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歐洲三大名峰十日遊-原創版(瑞航)
第 01 天 台北／香港／蘇黎士
少女小蓮的故鄉、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景正在呼喚著我們。今天將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香港轉往歐洲中心、世界的花園－瑞士，探訪瑞士的湖光山色與
純淨之美。
【早餐：敬請自理．午餐：敬請自理．晚餐：機上簡餐】
【飛行時間：台北／香港：1.5 小時；香港／蘇黎士：12 小時：夜宿機
上】

第 02 天 蘇黎士－石丹峰－庫爾－雷蒂亞列車頭等艙－蘭德瓦薩橋

－聖莫里茲
清晨抵達蘇黎士機場後，隨即前往中部阿爾卑斯山區最美的環景山峰觀景台
－石丹峰；首先，搭乘古色古香的十九世紀木製骨董小火車，沿途悅耳的牛
鈴聲，伴隨著清新的牧草香，仿如置身於明信片一般的美景中；緊接著，轉
乘世界上唯一敞篷雙層纜車登上 360 度環景的石丹峰觀景台，遙望盧森湖與
阿爾卑斯雪山湖光與山色壯麗的疊嶺層巒。
午後，驅車前往羅曼語區的首府庫爾，搭乘雷蒂亞列車頭等艙行經世界文化
遺產認證的－阿爾布拉線前往香檳氣候的聖莫里茲。因雷蒂亞列車 2018 起
更換窗戶不能開的新車箱，但您仍可走到列車第一節專門拍照車廂，儘情享
受拍照樂趣。途中經過瑞士景觀鐵道中最具代表性的畫面火紅色的列車橫越
蘭德瓦薩橋經典畫面，旅途兩個小時的世界文化遺產鐵道之旅，完美的體現
瑞士工藝技術鐵道建築技藝與地質環境和諧的融為一體；沿途穿越無數古樸
的拱形石橋眼前一幕幕絕世獨立的絕美小鎮依偎在山巒之間。晚餐後夜宿
BOTA 山城之一、上恩加丁谷地的光芒–聖莫里茲。
【早餐：機上簡餐．午餐：鄉村風味套餐．晚餐：香煎可口鱒魚套餐】
【住宿旅館：Hotel Reine Victoria 或 Schweizerhof 或 Crystal 或同級旅館】
【行車距離：蘇黎士－石丹峰：80 公里；石丹峰－庫爾：150 公里；雷蒂
亞列車之旅：2 小時】

第 03 天 聖莫里茲－伯尼納鐵路頭等艙(可開窗照相)－提拉諾－波

麗碼頭－盧加諾湖遊船－盧加諾

今晨，搭乘歐洲海拔最高的高山鐵路伯尼納鐵路，列車全線穿越 55 條
隧道、196 座橋梁與千分之七十的斜坡直登 2253 公尺的雷蒂亞鐵路之巔。車
程中，最值得留念的是 360 度拱橋環繞的鐵道設計與瑞士最長的蒙特拉奇冰
河以及格勞賓登州內最美的冰河湖泊比安柯湖。
午後，於提拉諾享用完道地的義大利傳統料理後，驅車前往盧加諾湖區義大
利端最閃耀的小漁村－波麗碼頭，途經義大利境內松德里奧與科莫湖，渚紅
的屋瓦座落於葡萄園間，滿溢北義阿爾卑斯風情。緊接著, 搭乘盧加諾遊船
徜徉在盧加諾湖中, 微風中帶著地中海的溫暖，碧波萬頃，徐徐的遊向瑞士
小米蘭－盧加諾。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午餐：傳統義大利套餐．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旅館：De La Paix Hotel 或 Admiral Hotel 或同級旅館】
【行車距離：伯尼納鐵道之旅：2.5 小時；提拉諾－波麗碼頭：100 公里；
盧加諾湖遊船：1 小時】
※若遇伯尼納鐵路頭等艙調度問題，改搭二等艙則每人退費 NT1000，敬請見諒

第 04 天 盧加諾－莫爾科特(湖畔小鎮微健行)－貝林佐納城堡－安

德馬特－冰河列車(頭等艙)－策馬特
盧加諾湖畔有許多美麗小村莊，今早要去探訪榮獲 2016 瑞士最美麗村莊冠
軍小鎮-莫爾科特。走在風景如畫的小路上，會令人自然產生渡假的愜意之情，
優美的建築群，充滿濃濃義式風情，沿着通往教堂的 400 多個台階而上，將
看到一幅令人窒息的無敵美景，讓人捨不得離開。提契諾州最受矚目的文化
資產莫過於－貝林佐納城堡。十三世紀起，商旅便絡繹不絕經此地往返米蘭，
其戰略位置日益緊要，城堡應運而生，成為阿爾卑斯山區最經典的防禦型城
堡；城堡於西元 2000 年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我們將登上大城堡眺望蒙特貝
羅城堡與薩索.科爾巴洛城堡，遙望千年來戰爭不斷的遺跡。
緊接著，循著瑞士經典旅遊線路－聖哥達路線北往中部滑雪山城－安德馬特。
接著乘冰河列車頭等艙轉往世界知名的渡假勝地－策馬特，冰河列車號稱全
世界最慢的景觀列車，以超大型的觀景窗戶配上火紅色的鮮豔外衣，以平均
時速 40 公里行經隆河谷地與馬特塔谷地，沿途瓦萊州傳統黑色木屋與巴洛
克式的偏鄉教堂，讓我們飽覽瑞士瓦萊州的鄉野風光。
※若遇冰河列車頭等艙調度問題，改搭二等艙則每人退費 NT1500，敬請見諒
※若因冰河列車落日晚餐預定客滿及 10 月份以後出發團體，晚餐則安排策
馬特餐廳，敬請見諒
※因冰河列車 10/14-12/14 期間維修,故 10/10 以後出發團體,改搭乘冰河線火車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午餐：烏里山區經典料理．晚餐：冰河列車落日晚餐】
【住宿旅館： Alpenhof 或 Albana Real 或 Sonne 或 Schoenegg 或同級旅館】
【行車距離：盧加諾－莫爾科特：15 公里; 莫爾科特－貝林佐納：40 公里；
貝林佐納－安德馬特：80 公里；冰河列車之旅：3.2 小時】

第 05 天 策馬特－葛納格瑞觀景台( 觀賞馬特洪峰)－策馬特
馬特洪峰好似天然生成的紀念碑，巍然屹立，雄偉壯觀，就像人工雕琢的金
字塔。今日將於不同方位地點欣賞馬特洪峰的英姿。日出前，前往日出橋欣
賞令人引頸期盼的馬特洪峰日出；如果天公作美，我們將目睹陽光緩緩灑滿
整座山峰，金色的馬特洪峰佇立眼前，讓人不枉此行。早餐後，搭乘歐洲最
高的開放式齒輪鐵道，登上號稱瑞士最具代表性－葛納格瑞觀景台，以最美
角度欣賞馬特洪峰，以及眺望瑞士第一高峰杜富爾峰與阿爾卑斯山脈第三長
的葛納冰河。緊接著，如果夏季天候允許，將搭乘列車前往健行聖地，瑞士
國家級自然風景區的利菲爾湖，來趟輕盈健行，拍攝馬特洪峰倒影。
午後，您可以隨意探訪俗稱蘑菇屋的瓦萊州傳統房舍，也可以信步於禁止汽
車進入的小鎮，享受保存清新的古樸原貌，盡情享受悠閒時光。
※通常瑞士夏季高山健行約 6 月底開始，有時因天候不佳下雨或積雪，領
隊基於安全考量下，取消健行，敬請見諒 若參加春季行程的旅客，下午則
可深入漫步探索策馬特小鎮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午餐：葛納格瑞景觀餐廳．晚餐：瓦萊風味料理】
【住宿旅館： Alpenhof 或 Albana Real 或 Sonne 或 Schoenegg 或同級旅館】
【行車距離：葛納格瑞百年登山齒輪列車：30 分鐘】

第 06 天 策馬特－白朗峰號列車－南針鋒-霞慕尼
今晨，再次把握機會觀賞金色馬特洪峰的日出。早餐後，搭乘接駁列車離開
策馬特冰川天堂，獨家安排搭乘白朗峰號列車，由車窗內看出去高山峽谷地
形，好似一幅幅山水畫美不勝收。抵達法.瑞邊界後再驅車前往法國最著名的
度假勝地霞慕尼，午餐後懷抱著雲駕霧的心境，搭乘兩段大型吊纜從海拔
1000 公尺左右的霞慕尼，直登 3842 公尺的南針峰觀景台，這段 2700 公尺高
度差的旅程，只需要 20 分鐘。南針峰觀景台不僅能夠欣賞西歐屋脊白朗峰
巍然屹立的景致，可以 360 度環視法國、瑞士與義大利連綿不斷、千峰萬仞
的山岭風光。推薦您的是 2013 年開放的新設施–舞入真空(Le Pas Dans la
Vide)，置身於懸空 1000 公尺 的透明玻璃帷幕中，體驗與眾不同的震撼。下
山後, 您可以信步於小鎮中，隨興品嘗法國名點馬卡龍、恣意啜飲富含南法
風情的歐蕾咖啡，或者是順著第一位登頂嚮導雅各•巴爾摩雕像手指的方位，
眺望白朗峰，思古之幽情。好好感受法式浪漫的小鎮的魅力。
※如遇南針峰氣候不佳，則以 Le Brevent 纜車或冰海火車替代，敬請見諒

※如遇環法自由車賽，馬拉松國際競賽等，則可能改住其他城市，敬請見諒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午餐：中式料理．八菜一湯．晚餐：5 星旅館主廚推
薦料理】
【住宿旅館：Mercure Hotel 或 Les Aiglons 或 Swiss park 或同級旅館】
【行車距離：特許－霞慕尼：140 公里; 霞慕尼－南針峰：纜車 20 分鐘】

第 07 天 霞慕尼－西庸城堡－日內瓦湖畔-蒙投-伯恩-藍湖

－格林德瓦
今晨，參觀瑞士最著名的湖畔古堡西庸城堡。緣由英國浪漫派詩人拜倫所著
的詩句–西庸的囚徒，而成為舉世聞名的觀光勝地。面對波光瀲灩的蕾夢湖，
從遠處眺望，整座城堡彷彿漂浮於湖面之上，如夢似幻。
緊接著到瑞士的爵士樂故鄉-蒙投。蕾夢湖畔南岸最美麗的城市, 你可以漫步
於湖畔遠眺對岸法國, 之後驅車前往瑞士的首都－伯恩，參觀列名為世界文化
遺產的伯恩舊城區。伯恩的地標天文鐘樓，聆聽整點響起的鐘聲，精準的刻
畫將近 500 年的時空歲月。佇立於瑞士境內最高的大教堂前，欣賞著名的華
麗雕塑，生動的訴說聖經故事。悠閒漫步於中世紀古城的拱廊之間，眼前造
型各具特色、 色彩斑斕的立柱噴泉，充分感受文藝復興時期的浪漫氣息。跨
越連接舊城區的拱橋之後，來到伯恩熊的家熊公園，360 度的環繞步道，讓人
們有機會看到伯恩吉祥物慵懶的身影。伯恩的制高點玫瑰花園，欣賞被阿勒
河三面圍繞的浪漫古城。午餐於玫瑰花園內的景觀餐廳享用美食之後, 午後前
往擁有「瑞士九寨溝」的美名－藍湖。 藍綠色的湖水迷人且清澈，湖中的木
頭與鳟魚也能輕易可見，吸引許多人前來探訪。看著眼前清透的湖水，彷彿
心靈也被洗滌成清透的藍，透明清澈，此美景讓人流連忘返。今晚夜宿 BOTA
山城格林德瓦，艾格峰北麓最美的小鎮。
※如遇高山馬拉松國際競賽等，則可能改住其他城市，敬請見諒
※如遇玫瑰花園餐廳客滿，則以其他餐廳替代，敬請見諒
【早餐：旅館內自助早餐．午餐：玫瑰花園景觀餐廳．晚餐：山中風味料理】
【住宿旅館：Sunstar Hotel 或 Eiger Hotel 或 Spinne 或 同級旅館】
【行車距離：霞慕尼－西庸城堡:90 公里；西庸城堡－伯恩:100 公里; 伯恩
－藍湖：55 公里；藍湖－格林德瓦：60 公里】

第 08 天 格林德瓦－少女峰(百年登山齒輪列車)－自然秘境冰瀑探

索"羅森萊伊冰川峽谷"(一陽獨家)－茵特拉根或土恩湖畔
今天趁早登上暱稱歐洲之巔的少女峰觀景台，盡享氣勢磅礡的絢麗風

光。我們將搭乘百年登山齒輪列車前往歐洲海拔最高的火車站；全長 12 公
里的少女峰鐵道穿越堅硬的花崗岩壁，途中還會停留艾格峰石壁站與冰海
站。少女峰觀景台如樂園一般的眾多設施讓人們流連忘返，其中海拔 3571
公尺的斯芬克斯高台是最受歡迎的景點，當您站在高台上，全長 23.6 公里的
阿萊奇冰河就在腳底下；天氣好時，甚至能夠遠眺法國、德國與義大利的山
峰美景；冰河冰宮也是必遊景點之一，走進幻藍絢麗的冰宮內，您可以親自
感受萬年冰川的獨特魅力並和各式造型的冰雕合照。中午於歐洲屋脊景觀餐
廳用餐，一邊享受群峰美景、一邊享受微笑午餐。午後，前往一陽的私房景
點 – 同屬世界遺產阿萊奇冰河區域的羅森萊伊冰川峽谷。1901 年麥林根旅
館經營者 Kaspar Brog 在取得羅森萊伊旅館資產之後，決定開放罕見人煙的上
方峽谷，並於同年 10 月開始進行工程。工程艱鉅程度超過預期，需使用炸
藥破除堅硬的石灰岩方可建造步道，共耗資 22,000 瑞士法郎，終於在 1903
年 6 月正式與世人見面。步道依照地質條件而設計，沿著峽谷慢慢升高，一
路可見到瀑布, 天然漩渦以及各種奇岩怪石，能充分感受壯闊的融水冰川以
及美不勝收的大自然景觀。 瀑布依高度不同傾洩而下，磅礡氣勢令人屏氣凝
神，同時亦可見到經由長期水流沖刷而生成的各式岩石形狀。步道沿途設有
重點告示牌，可在精華景點佇足片刻，盡情欣賞峽谷風光。 之後返回維多利
亞式渡假勝地–茵特拉根，氣氛悠閒而充滿文化氣息，主要大街荷黑緯格街
上英式風情的馬車穿梭其中，遠眺少女峰山區別有一番風味。晚餐特別安排
民俗表演餐廳，一邊欣賞瑞士傳統歌舞表演，同時品嚐瑞士起司火鍋和經典
套餐。
***5/4 出發, 改走阿勒河峽谷。因羅森萊伊冰川峽谷 5 月中旬對外開放***
Aareschlucht阿勒河峽谷
阿勒河峽谷是由阿勒河經過千萬年河水沖刷而生成的天然峽谷。峽谷全長 1.4
公里，最深處達 200 公尺，可藉由依循著懸崖峭壁而興建的步道，近距離體
驗峽谷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觀；穿梭於寬窄不同步道之中，時而可見潺湲溪水
蜿蜒流過，時而可見湍急河水奔流而下。陽光灑落於峽谷山壁間映射出變幻
無窮的岩層角度，宛若置身世界地理教室，令人歎為觀止。
＊如遇展期或特殊活動等, 則可能改住土恩湖畔旅店, 敬請見諒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午餐：少女峰微笑套餐．晚餐：瑞士民俗表演+起司
火鍋+經典套餐】
【住宿旅館：Royal St Georges 或 Bellevue 或 Linder Grand Hotel
Beau Rivage 旅館】
【行車距離：少女峰之旅：6 小時；勞德布魯嫩－羅森萊伊冰川峽谷:52 公
里;羅森萊伊冰川峽谷 -茵特拉根:40 公里 】

第 09 天 茵特拉根－鐵力士山－盧森－蘇黎士機場／香港
今晨，拜訪中部阿爾卑斯山的皇冠–鐵力士山，途經有”天使之山”美名的
英格堡山岳小鎮，搭乘 2016 年全新改版的雙軌式小吊纜，欣賞綿延 20 公里

的鐵力士山脈，登上最高峰鐵力士山，一覽宏偉的壯闊景象。鐵力士山踏雪
之旅中，旋轉纜車是最大的亮點，高懸 5 分鐘的旅程，360 度緩緩地旋轉一
圈，讓您不用為了拍照而忙碌，只要靜靜的站在纜車原地，就能環視磅礡美
景。抵達山巔之後，從容地站在海拔 3020 公尺的高度，盡覽烏里阿爾卑斯
山地貌、上瓦爾德梅爾希谷地與盧森湖美景。鐵力士雪原上，一定要體驗歐
洲最高的天空步道，海拔高度 3041 公尺與懸空 500 公尺的震撼，如果天氣 許
可下，可乘坐冰川飛渡，懸空吊椅載著您飛越純淨原始的雪原和冰層讓您心
跳加速、欲罷不能，彷彿漫步在雲端。午餐於瑞士中部阿爾卑斯山脈最知名
的鐵力士景觀餐廳用餐。
下山後驅車前往蜜月之都－盧森。盧森就像被鑲嵌在畫裡的寶石般，浪漫的
氛圍散佈在城市每一個角落。保留著中世紀風格的卡貝爾木橋，是歐洲最古
老的木橋，橫越波光粼粼的羅伊斯河，吸引遊人無數。獅子紀念碑是瑞士最
有名的紀念碑，象徵瑞士軍人的忠誠精神；馬克吐溫曾說它是”全世界最悲
傷的獅子”,紀念十八世紀末於法國杜勒麗宮犧牲的將士。暫別與瑞士難忘
的邂逅，懷抱著重遊瑞士的逸致，晚餐後驅車前往蘇黎士機場辦理登機手
續， 啟程航向溫暖的家。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午餐：鐵力士山景觀餐廳．晚餐：中式 】
【行車距離：茵特拉根－鐵力士山：90 公里; 鐵力士山－盧森：35 公里;
盧森－蘇黎士機場:80 公里】
【飛行時間：蘇黎士／香港：12 小時：夜宿機上】

第 10 天

香港／台北
班機抵達香港機場，隨即轉機返回久別的家，帶著滿滿的回憶，互道珍重
再見。一陽旅行社非常榮幸能夠為您服務，希望再次帶給您與眾不同的瑞士
深度之旅。
【早餐：機上簡餐．午餐：機上簡餐．晚餐：機上簡餐】
【飛行時間：香港／台北：1.5 小時】

【住宿城市或旅館如遇展覽、會議、國際競賽等因素無法入住，一陽旅行社保有更換旅
館的權利】

電話:02-25175899 傳真:02-25172838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86 號 10 樓
網頁: www.suntour.tw
交觀甲 5439 品保桃 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