國最堅持傳統

釀造紅酒技術的勃艮地酒鄉，來

趟★美酒知性之旅，從視覺、觸

覺、嗅覺、味覺、聽覺五大知覺

進入葡萄美酒的異想世界，更安

排試飲勃艮地三大著名酒區之葡

萄酒，無論您是否為葡萄酒迷，

這趟勃艮地酒莊知性之旅，必能帶給您新奇的體驗。下午前往法國絲綢之都-里昂，

舊城區(Le Vieux Lyon)於 199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作「世界遺產

城市」，有許多古色蒼然的邸宅林立著，幾世紀前的建築物和這一帶凝重的空氣混

起來，令人感到濃厚的古老氣氛，有一種置身於中世紀的錯覺，使人感受到里昂久

遠的歷史。隨後專車登上◎富維耶丘陵，坐落丘陵上◎富維耶聖母大教堂，是城市的

制高點，可眺望到里昂市的全景。夜宿瑞士度假勝地-日內瓦。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亞爾薩斯風味料理    晚：瑞士友人家晚餐 

   宿： ibis Genève Centre Nations (3*)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第戎-(50 公里)-勃艮地酒莊-(170 公里)-里昂-(150 公里)-日內瓦 

 

第 10天 06/17(六) 

  日內瓦(瑞士)—埃沃萊納(瑞士瓦萊州) 

私房行程，特別由當

地瑞士友人親自帶領

前往素有「歐洲香格

里拉」之稱的埃沃萊

納（Evolene），位於

瑞士南部德語區瓦萊

州白牙山谷的一個小

鎮，夏天仍覆蓋著白

雪，海拔 1371 公尺、

是瑞士著名的滑雪及登山健行渡假勝地。如詩如畫的景色，令人驚艷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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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西式套餐    晚：西式套餐   

   宿： La Cordee https://www.la-cordee.ch/或同級 

   交通距離參考：日內瓦市區觀光 

 

 

第 11天 06/18(日) 

 日內瓦／阿姆斯特丹 

 今天放慢腳步，西元十九世紀末，英國貴族爭相來到瑞士度假，日內瓦就是第一站。

徜徉於日內瓦湖畔，欣賞著日內瓦地標◎大噴泉，一旁還有天鵝優游於湖中。隨後

漫步於◎英國花園觀賞

◎花鐘，其代表著日內

瓦的鐘錶工業在世界

上舉世無雙的地位。隨

後前往參觀老城區，◎

聖彼得大教堂建於 12

世紀，是日內瓦歷史悠

久的建築。傍晚前往機

場，搭乘豪華客機經轉

機點飛返台灣。 

   早：飯店內自助式    午：中式料理    晚：機上   

   交通距離參考：日內瓦-(190 公里)-埃沃萊納 

 

第 12天 06/19(一) 

 阿姆斯特丹／台北 

 今日回到溫暖的家，結束難忘的盧森堡健走之旅。 

   

 

 

註：本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之實際情

形調整順序，屆時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https://www.la-corde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