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大利（五漁村˙米蘭˙科莫湖） 瑞士（盧卡諾˙少女峰高山火車˙盧森） 

列支敦士登（華度士） 奧地利（茵斯布魯克） 

德國（幕尼黑˙丁凱爾史班˙法蘭克福） 

 
義大利 Arezano 健走 9/6 報到 9/7.8.二天健走 

奧地利 Seefeld 健走 9/12 報到 9/13.14.15 三天健走 
 
第 1 天 09/05（四）台北羅馬 
參考航班：台北/羅馬中華航空 CI-07523：40 起飛/10：35 抵達（直飛飛行 13 小時 40 分鐘） 
 
第 2 天 09/06（五）羅馬五漁村國家公園Arezano 
清晨抵達羅馬機場，隨後入境歐盟羅馬海關，驅車沿海線北上沿途欣賞地中海岸線風光，中途享用
午餐。午後展開五漁村國家公園精彩之旅。五漁村位於義大利西北部海岸上，介於熱那亞和拉斯佩
齊亞之間。這裡的自然條件嚴苛，居民能在幾無平地的惡劣情況下，胼手胝足的開墾出小村落與田

園，令人佩服。與世隔絕，彷彿世外桃源，保留原始之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之
一，沿途景致宜人相當美麗。安排搭乘★區間小火車欣賞沿途景致宜人相當美麗、當地居民以捕魚為
生，也在陡峭的山坡上種植果樹、葡萄，其對外交通工具只有火車及船隻或徒步。傍晚抵達
Arezano 健走活動會場報到，隨後安排超市購買行動糧。隨後享用晚餐，餐後入住旅館。 
本日公里數：羅馬---五漁村國家公園 430 公里約行車 4 小時 30 分 

五漁村國家公園---Arezano120 公里行車 1 小時 30 分 
餐食： 早：機上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或西式三道式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旅館：3-4★級 

 
第 3 天 09/07（六）Arezano 
早餐後專車接往健走起點，隨後展開健走活動。傍晚接車前往享用晚餐及返回旅館。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行動糧(發餐費 15 歐元) 晚餐：飯店內西式三道式 
住宿旅館：3-4★級 
 
第 4 天 09/08（日）Arezano米蘭 
早餐後專車接往健走起點，隨後展開健走活動。傍晚接車前往米蘭享用晚餐及返回旅館。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行動糧(發餐費 15 歐元)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旅館：4★級 
本日公里數：Arezano---米蘭 154 公里約行車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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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09/09（一）米蘭（市區觀光）可摩湖盧卡諾茵特拉根 

早餐後展開米蘭市區觀光。米蘭 MILANO：猶如義大利時尚的代名詞！此地之所以風靡全世界主因

有兩個，其一擁有幾百年歷史建築及藝術作品，是所有文化遺產中最具代表性，另一個魅力是永遠

領先世界潮流的服飾，亦令人目不暇給，深深地吸引著各地遊客。主教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為世

界第三大教堂，擁有 135 座尖塔、2245 尊雕像，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教

堂，頂樓的最高尖塔居於堂頂正中，高達 108.5 公尺，上面是一座高 4.16 公尺的鍍金聖母雕像，教

堂頂有 135 個尖塔，每一塔頂立一塑像，另有 150 個水道，410 個大理石支架，上面均裝飾有浮

雕，相當具有可看性。詩人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篇》來形容其教堂之美。艾曼紐迴廊：建築呈

十字形，這座華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集各式高貴的商家，是米蘭最繁華的地區；米

蘭當之無愧是《血拼》的代名詞，密集的購物圈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裡是引領時尚的流行神殿，

也是名牌時尚的旗艦，當然更是您收買名牌的重鎮！隨後出發前往科莫湖 LagodiComo，

LakeComo 真的是一個超級大的湖,沿著 LakeComo 大概有三十多個小鎮喔！！LakeComo 從很久以

前已成為了很多有錢人的度假勝地，很多名人在這裡也建了他們的豪宅。來自義大利阿爾卑斯山脈

地融冰，為冰蝕湖，並且是義大利的第三大湖泊。Como 大教堂花了將近 350 年才蓋好，

歷經了義大利藝術史上最重要的文藝復興時期，因此 Como 大教堂結合了中古時期的風

格、哥德式建築的特色與巴洛克風格的華麗。隨後前往瑞士義語區大城盧卡諾，小鎮保留

純樸的鄉村色彩，宛若世外桃源。隨後驅車經由全長 57 公里的聖高達隧道前往茵特拉根。 

 
 
本日公里數：米蘭---Como50 公里約行車 50 分鐘 

Como 盧卡諾 30 公里約行車 40 分鐘 
盧卡諾---茵特拉根 220 公里約行車 2 小時 40 分鐘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瑞士火鍋餐 
住宿旅館：4★級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V8InDrtHiAhUHOrwKHah8AboQjRx6BAgBEAU&url=http://h750721.pixnet.net/blog/post/31621065-%E7%BE%A9%E5%A4%A7%E5%88%A9-%E7%B1%B3%E8%98%AD-%E7%82%BA%E4%BA%86%E9%80%B2%E5%85%A5%E5%8F%B2%E5%8D%A1%E6%8B%89%E6%AD%8C%E5%8A%87%E9%99%A2...&psig=AOvVaw0NI_Do8F12KlqirwrWvk5S&ust=1559790488570839
https://ladymoko.com/lago-di-como/


 

 
 
 
 
 
 
 
 
 
 
 

 
第 6 天 09/10（二）茵特拉根-少女峰-茵特拉根 

早餐後前往 2001 年列為世界自然遺產～少女峰山區。特別安排搭乘少女峰鐵道公司專屬的

★百年齒軌列車，抵達★少女峰觀景台，也是全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3454 公尺，車行途中盡

是宜人的牧野風光、牛鈴及大自然的聲音不絕於耳。在峰頂，更可以欣賞到萬年冰宮內的各

式冰像奇景以及搭乘世界最高速的電梯登上史芬克斯觀景台，一覽飛瀉冰河與冰海的迫人氣

勢，於此可俯瞰西歐最長之◎阿萊奇冰河，長達 23 公里。  

下山後，驅車前往施陶河瀑布，高約三百米，是瑞士第二高的瀑布。夏季，暖風在瀑布週圍

捲動，於是吹起瀑布水灑向四面八方。瀑布和上游小溪的名字「施陶」（Staub）意爲塵

埃，正是形容這些噴灑出來的水霧。歷史上也有不少浪漫主義和大自然愛好者，也曾來到位

於勞特布魯嫩的施陶河瀑布作「朝聖之旅」，該瀑布是歐洲最高的自由下落瀑布之一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旅館：4★級 
因抵達約 3000 公尺海拔因體質原因有時會有高原高山症反應，動作需放慢。 

  



 

 
 
 
 
 
 
 
 
 
 
 
第 7 天 09/11（三）茵特拉根盧森華度士茵斯布魯克 
早餐後搭車前往風景如畫的公園之國－瑞士盧森，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卡貝爾橋全由木板建成，是歐

洲最古老的木橋，上有蓋頂，蜿蜒河上，有如一條水上長廊，橋內一幅幅圖畫描繪十七世紀時琉森的故

事。橋中間有一座八角形塔樓，原是 13 世紀用來觀察湖面是否有敵軍來襲的巡邏高塔，它和卡貝爾橋

都是盧森最著名的地標。接著參觀從石崖中雕鑿而成的獅子紀念碑，馬克‧吐溫稱這隻獅子為世界上最讓

人悲傷和感動的一塊石頭；閒餘時間您可於這樸質又美麗的中古世紀風格街道中尋幽訪勝一番。途經郵

票國－列支敦士登首都華度士，進入音樂王國奧地利，抵達座落在阿爾卑斯山谷中、萊茵河畔，曾為哈

布斯堡家族住所的迷人山城~茵斯布魯克。夜宿奧國名城－茵斯布魯克。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旅館：4★級 
本日公里數：茵特拉根---盧森 70 公里約行車 1 小時 
盧森---華度士 132 公里約行車 1 小時 30 分鐘 
華度士---茵斯布魯克 170 公里約行車 2 小時 10 分鐘 
 

  



 

 
 
 
 
 
 
 
 
 
 
 
 
 
第 8 天 09/12（四）（市區觀光）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Seefeld 健走報到 

茵斯布魯克是奧地利第五大城市被群山圍繞著有得天獨厚的天然美景，著名的滑雪觀光勝地，冬季奧林

匹克運動會曾於有兩次在此舉辦。這城門的兩面一面代表歡喜一面代表哀傷；原本是要來結婚的卻還沒

經過城門新郎就自殺了..有點悲慘的故事。TheGoldenRoof 黃金屋頂這算是茵斯布魯克的著名地標黃

金屋頂是茵斯布魯克的著名地標，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建於 1500 年，裝飾着

2657 塊鍍金銅瓦。陽台上的浮雕刻畫紋章，符號，以及他生活中的其他人物。這條路也是最主要

的購物大街兩邊都是商店和百貨公司。★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于 1995 年施華洛世奇公司百年華誕

之際落成。這個由多媒體藝術家安德列·海勒（AndréHeller）主持設計的奇幻之地，如今已成為奧

地利提洛爾地區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並總計接待約一千二百多萬全球遊客，使其體會到無數驚奇

時刻。重新設計並擴建的奇妙展室璀璨閃亮。巨人周圍新添水晶自然景觀——巨人公園。在施華洛

世奇全球最大的水晶旗艦店正位於水晶世界，這裡您可購買施華洛世奇品牌的全線產品，從珠寶、

配飾，到水晶塑像和 SWAROVSKIOPTIK 的光學產品，應有盡有。隨後前往 Seefeld 健走單位報

到，隨後前往超市購買行動糧。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旅館：3-4★級 
本日公里數：茵斯布魯克---Seefeld27 公里約行車 30 分鐘 
 
 
第 9 天 09/13（五）Seefeld 健走 
早餐後專車接往健走起點，隨後展開健走活動。傍晚接車前往享用晚餐及返回旅館。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行動糧(發餐費 15 歐元)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旅館：3-4★級 
 
 
第 10 天 09/14（六）Seefeld 健走 
早餐後專車接往健走起點，隨後展開健走活動。傍晚接車前往享用晚餐及返回旅館。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行動糧(發餐費 15 歐元) 晚餐：西式三道式 

住宿旅館：3-4★級 

  



 

第 11 天 09/15（日）Seefeld 健走慕尼黑  
早餐後專車接往健走起點，隨後展開健走活動。活動結束後驅車前往慕尼黑享用晚餐，前往慕尼黑最

知名的莫過於這間 HB 皇家啤酒屋 HofbräuhausMünchen，「Hofbräu」是德文「宮廷啤

酒廠」，過去在德國、奧地利等地有很多酒廠以此命名，並供應當時的統治者，但 HB 可以

說是從過去至今所有啤酒廠、啤酒屋中最知名的。HB 皇家啤酒屋歷史可回朔到 1589 年，

路德維希一世 LudwigI 下令在啤酒廠中搭建餐廳，提供更平價、更健康、更美味的啤酒給大

眾及工人階級，自此後 HB 餐廳就一直深受人民的喜愛。陪伴著慕尼黑 400 多年，莫札特、

列寧、希特勒、奧地利皇后伊莉莎白等歷史上的名人都曾經造訪此地，不難想像 HB 在人們

心目中的地位。享用大杯啤酒及大塊豬腳，佐以甜菜根及馬鈴薯球。伴隨悠揚暢快歌聲，乾

杯吧！隨後前往旅館入住。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行動糧(發餐費 15 歐元) 晚餐：HB 啤酒餐及歌舞表演 
住宿旅館：4★級 
本日公里數：Seefeld---慕尼黑 125 公里約行車 1 小時 30 分鐘 
 
 
 
 
 
 
 
 
 
 
 
 
 
第 12 天 09/16（一）慕尼黑丁凱爾史班法蘭克福 

早餐後前往瑪莉恩廣場位於慕尼黑中心位置，廣場上有新市政廳，其主樓的鐘樓也是聞名遐邇。廣場旁

有著雙塔圓頂造型的聖母教堂，是慕尼黑具有象徵性的地標建築物。隨後經由著名的羅曼蒂克大道前往

丁凱爾史班。整條大道上的大城小鎮充滿了中古世紀風情，在歷史上也因為是羅馬人進出的主要

道路而曾繁華一時，沿途可看到巴洛克情調的街道、歌德樣式的教堂、文藝復興式的建築物，幾

乎集結歐洲的歷史文化精華於一身，怪不得被稱作羅曼蒂克大道。特別安排早訪丁凱爾史班：中

世紀小鎮四周護城河環繞，紅瓦木質骨架屋，三角形立面牆、充滿古意的石板道。走訪威尼

茲門、聖蓋爾克教堂、獅子噴泉及葡萄酒廣場、最後前往市政會場和已有五百六十多年歷史

的德國之家。由色彩繽紛的屋頂，宛如鑲嵌畫的城市。午後驅車繼續北上前往法蘭克福。法

蘭克福如果以人口數來算的話，僅為德國第五大城，排在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之後，但其強勁的

經濟發展力道使得法蘭克福德國的經濟首都，德國第一大機場、德國央行與歐洲中央銀行總部皆設在這

裡。抵達後如有多餘時間可稍作觀光。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西式三道式 晚餐：西式三道式或中式料理 
住宿旅館：4★級 
本日公里數：慕尼黑---丁凱爾史班 175 公里約行車 2 小時 
丁凱爾史班---法蘭克福 220 公里約行車 2 小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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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天 09/17（二）法蘭克福台北 

參考航班：法蘭克福/台北中華航空 CI-06211：20 起飛/06：10+1 抵達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直飛返回台北。 

餐食： 早餐：旅館內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第 14 天 09/18（三）台北 
清晨抵達台北，結束此次義大利、瑞士、列支敦斯坦、奧地利健走、德國行程。 
餐食：早餐：機上 
回到甜蜜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