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地 / ⽬的地 航班 起⾶當地時間 抵達當地時間 ⾶⾏時間

台北 / 法蘭克福 CI 061 23:10 06:50 (+1) 13⼩時40分

法蘭克福 / 台北 CI 062 11:20 05:50 (+1) 12⼩時30分

★ 表入內參觀  ◎ 表下⾞拍照  

準備好⾏囊及愉快的⼼情，搭乘中華航空，起⾶前往法蘭克福。⼀趟東西德
之旅，隨著⾶機起⾶，正式展開。 

★ 航班時間僅供參考，稍有微調以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DAY 1   台北 ✈ 法蘭克福 

⾏遍東西德10天

柏林 

連泊2晚 !

慕尼⿊ 

連泊2晚 !

法蘭克福 

連泊2晚 ! 195km

120km

170km

254km

173km

239km

335km

284km

128km

半天拉⾞ 
ICE ⾶快⽕⾞

約2⼩時! 

半天拉⾞ 
ICE ⾶快⽕⾞

約2⼩時! 



班機抵達法蘭克福國際機場。專⾞前往◎格林童話⼤道的中⼼ ─ 哥丁根 。此地也是

格林兄弟教授學問的地⽅，著名的哥丁根⼤學所在地，超過30位諾⾙爾獎得主在此求

學過，又是世界聞名童話【養鵝公主】故事發⽣地，◎舊市政廳前◎養鵝公主銅像，

是每位博⼠畢業⽣都會親吻的對象，這座存留中世紀風情的城鎮，除了本身頗具吸引

⼒外，在傳說⾊彩濃郁的街道上漫步，別有⼀番風情，到此⼀遊不虛此⾏！ 

午後搭乘★⾶快⽕⾞德鐵 ICE 前往抵達德國⾸都 ─ 柏林。 

* 住宿旅館：Ｗyndham Berlin 或 NH  Hotel 或 Estrel 或 同4星級旅館 
* 早餐：機上 / 午餐：中式料理  / 晚餐：當地料理 

DAY 2  法蘭克福 - 哥丁根 - 【⾶快⽕⾞ICE】- 柏林 

⾏遍東西德10天



	

★★ FOR  YOUR  INFORMATION ★★ 
德國童話街道 

〈 Deutsche Märchenstraße 〉 

由德國北部的布萊梅〈 Bremen 〉，至法蘭克福
附近的哈瑙〈 Hanau 〉是懷念格林兄弟和德國
童話誕生的路線，全長約600公里，被稱為德國
童話街道。格林兄弟誕生於哈瑙，專心投入研究
工作的卡塞爾〈 Kassel 〉，執起教職抗拒反動
的哥丁根〈 Göttingen 〉，格林兄弟的足跡可
說是遍及童話街道各地。我們建議您先讀讀格林
兄弟傳記，及回味格林童話故事，以增加您的旅
遊樂趣。 

★★ FOR  YOUR  INFORMATION ★★ 
柏林〈Berlin〉 ─ 新德國，新首都 

西元1871年普魯士國王將此地訂位為「德意志帝國」的首都，在威瑪共和國
時期，作為黃金20年代的舞台，柏林達到最鼎盛繁榮的時代，可說一點也不
輸給法國巴黎的藝術之都美名，但造化弄人，二次世界大戰軍國主義者納粹
政權粉粹美名、繁華也為之掩蓋柏林一分為二，東西柏林壁壘分明，1961年
8月13日一夜之間築起一道圍牆，直到28年後1989年11月9日圍牆終於被爭
自由民主人士推倒1990年德國再度統一，柏林又重回首都地位，我們將帶領
大家參觀柏林圍牆回顧歷史場景，可幸的是東西對壘時都還能保持文化藝術
資產的完整，柏林也是有名的大學城，如洪堡大學、工業大學、自由大學等
一流學府，學術氣息亦濃厚，美麗的菩提樹下大道和歷史意義的6月17日大
道，布蘭登堡城門，威廉大帝教堂等景點都是不容錯過的，柏林的過去有喜
悅輝煌的繁華盛景，也有憂傷夾雜鬱鬱的歷史事實，今日也是最有前瞻性的
大都會，懷舊復古與現代科技兼容並蓄的歐洲首都名城，德國的行程要是少
了柏林將是淡而無味！



早餐後，帶您到訪普魯⼠軍國主義的誕⽣地 ─ 波茲坦，可謂國王的夢園，宮殿
的樂⼟。⾏經東西德時期的間諜橋，抵達河流、湖泊、森林環繞的古都，因為環
境優美地理位置適中深深吸引普魯⼠國王菲特烈⼤帝在此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
夏季宮殿◎忘憂宮，◎新宮殿，及⼆次⼤戰簽訂波茲坦和約的◎西施林宮，我們
帶您欣賞，讓您⼤開眼界的宮殿⼾外的庭園景觀。 

接著返回柏林，參觀從前的地標─ ◎柏林圍牆，東柏林和西柏林的市中⼼：普魯
⼠王國的凱旋⾨◎布蘭登堡⾨及◎國會⼤廈等⾸都名勝，我們將陪您⼀⼀探訪。 

* 住宿旅館：Ｗyndham Berlin 或 NH  Hotel 或 Estrel 或 同4星級旅館 
* 早餐：飯店內 / 午餐：中式料理  / 晚餐：東德鹽醃冰腿 

DAY 3   柏林 - 波茲坦 - 柏林 

⾏遍東西德10天
⽇歸 

⼩旅⾏ 



★★ FOR YOUR INFORMATION ★★ 

無憂宮磨坊  
〈Historische Mühle Sanssousci〉  

─  世界司法獨立里程碑 

位處無憂宮附近的磨坊，曾是皇帝威廉一世眼
中的「釘子戶」並下令拆除，磨坊主人訴諸法
庭，最後判決皇帝必須賠償並重修。今日是德
國法學院必參觀之標誌性建築，也成為世界法
治史上一段象徵司法獨立和裁判公正的著名傳
說。

★★ 柏林美食  ★★ 
【東德鹽醃冰腿】 

「最後一次」餐廳 
Zur Letzten Instanz 

市世界十大最古老餐廳之一，也是柏
林歷史最悠遠的餐廳。創始於1621年，
原是一家琴酒磨坊，也是去法院的人
喝上最後一杯的地方，以此得名「最
後一次」。拿破崙、卓別林都曾是座
上賓。  

【鹽醃冰腿】：與一
般認知的巴伐利亞烤
豬腳不同，東德豬腳
用的是肥嫩的豬小腿
肉，用鹽巴醃漬後水
煮，滋味鮮美、肉質
軟嫩。



早餐後，專⾞前往－素有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薩克森⼤公強者奧古斯特的駐
地─ 德勒斯登【Dresden】。參觀為婚禮⽽建的 ◎橘園︔華格納發表歌劇的◎塞
姆佩爾歌劇院︔◎國王教堂等，您都能領略這個易北河畔，充滿⽂化氣息的都
市。昔⽇東德的名勝，將是今⽇的重點。 

後續專⾞前往德東⾸都以外最重要的⼯商⼤城─ 萊比錫。參觀◎舊市政廳、德 
國⽂藝復興時期最漂亮的建築之⼀有八百年歷史的◎湯瑪斯教堂，宗教改⾰⼤ 
師⾺丁路德在此地發起改⾰活動︔⽽古典⾳樂之⽗巴哈，也曾經在這裡擔任重 
要職務長達27年之久。 

DAY 4   柏林 - 德勒斯登 - 萊比錫 

⾏遍東西德10天

*住宿旅館：Atlanta International 或  
  NH Hotel 或 Ramada或 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 / 午餐：酸味燉⽜⾁  /  
  晚餐：⽶其林⽜⾁捲 



★★ 萊比錫美食 ★★ 
【牛肉捲】  

奧爾巴赫地窖餐廳  
Auerbecher Keller 

德國文豪歌德創作了六十年、長達一萬兩千行的偉
大詩劇《浮士德》，這部史詩巨著的創作靈感則是
此處，也是劇中唯一真實存在的場景。 

【牛肉捲料理】: 是德國一項典型的料理，在德國
許多邦裡都吃得到它。傳統上，這種肉捲內部會塞
入一些肥肉、酸黃瓜或類似的食材。依地區而異，
吃肉捲時可搭配麵疙瘩、馬鈴薯或馬鈴薯丸子。 

★★ 德勒斯登美食 ★★ 
【酸味燉牛肉】 

義大利小村莊餐廳  
Italienisches Dörfchen 

是一家歷史悠久的餐廳，座落德勒斯登易
北河旁，原是18世紀來自義大利興建雄偉
宮廷教堂的工匠與藝術家的居住地。 

【酸味燉牛肉】: 由平民美食發展出的德國
國菜之一。黑啤醃製的牛肉撒上香料小火
慢燉，搭上主食馬鈴薯丸子淋上濃郁醬汁，
是最經典的薩克森風味。 



★★ FOR  YOUR  INFORMATION ★★ 
德勒斯登〈Dresden〉： 

百塔之都、文化古城 

寧靜優美的易北河緩緩流過、有如銀色絲帶環繞在姿態優雅的貴婦
身上，用貴婦比喻德勒斯登當之無愧，也曾經被稱為北方的翡冷翠，
新文藝復興都市北方巴洛克首都。 

曾經是薩克森大公國的國都，是易北河畔古老文化都市，在歐洲美
術、建築、音樂的發展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3世紀以後成為
都市型態就一直扮演著日耳曼人進出東方的基地，中世紀以後運用
易北河航行功能和上游礦產，發展成為工商發達的城市， 在17世
紀末的奧古斯特國王和18世紀的弗林格（Fringer）國王在位期間
是黃金時期，完成於1732年的茲溫格宮殿（Der Zwinger）建築就
是當時代表作之一，19世紀興建、於二次世界大戰後1985年重建
的塞姆佩爾歌劇院、雄偉樣式不禁令人多按下幾個快門，令人懷想
知名的浪漫派音樂大師－華格納－曾在此擔任指揮，他的大作【漂
泊的荷蘭人】、【唐懷瑟】歌劇都是在此歌劇院首演，沿著易北河
邊來到國王教堂，欣賞薩克森大公國王室的財力結晶，光茫燦爛奪
目，珍貴至極令人驚嘆，一路走來才發現德勒斯登之美之最，唯有
在此可尋，別無他處。 



遊歷過東德四⼤名城後，今⽇將進入西德的驕傲 — 巴伐利亞州。早餐後，為節
省通⾞時間，再度搭乘★⾶快⽕⾞德鐵 ICE 前往德國的歷史名城 －紐倫堡，她
是巴伐利亞州的第⼆⼤城，他之所以有名並不在古⽼，⽽是⼆次世界⼤戰後，作
為盟軍審判納粹戰犯的國際法庭所在地。西起萊茵河至布拉格，是歐洲優雅又浪
漫的古堡街道，全長近1千公⾥，沿途古城遍佈，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中古世紀的
風貌，至今依然古城牆圍繞的紐倫堡古城區，是所有觀光客的⾸選之地，登⾼來
到◎皇帝堡，眺望⽼城全貌後，來到紐倫堡的◎市集廣場，這裡的市集依然⼈聲
鼎沸，尤其是聖誕市集期間，更是聞名遐邇。著名的⽕焰式◎聖母教堂、◎⼤教
堂，依然保存其悠久的歷史傳統。 

下午專⾞抵達慕尼⿊，進⾏市區觀光，她是德國的第三⼤城，因僧侶和鹽稅⽽繁
榮。來到慕尼⿊奧林匹克運動會場旁，參觀◎BMW展⽰中⼼，新潮前衛的設計，
琳瑯滿⽬的新型汽、重機⾞款，矗⽴在慕尼⿊，蔚為壯觀。接著抵達◎市政廳前
的◎瑪利恩廣場，這裡是旅遊慕尼⿊市中⼼的起點，百貨公司、啤酒屋、餐廳、
各式商店都在周圍。◎ 聖母教堂，有著⾼99公尺的雙塔圓頂造型，是慕尼⿊的
象徵性地標建築物。 

DAY 5   萊比錫 -【⾶快⽕⾞ICE】紐綸堡 - 慕尼⿊ 

⾏遍東西德10天



★★ 慕尼黑美食 ★★ 
【地窖烤雞餐】 

新市政廳百年地窖餐廳 
Ratskeller 

來到慕尼黑瑪麗恩廣場新市政廳的熱門地窖餐
廳 ，有著1867年至今的巴伐利亞特色雕塑，
以及新哥德式拱頂彩繪著諾亞方舟的故事。 

【地窖烤雞餐】: 在巴伐利亞，不論是超級市
場、百貨公司亦或是街邊小攤，香噴噴佐著香
料味烤雞都是頗具歡迎的傳統家常菜。 

★★ 紐綸堡必吃美食 ★★ 
【名菜拼盤】 

百年玫瑰花餐廳 
Bratwurst Röslein 

距今已有超過579年歷史，是世界上最大的
香腸餐廳，也是德國家喻戶曉的名店。 

【名菜拼盤】: 匯集了紐倫堡所屬的法蘭肯
菜系最具特色的美食，酥脆的烤豬腳與豬肩、
紐倫堡烤香腸、法蘭肯風味烤鴨，配上解油
膩的酸菜。  

*住宿旅館：Leonardo 或 Mercure 
  或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 / 午餐：紐倫堡百年餐廳       
名菜拼盤  / 晚餐：⽶推地窖烤雞餐 



DAY 6  慕尼⿊ - 新天鵝堡 - 威斯教堂 - 慕尼⿊ 

⾏遍東西德10天

⽇歸 
⼩旅⾏ 

早餐後，沿著經典◎羅曼蒂克⼤道，來趟浪漫之旅。專⾞前往
參觀童話奇境般的城堡★新天鵝堡。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
⼆世，因憧憬華格納筆下歌劇中的情節與⼈物，費盡⼼思建
造夢想中的城堡建築，充分地利⽤權⼒及傾注所有財⼒，只
為實現童話般的神奇幻想，讓路易⼆世贏得童話國王的美譽。
*如遇新天鵝堡預約額滿或維修關閉，則改外部參觀及參觀巴伐利亞國

王所建第⼆宮殿─ 林德霍夫宮 

後續專⾞德國著名的阿爾卑斯
山道，沿途阿爾卑斯的壯麗山景，如同置身童話世界
中。隨後來到躍上洛可可藝術巔峰的◎威斯教堂，因
相傳教堂內的救世主像曾落淚⽽成為聖地，是⼀座雄
偉的朝聖教堂，更在1983年入選世界⽂化遺產名錄。 

*住宿旅館：Leonardo 或 Mercure 或 同4星級旅館 
*早餐：飯店內 / 午餐：中式料理 / 晚餐：德國烤豬腳 



專⾞沿著德國城堡街道，繼續羅曼蒂克之旅，前往被稱為中世紀之寶的―羅騰
堡。抵達羅騰堡，她的幽靜典雅散發出中古氣息的風采。安排參觀◎市場廣場、
◎市政廳、◎後花園，登上★古城牆，這個位於陶伯河上，圍牆環繞的⼩鎮，
每年吸引150萬觀光客到訪。1631年，努施市長⼀⼜飲盡3.25公升的葡萄酒⽽保
存的都市，如今依然如昔。 

午餐後，專⾞前往法蘭克福。抵達德國第
⼀⼤城 ─  法蘭克福，映入眼簾即是羅⾺
廣場相望的舊市政廳等，享受浪漫閒情逸
致。 

DAY 7   慕尼⿊ - 羅騰堡 - 法蘭克福 

⾏遍東西德10天

* 住宿旅館：NH Hotel 或 Leonardo 或 Park Inn 或 同4星級旅館 
* 早餐：飯店內 / 午餐：獵⼈豬排  / 晚餐：中式料理 



★★ 羅騰堡美食 ★★ 
【獵人豬排】 

市政宴會廳 
Ratsstube 

矗立在羅騰堡市集廣場上，早在1474年，丹麥國王
克里斯蒂安一世就住在羅滕堡古老的市政廳的宴會
廳，現今是一個歷史悠久並提供道地美食的餐廳。 

【獵人豬排】：據說是法國傳來的料理，卻在德
國廣受歡迎。將豬排放入鍋裡油炸，淋上濃郁的
蘑菇醬，配上德國黑森林傳來的德式麵疙瘩。 

★★ 慕尼黑美食 ★★ 
【德國烤豬腳】 

奧古斯丁布勞啤酒餐廳 
Zum Augustiner  

奧古斯丁布勞，一直是當地土生土長的慕尼
黑人飲用生啤的首選。創建於1328年，是慕
尼黑歷史最悠久的酒廠，原先由修道院內僧
侶釀製，在遠近馳名的皇家啤酒廠成立前，供應著皇室
啤酒的需求。現今許多巴伐利亞其他知名啤酒品牌也使

用著它的舊酒廠。開設的餐廳門庭若市。 

【德國烤豬腳】: 是一種德國飲食，為烤製的豬
腳。一般會佐以葛縷子種及大蒜一起浸泡或預先
煮過，再烤到表皮酥脆，搭配芥末醬、辣根、辣
椒一起上桌。  



抵達海德堡︔這裡是德國浪漫主義的象徵：來到古城區：◎聖靈教堂、◎騎⼠
飯店、◎⽼橋、◎⼤學城區等，都是每年350萬遊客⼼繫海德堡的所在，連德國
⼤詩⼈哥德和美國著名⾺⼩說⾺克吐溫，都對她都戀戀不忘。 

前往德國優美的萊茵河區。萊茵河是德國⼈的⽗親河，不但掌握了運輸命脈，
也是百年前德國浪漫主義的發⽣地，所有德國的詩⼈、畫家，皆為它傾倒，千
⾥迢迢前來朝聖。萊茵河最美的景⾊：兩岸斜坡佈滿葡萄園，山頭上城堡⾼⾼
在上，俯瞰著濤濤河⽔，河邊⼩巧可愛的房⼦整齊排列...... 這讓拜倫及哥德難
以忘懷的美景，就是德國最有名的「萊茵浪漫」。來到◎酒⾹⼩鎮，試飲不同
酒莊所釀的葡萄酒，是⼩鎮最吸引⼈的魅⼒之⼀。欣賞過滿滿葡萄園的山頂，
酒鄉風景及萊茵河風光，悠閒的度過⼀個浪漫的酒鄉風情。 

DAY 8   法蘭克福 - 海德堡 - 酒⾹⼩鎮 - 法蘭克福  

⾏遍東西德10天

⽇歸 
⼩旅⾏ 

* 住宿旅館：NH Hotel 或 Leonardo 或 Park Inn 或 同4星級旅館 
* 早餐：飯店內 / 午餐：中式料理  / 晚餐：鱒⿂風味餐 



★★ FOR YOUR INFORMATION★★ 

海德堡 〈Heidelberg〉 
─ 歌德心遺落之地 

海德堡坐落於內卡河畔。內卡河在此處由狹窄而陡峭
的歐登瓦德山山谷流向萊茵河河谷，並與萊茵河在海
德堡西北20千米的曼海姆交匯。著名的海德堡城堡位
於高出內卡河200米的王座山上，俯視狹長的海德堡老
城。著名詩人歌德曾經漫步環繞城堡的公園。 

海德堡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傳統和現代混合體。過去它
曾是科學和藝術的中心，如今的海德堡延續傳統，在
城市內和城市附近建有許多研究中心。 

海德堡不僅有著引以為榮的中世紀城堡，歐洲最古老
的教育機構之海德堡大學亦座落其中。曾在海德堡大
學學習和工作的著名思想家有黑格爾、詮釋學哲學家
伽達默爾、社會學家哈貝馬斯以及語言哲學家卡爾奧
托阿佩爾。於1817年發明自行車的卡爾·德萊斯也是海
德堡大學的學生。 

★★ 酒香小鎮美食 ★★ 
【鱒魚風味餐】 

威澤餐廳 
Winzerkeller 

位於酒香小鎮，是萊茵河高地區的中心
點，自古羅馬時代即開始栽種葡萄 
目前是德國具代表性的葡萄酒產地之一。鎮
中心的畫眉鳥小巷是具代表性的一條老街，
兩旁挨家挨戶都是酒館、酒莊與商店，好不
熱鬧。 

【鱒魚風味餐】: 鱒魚是一種十分嬌貴的物
種， 只有在水質純淨的水域才能存活。因
此肉質相當鮮美軟嫩。



DAY 9   法蘭克福 - 台北 

⾏遍東西德10天

東西德的旅程已接近尾聲，經歷名山⼤川、名城古堡的⼼靈洗滌，歡樂滿⾏囊的
滿⾜感，充電過後精神飽滿，雖有依依不捨的⼼情也只能期待下次再相逢，今⽇
專⾞前往法蘭克福機場，搭機返台，夜宿機上。 

班機今早⾶抵台北，領出⾏李。回想著曾經⾛過的︔帶著滿滿的回憶，返抵闊別多⽇
的家⾨，結束德國之旅。 

DAY 10  台北 

⾏遍東西德1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