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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the most exclusive selection

只給你最與眾不同的選擇

德奧尊榮之旅



如果你有一個不可抗拒的世界之約
歐洲是你情迷的選擇

旅行是一種寵愛自己的方式
換一個國家呼吸、換一個季節享受
也會給自己換上一個心靜的靈魂

迷人•品味
縱貫阿爾卑斯山

歷史古鎮，美景美食的
德奧之旅 TRAVEL WITH  EETS



OUR SERVICE

旅行 可以很精彩的地方
在於行程可以擁抱很大的夢想

舒適。是讓身體在移動的過程放鬆
貼心。是便利再升等的尊榮感
彈性。是個人化活動的必要選擇

驚喜。是感官超現實的味蕾體驗

深度觀光
安排彈性時間
探索知名景點

購買當地紀念小物

專車搭配飛機航班
讓您免於舟車勞頓
王牌司機和導遊帶您
深入體驗當地生活

享用鄉村風味料理
探尋阿爾卑斯秘境
感受人與自然的

和諧共處

彈性 貼心 驚喜

獨一無二
區域性定點設計行程

讓您舒適遊覽阿爾卑斯秘境
及山區知名小鎮風光

ENJOY 
YOUR
TRAVEL



心馳神往• 阿尔卑斯秘境

多洛米蒂Dolomite

鷹巢Eagle‘s Nest 

國王湖Königssee

三指山 Tre Cime di Lavaredo

美輪美奐的山谷，雄偉奇特的尖錐直衝雲
霄，3000米以上的山峰在這裡比比皆是。
這片群峰聚集的絕美阿爾卑斯山區正是眾
多徒步愛好者和冒險家所喜愛的天堂—多
洛米蒂

鷹巢是希特勒位於Kehlstein山頂峰的別
墅。標高1834公尺，可一覽山下美麗的風
景。一側是貝希特斯加登到薩爾斯堡間的
田園山谷景色，另一側是國王湖。綿延不
絕的山勢和璀璨的綠寶石湖泊讓人不禁沈
醉其中。

「人間仙境、天上人間」用這樣的詞來讚
美國王湖都不夠，來到國王湖才知道原來
世上還有如此的絕世美景。乘坐遊船緩緩
的在湖面上行進。行至山谷之間，船夫吹
向喇叭，美妙的喇叭迴聲如同天使在歌唱
般迴盪在山谷之中。
 

三指峰Tre Cime，也翻譯為拉瓦萊多三峰
山。它是多洛米蒂最廣為人知也是最具挑
戰的山峰。億萬年的海陸更替時光割裂，
鑄就眼前獨特的白雲石山地貌。



談起葡萄酒，人們總會聯想到法國。殊不
知，歐洲內陸小國奧地利因其獨特的地理
位置，盛產著上好的葡萄酒。在奧地利南
部酒鄉施蒂莉亞有著一條超過60年歷史
的葡萄酒之路，從Leutschach到Ehrenha-
sen，高高低低的山丘上佈滿一排排綠色的
葡萄藤，得天獨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讓這
裡的葡萄酒清爽而芳香。此次行程中，我
們將安排您巡訪Ratsch an der Weinstraße
和Sulztal an der weinstraße兩段葡萄酒之
路並入住當地酒莊酒店。

绿綠色心臟•施蒂利亞

葡萄酒鄉—南施蒂莉亞葡萄酒之路 世界第一條世遺鐵路—賽莫林鐵路
全世界最早的高山鐵路，也是入選世界文
化遺產的第一條鐵路，塞莫林鐵路是奧地
利人的驕傲。塞默林鐵路全線橋樑隧道使
用石塊磚瓦材料，16座石拱橋優雅壯觀， 
使鐵路工程與阿爾卑斯山的自然景色渾然
一體，猶如一幅美麗的油畫。



因斯布魯克•阿爾卑斯之心

因斯特布魯克

北方公園纜車站

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

被高聳的雪山環繞，茵河穿城而過，老城
佈滿五顏六色的房子，這是阿爾卑斯的
心臟—因斯特布魯克。這裡是滑雪運動的
發源地，距今超過兩千年歷史，曾數度承
辦奧林匹克冬季奧運會，擁有超過2200公
里的雪道，為奧地利獲得雪上項目的金牌
超過40枚。

北方公園纜車站出自世界上首位拿到普
里茲克建築獎的著名女建築師Hadid之
手。乘坐纜車到達山頂，可一覽阿爾卑
斯眾山和因斯特布魯克老城。並且可
以看到由Zaha Hadid設計的另一
件作品Bergisel跳高滑雪場，整體
設計如行雲流水，別具一格，是
世界體育城因斯特布魯克的標緻。

奧地利的百年企業施華洛世奇以其獨特的
水晶製造和切割技藝引領世界。在1995
年施華洛世奇公司百年華誕之際， 由多
媒體藝術家安德烈·海勒André Heller主
持設計下，夢幻般的施華洛世奇水晶世界
建成，並成為全世界最大著名的水晶博物
館。施華洛世奇全球最大的水晶旗艦店也
位於此。



壁畫小鎮—上拉瑪高
上拉瑪高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的每一棟
建築都是精心設計的，體現了濃重的巴伐
利亞風格。陽台、窗台、外窗、大門等都
精雕細琢。這裡的木雕製品遠近聞名，村
里有四分之一的人從事木雕製作。而五彩
繽紛的濕筆劃則是讓房子增色不少。

十年一次—受難劇演出

自我挑战—Hignlight179

自1634年起，上拉瑪高居民編排耶穌受難
劇The Passion Play至今，作為感謝上帝對
當年瘟疫倖存者的承諾。該村內2000多名
居民擔任劇中演員，通過精彩的戲劇表演
來詮釋耶穌生命的最後五天。這一演出形
式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從1680年起，
受難劇演出每十年舉行一次。而此次行程
正值受難劇演出期，我們將有幸感受到眾
多信徒紛至沓來看戲劇演出的盛況。

作為世界上最長的人行吊索橋之
一，Highlight 179位於奧地利與德國邊
境，它將艾倫貝格城堡和克勞迪婭城堡連
接起來。自建成之日起，就到到大眾的歡
迎。

我們的工作人員有特別到訪過這座人行吊
索橋。漫步在406米的鋼鎖橋上，山谷在
腳下，城堡在前方，有種被大自然所擁抱
的感覺。



LET‘S START YOUR JOURNEY!
開始您的旅程！

縱貫艾爾卑斯山

德奧尊荣之旅
—歐洲台商會會後遊—



May 4th （德國）
法蘭克福Frankfurt—雷根
斯堡Regensburg—貝希特斯
加登Berchtesgaden

May 4th （德國）
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
den—上阿瑪高Oberam-
mergau—加爾米施Garmisch

早餐後驅車前往雷根斯堡。雷根斯堡是
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自石器時代起
便有人居住。這裡的老城是德國最大的
一座中世紀古城，擁有阿爾卑斯山以北
最多的義大利式家族塔樓和石橋，因而
被戲作義大利最北部的城市。

午餐後我們將來到德國最秀麗的風景區
之一—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這裡的
國王湖座落在阿爾卑斯山區的瓦茨曼
山，石海和哈根山之間，宛如一個峽
灣，湖水呈現翡翠綠色，清澈見底，被
認為是德國最乾淨美麗的湖泊。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酒店精緻晚餐
住宿：Hotel Alpina Ros Demming

早餐後我們將乘車來到希特勒五十歲生
日的壽禮別墅—鷹巢。鷹巢於1938年建
成，標高1834尺，擁有絕佳視野，可一
覽德國和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地無疑。

午餐將享用鱸魚餐，這裡的鱸魚生活在
純淨的水質中，肉質鮮美多汁，實為人
間美味。午餐後將前往壁畫村上阿瑪高
參觀，這裡以每十年一次的大型耶穌受
難劇而聞名。傍晚將前往加爾米施吃晚
餐，並在此住宿。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鱸魚風味餐
晚餐：德式風味餐
住宿：Hotel Koenigshof 4* D1

D2



May 6th （德國—奧地利）
加爾米施Garmisch—新天鵝堡Neuschwanstein—天空步道High-
light179—因斯布魯克Innsbruck

早餐後將前往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
世建造的夢幻城堡—新天鵝堡。這裡是
作曲家瓦格納作品中幻想的日耳曼傳說
世界。城堡內裝飾極其奢華，從天花
板、燈飾、牆壁到日常用具，無一不是
工匠精雕細琢之作。

午餐後將前往奧地利境內的天空步道 
Highlight 179, 這是世界最長的高空吊橋
之一。在雲端步行穿過長406米吊橋，
俯覽阿爾卑斯眾山的美景。之後將前往
在冬季奧林匹克之都，奧地利著名的滑
雪聖地—因斯布魯克進行城市遊覽，並
在此住宿。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鱒魚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Hotel dasMEI 4*

May 7th （奧地利） 
因斯布魯克Innsbruck—Nordkette Cable Car—奧地利阿爾卑斯秘境小鎮

早餐後將前往位於瓦藤斯的施華洛世奇
水晶世界。巡訪由多媒體藝術家安德
烈·海勒（André Heller）主持設計的奇
幻之地。 之後返回因斯特布魯克乘坐三
段式纜車到山頂享用鄉村脆皮烤肉餐。

午餐后在北山公園觀景平台，欣賞中部
茵河山谷和因斯特布魯克的老城的全景
風光。之後將驅車前往奧意邊境的阿爾
卑斯秘境小鎮，並在此住宿。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奧地利脆皮烤肉餐
晚餐：酒店精緻晚餐      
住宿：Hotel Lodenwirt 4*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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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8th（奧地利—義
大利）
秘境小鎮—科提娜Corti-
na–德洛米提三尖峰The 
Dolomites–阿爾卑斯山秘境

May 9th （奧地利）
阿爾卑斯山秘境—賀荷斯塔
威茲堡Burg Hochosterwitz—
埃倫豪森Ehrenhausen

D5 D6

早餐後前往義大利高級度假山城柯提
娜, 這裡是冬季奧林匹克奧運會的舉辦
地。2026年的冬季奧林匹克奧運會將再
次在此舉行。

午餐後將前往德洛米提三尖峰及漫步山
中藍湖。拉瓦雷多三尖峰是多洛米特是
最美麗、著名的山峰，陡峭的直壁在平
緩的草坡上拔地而起約500公尺，直衝雲
霄，外形猶如一隻手掌，被當地人稱之
為「上帝之手」又或是「上帝遺留在阿
爾卑斯山的後花園」，成為多洛米提山
脈18個山峰中最熱門的朝聖點。（請攜
帶舒適合腳的鞋子）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意式餐
晚餐：酒店精緻晚餐     
住宿：Ferienhotel Moarhof 4*

這一天我們將驅車前往在160公尺高的
巨型岩石上建造的城堡—賀荷斯塔威茲
堡。 這座城堡被視為奧地利象徵性建築
之一。是15世紀為抵禦土耳其軍隊來襲
所建， 在繞行岩山斜坡通往城樓的坡道
途中，共築有造型各異的14道城門，每
一道都有它的來歷。這座城堡至今仍有
人居住。

午餐後我們將前往奧地利南部施蒂里亞
著名的葡萄酒之路，進行葡萄酒文化巡
禮。傍晚將前往奧地利知名的葡萄酒莊
酒店，酒店座落在葡萄園間，可在此品
酒。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世紀城堡餐
晚餐：酒莊精緻晚餐      
住宿：Loisium Wine and Spa Resort 
Südsteiermark 4* 



May 10th （奧地利） 
埃倫豪森Ehrenhausen—米爾茨楚施拉格Mürzzuschlag—塞莫林鐵路
Semmering Railway—維也納Vienna

早餐後前往評選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世界最老鐵路之一—塞莫林鐵路的站點：米爾茨
楚施拉格。 賽莫林鐵路建於1848年到1854年，穿行於奧地利崇山峻嶺中，全長41
公里。堅固的隧道、穩固的拱型高架橋，被認為是鐵路建築史上的里程碑。我們將
乘坐火車來到奧地利布爾根蘭州的首府艾森斯塔特享用午餐。午餐後將來到維也納
進行城市觀光，進行環城大道建築巡禮，體驗維也納咖啡文化，感受中東歐最大黃
金商業購物區的氛圍。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維也納勒排餐      
住宿：Radisson Blu Park Royal Palace 
Hotel, Vienna 4*

May 11th （奧地利） 
維也納Vienna—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維也納炸豬排餐
晚餐：紅頂商人晚餐     
住宿：Hotel Schloss Weikersdorf Residenz 
& Spa  4*

今天上午我們將安排您到訪維也納音樂
之屋，感受來自音樂之都的獨特魅力。
這座融合了古典和現代元素的互動式聲
音博物館，自開業以來吸引來自世界各
地的遊客到訪。

午餐後將安排您前往1707年創建的Doro-
theum拍賣行，它是中歐和德語區最大的
拍賣中心，也是世紀拍賣行業的領航者
之一，來此您可以看到歐洲幾百年生活
中真正的精緻的家庭用品或家具，了解
歐洲文化傳承下來的古董油劃，擺飾，
和珠寶手飾等。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但內心
深處卻已留下永恆的記憶。將美好的旅
行成為人生前行的新動力。

Auf Wiedersehen 再見！

D9

D7

May 11th （奧地利） 
維也納ViennaD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