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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義瑞法 10 天 
《鐵力士峰、貢多拉、米蘭；威尼斯、比薩、羅馬、二段高速列車、一段飛機》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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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二段歐洲快速列車，免去舟車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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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遊 參 考 地 圖 

 

第一天 04 月 12日‧星期日 

桃園→巴黎 

參考航班：長榮航空 BR087 23:40/07:30+1【每日飛】 

行       

程         

內

容 

今日集合桃園機場，專人辦理登機手續，搭乘長榮豪華客機，直飛巴黎。 

※飛航時間 13 小時 50 分鐘。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2.班機抵達歐洲前的早餐，請您務必享用，這樣才有體力喔。 

3.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4.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5.贈送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早餐：※ 午餐：※ 消夜：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飯店：夜宿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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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04 月 13日‧星期一 

07:30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巴黎(羅浮宮藝術響宴)→TGV高速列車→《約

491 公里，車行時間 1.5 小時》→史特拉斯堡~聖母院大教堂萬外觀、小法

國區 

行       

程         

內

容 

今日清晨班機抵達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隨即前往巴黎市。 

【羅浮宮】這個世界最大的博物館收藏了人類文明上最嘔心泣的藝術結晶，值得您

一再重遊細細品味。其中鎮宮之寶之蒙那麗莎微笑、維納斯是您必看重點！ 

【巴黎東站搭乘★法國高速列車 TGV 東幹線】感受時速 300 公里之〞超速快感〞，

經法國東部美麗鄉村風光，於 140 分鐘後抵達法國亞爾薩斯省的首府，亦是歐洲議

會的中心城市—史特拉斯堡，因此又有「歐洲首都」之稱，且這裡曾多次被德國佔

領，所以處處流露德國色彩。整個舊城區於 1988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 

【聖母院大教堂萬外觀】這座歐洲著名的哥德式教堂，猶如史特拉斯堡的「聖母院」，

法國知名作家雨果就曾以「集巨大、纖細於一身，令人驚異的建築」來形容這座教

堂。教堂內有一個一層樓高的天文鐘，自 1547 年開始運作，可說是史特拉斯堡文藝

復興時期的精神象徵，值得一看。並可在大教堂廣場，逛逛有亞爾薩斯風味的紀念

品商店、餐廳。 

【小法國區】運河橋樑，縱橫交錯及為數眾多的木質骨架屋，精緻美麗的木雕，在

在顯示亞爾薩斯的傳統風格，踩著鵝卵石板路，彷彿進入了中古世紀，如詩如畫，

散發出無窮魅力。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亞爾薩斯酸菜盤風味餐+亞爾薩斯白酒 

/住宿飯店：７HOTEL & FITNESS 或 MERCURE STRASBOURG CENTRE 或同級或同

等級旅館 

第三天 04 月 14日‧星期二 

史特拉斯堡→《約 272 公里，車程 3.3 小時》→英格堡(鐵力士峰之旅～登

山纜車＋凌霄吊橋)→《約 40 公里，車程 1 小時》→盧森(卡貝爾古橋、獅

子紀念碑) 

行       

程         

內

容 

上午沿著風光秀麗的法國東南部行駛赴往歐洲著名的內陸國－瑞士。來到瑞士您一

定要來趟雪山之旅！首先來到湖光山色美如畫的英格堡。 

【安排搭乘三段式登山纜車】幾經轉換升往海拔 3020 公尺的鐵力士鋒，尤以世界

首部 360 度旋轉登山纜車最為特殊！峰頂終年冰雪，極目遠眺，峰峰相連，冰川處

處，氣勢浩翰，蔚為奇觀！您更可造訪千年不化的冰洞。此外鐵力士鋒上設有觀景

台，俯瞰山景，白靄靄一片，您可在此享受打雪仗之樂！ 

【凌霄岩道吊橋(Titlis Cliff Walk)】您可挑戰 2012 年 12 月全新完工的歐洲海拔最高

的吊橋，盡情享受阿爾卑斯動感風貌。 

《若因天候不佳，遇鐵力士山維修期，則改安排登彼拉特斯峰》 

【盧森市】您可自在的漫步於有『湖畔巴黎』、『世界最適合居住城市』之稱的盧森

市區，盧森湖畔是被喻為最適合人類散步的人行道，明豔動人的湖泊加上周圍的群

山，構成了一幅極具幻想色彩的畫面。湖上的遊船線路縱橫交錯，猶如一張網鋪開。

這一帶是瑞士的發源地，流傳著威廉．泰爾的傳說，分佈在湖周圍的小城鎮和山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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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造就了瑞士的田園式風光，走一趟充滿復古味道的【卡貝爾古橋】，看一看哀慟悲壯

的【獅子紀念碑】，或逛一下舉世聞名的鐘錶大街購物。徜徉於瑞士的湖光山色之

中，是人生中難得的旅遊體驗啊！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起士火鍋魚排風味套餐  

晚餐：阿爾卑斯瑞士風味套餐 

/住宿飯店：AMERON FLORA 或 ASTORIA HOTEL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四天 04 月 15日‧星期三 

盧森→《約 248 公里，車程 3.3 小時》→米蘭→《約 270 公里，車程 3 小

時》→威尼斯 

行

程

內

容 

今日專車穿越長 17 公里之聖哥塔隧道及阿爾卑斯山前往義大利時裝工業中心－米

蘭。米蘭這特別的城市，人們總逃不過它的兩大魅力，一是數百年歷史的建築與藝

術作品，一是【米蘭風尚】是世界流行尖端的代表，米蘭除了無可取代的時裝帝國

頭銜，還擁有豐富的藝術寶藏，如果文藝復興是米蘭過去的藝術成就，那服裝設計

是新的成就。 

【米蘭大教堂外觀】此教堂完成於 14 世紀總共蓋了 5 百多年，共擁有 135 座尖塔，

一座座尖塔以無比的氣勢伸向義大利湛藍的天空，教堂內外聖者使徒的雕像共 3159

座，2214 雕像裝飾於屋頂，工程之浩大令人驚嘆，教堂內部莊嚴，美麗的玫瑰窗裝

飾其中。她一直與佛羅倫斯聖母百花教堂爭奪全球第三大教堂的地位；但無論排名，

米蘭大教堂的歷史地位及哥德式建築都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 

【艾曼紐二世拱廊位於教堂的左側】這座華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集各

式高貴的商家，整個樓面呈現拉丁十字形，拱廊上有玻璃架圓頂，下有馬賽克鑲嵌

畫地板，像個大型的藝廊般華麗，是米蘭當之無愧是【血拼】的代名詞，密集的購

物圈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家家華麗優雅的精品櫥窗似乎都在對著你微笑，記住所有

敗家男女的至理名言：【喜歡就買吧！心動就要馬上行動，錯過這次就沒有下一次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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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累了來杯義大利的濃咖啡，欣賞兩旁過往的人潮。 

後沿著義大利北部波河平原前往水都威尼斯。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倫巴底烤豬排風味+波河紅酒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飯店：SMART HOLIDAY 或 CROWNE PLAZA VENICE EST 或 NOVOTEL 

VENEZIA MESTRE CASTELLANA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五天 04 月 16日‧星期四 

威尼斯(摃多拉遊船)→《約 258公里，車程 3 小時》→托斯卡尼地區 

行       

程         

內

容 

【威尼斯(摃多拉遊船)】~托斯卡尼地區 威尼斯，這個由商人建造的水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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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船從運河上遊憩的風情激動著各

國遊客的旅情。威尼斯不僅僅只是充滿浪漫的情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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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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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接著搭船前往【威尼斯本島】安排參觀西歐地區難得一見的拜占庭式建築風格的【聖

馬可大教堂外觀】、【鐘樓外觀】、【大廣場】、參觀曾為威尼斯共和國權力中樞的【道

奇宮外觀】、英國詩人拜倫筆下的【嘆息橋】等，體驗電影情訂日落橋的優美情景。 

下午專車穿越亞平寧山脈前往文藝復興名城－佛羅倫斯，沿途的風景讓您感受到南

歐的美麗風情。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威尼斯島炸海鮮+墨魚麵風味  

晚餐：燒烤丁骨牛排風味+水酒 

/住宿飯店：NOVOTEL FIRENZE NORD 或 STARHOTELS VESSPUCCI 或同級或同等

級旅館 

第六天 04 月 17日‧星期五 

托斯卡尼地區→《約 87 公里，車程 1.3小時》→比薩→《約 88公里，車

程 1.3小時》→佛羅倫斯~(歐洲之星 Eurostar高鐵)→《約 277 公里，行

車 1小時 20 分鐘》→羅馬 

行       

程         

內

容 

早上專車造訪奇蹟古城－【比薩】，回想八百年前的狀闊歲月，不難想像中世紀比薩

於地中海西區的霸主地位！抵達後，參觀被列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譽為工程力學

奇蹟的【比薩斜塔】、【白教堂】、【受洗堂】外觀等。比薩斜塔是廣場的主要名勝之

一，塔之所以聞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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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前往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此地為自古就有『花城』美稱，以它

的風景如畫確實當之無愧，名詩人徐志摩依其義大利語發音，譯作〔翡冷翠〕也傳

頌一時，如今雖已無昔日繁榮，但在文化藝術上地位依然重要無比。 

抵達後接續展開市區觀光， 

【聖母百花大教堂】它是佛羅倫斯最有名的地標。風景明信片決對少不了它。 

【市政廣場】或譯成『領主廣場』，結合周圍的◎傭兵迴廊，◎烏菲茲美術館和◎維

奇歐宮，成為絕對不能錯過的王牌景點。廣場上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有名的大衛像，

不過它不是最原始原件，另一個目光焦點就是傭兵迴廊，它就像是個半露天的雕塑

博物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座珀爾修斯(perseo) 斬女妖美杜莎(medusa) 的青銅像。

閒蝦之於您也可自由閒逛於充滿文藝氣息的市區，選購佛羅倫斯皮件精品等等。各

自找尋滿足，跟著團體旅行，也可以這麼的自由自在！ 

午餐特別安排義大利中部托斯卡尼省當地最傳統的義式料理，豐盛的美食熱情的款

待，讓您深刻體驗義大利人的熱情！ 

下午特別安排搭乘【歐洲之星 Eurostar 高速列車】，僅花不到 100 分鐘的時間抵達義

大利古都、永恆之城－羅馬，不僅節省時間，更有不同的體驗！ 

建議自費活動：羅馬夜遊，每位歐元 50。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托斯卡尼義式風味+水酒  

晚餐：義式海鮮風味+水酒 

/住宿飯店：CROWN PLAZA ROME 或 NH ROMA MIDAS 或同級市區飯店或同等級

旅館 

第七天 04 月 18日‧星期六 

羅馬(梵蒂岡、鬥獸場、萬神殿、許願池、西班牙台階)→搭乘客機~《約 1422

公里，飛行時間 2 小時 10 分鐘》→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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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今日展開羅馬市區觀光：包括天主教勝地梵諦岡教皇國。梵諦岡費時一百五十年建

成，安排中文導遊入內欣賞舉世無雙的 

【聖彼得大教堂】還記得電影【神鬼戰】中故事發生的場景【鬥獸場】嗎？ 

我們參觀這座巨大的圓形劇場，憑藉著現在的遺跡，您可以想像它昔日的輝煌面貌，

西側的【君士坦丁凱旋門】、【古市集廢墟】、宛如一座露天博物館呈現在您眼前， 

午餐後前往【萬神殿】，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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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願池】羅馬最耀眼的噴泉，傳說外國人背對著許願池拋下一枚硬幣到池子裡，

就能再回到羅馬喔！是否想躍躍欲試呢？ 

【西班牙台階】她是羅馬購物的天堂，也是電影羅馬假期中著名的場景，更因為這

裡是西班牙大使館而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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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所有觀光客流連忘返之處！晚餐後搭機前往花都巴黎。今晚夜宿於

此。 

備註:午餐安排米其林推薦餐廳，若於客滿將改在其它城市米其林推薦餐廳或其它西

式餐廳代替！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住宿飯店：MERCURE CDG 或 B.W CDG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八天 04 月 19日‧星期日 

巴黎 (市區觀光+購物樂) 

行       

程         

內

容 

今日讓您有一個整天的花都之旅！ 

首先接著參觀全世界最大的【凱旋門】她座落在巴黎市中心戴高樂廣場中央香榭大

道上，是拿破崙為紀念擊敗奧俄聯軍於 1806 年下令興建，費時 30 年才建成。凱旋

門高 50 公尺，四面各有一門，門上有許多精美雕刻。接著您會看到十二條放射狀

的道路。 

【香榭里舍大道】香榭麗舍大道全長 2 公里，從凱旋門到協和廣場之間的香榭麗舍

大道，幾乎是觀光客眼中最能代表巴黎浪漫的代名詞，她是巴黎的主要脈絡，大道

上終日車水馬龍，寬廣的林蔭大道旁有許多精品旗艦店及咖啡館，是造訪巴黎必到

之處。 

富麗典雅的【巴黎歌劇院外觀】、【協和廣場】、【艾菲爾鐵塔外觀】，她是巴黎的地

標，塔高 320 公尺，1889 年首屆世界博覽會在這裡舉行，艾菲爾鐵塔即是為了慶祝

世界博覽會開幕而建立的，於 1887 年開始施工，兩年後竣工，距今這座巴黎鐵塔已

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了。下午您可經由領隊推薦及安排搭乘塞納河遊船(自費活

動)，細細品味塞納河兩岸浪漫迷人的風光！ 

接著前往法國最大之~春天百貨公司或老佛爺百貨公司參觀，享受瞎拼之樂。舉凡

知名精品包 GUCCI、BV、機車包、LONGCHAMP；各式香水、化妝品及保養品也是

您不可錯過的伴手禮。 

晚餐後您亦可經由領隊推薦及安排參加聞名世界的紅磨坊夜總會秀 

建議自費：紅磨坊歌舞秀【麗都秀、瘋馬秀】每位歐元 140)或巴黎夜遊﹝巴黎鐵塔

第二層觀景台﹞每位歐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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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法式田螺風味+水酒 

/住宿飯店：MERCURE CDG 或 B.W CDG 或同級或同等級旅館 

第九天 04 月 20日‧星期一 

巴黎→桃園 

參考航班：長榮航空 BR088 11:20/07:00+1【每日飛】 

行

程

內

容 

歡樂的好時光總是輕飄飄的溜走。浮雲遊子的心依舊浪漫，卻難捨依依不捨之情。

意猶未盡的踏上歸途，結束此次豐富精彩歐洲旅程，飽滿的行囊中充實甜蜜的回憶

取代了無數的憧憬，凝視窗外的蒼穹，心底悄悄的自己說：我會再回來！夜宿機上。 

※飛航時間 13 小時 10 分鐘。 

早餐：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飯店：夜宿機上 

第十天 04 月 21日‧星期二 

巴黎→於 07:00抵達桃園機場 
行       

程         

內

容 

今日飛抵桃園國際機場。抵達後團員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

結束充滿知性與感性的歐洲之旅。 

早餐：機上精緻簡餐 午餐：※ 晚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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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8 年 04 月 12 日、05 月 09 日 

◎每人費用：95,000 元、現金優惠價：93,000 元 

◎報名訂金每位 15,000 元 

★費用包含： 

1.桃園→法國代巴黎高樂機場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全程住宿飯店二人一室，共七晚。  

3.5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4.行程表中所列門票及餐食。 

5.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歐元 10*10 天=100 元。 

6.高雄市區贈送左營高鐵到府來回接送。 

7.左營→桃園高鐵站來回高鐵票，滿 65 歲以上可另外退費 800 元。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 NT$：1,400 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3.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請

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18,0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不

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6.初次辦理護照者請申請者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