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ly the most exclusive selection
只給你最與眾不同的選擇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會後遊

F團-瑞士深度火車尊榮九日之旅

⾏程價格
每⼈2950歐元2⼈⼀間雙⼈房

單⼈房加價650歐元



迷⼈•品味
瑞⼠三⼤名峰•三⼤景觀
阿爾卑斯⼭間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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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 WITH  EETS



LET’S START YOUR JPURNEY!
開始您的旅程！



本行程精心規劃以火車來做為瑞士境內的主要交通工具，提供另一種全

新的旅遊感受，帶您從瑞士人的角度看瑞士玩瑞士，並體會「豪華火車」的

樂趣。火車平穩的行駛，讓您可以不受限制輕鬆的自由走動、感覺舒適，當

火車穿越小鎮，還有機會一覽居民的生活，有時還會有人向您揮手互相輝 映

！亦可以與團友聊天，亦可靜靜的聽音樂、看書，也可與外國人交談或到 豪

華的餐車享受浪漫的下午茶，同

時欣賞絕美的山川美景。

v 聰明人坐火車 ── 瑞士國鐵局
試想在一天之內，瑞士的火車帶著各位貴賓發掘這國家風景的多樣性。
從白雪皚皚的山峰和冰川，到棕櫚成蔭的湖泊和地中海風情。沿途還可
以享受新鮮美味的午餐。瑞士的全景列車是真正的超級明星，你只需登
上列車，就能輕鬆體驗高科技和純淨自然之間的完美和諧。

v 感受阿爾卑斯山間極致山水
這條線路在設計時， 既融入「勝 地」
，也注重發掘「絕景」。整個阿爾 卑
斯山區山巒疊翠， 山的稜線千變萬 化
，在微冷的山中有溫暖陽光照耀和藍
天白雲相伴，再點綴上周圍帶有點點
白 雪的群山，運氣好還有機會看到瑞
士特 有的土撥鼠及超可愛的黑白羊！

v 嚴選 3+2 段「瑞士鐵道」精華路線

瑞士政府為水土保持，所以堅持鐵路的運輸而不建設高速公路，所以火 車
行進的路線有很多都是遊覽車到不了也看不了的景觀。在此我們嚴選了以
下四段讓你從火車上一窺瑞士的美好景色。

🏱 伯尼納景觀路線 Bernina Express
伯尼納景觀列車橫跨義大利與瑞士兩個國度，全程156 公里中穿越了阿爾
卑斯山脈群，路途海拔高低落差達 1800 米，在不使用齒軌情況下克服高
達千 分之七十的坡度障礙，成為世界最陡的無齒軌火車。值得一提的是，
這是鐵道局景觀路線中唯一的巴士路線



🏱 伯尼納支線 • 郵政巴士 Bernina Express Bus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鐵道局景觀路線中唯一的巴士路線

🏱冰河特快⾞路線 Glacier Express

冰河特快⾞為世界最慢的特快⾞，於 1930 年開通，跨越 291 

座橋樑，穿越 91 個隧道，翻越海拔 2033 ⽶的阿爾卑斯⼭⼝，
沿途⼭⾕、橋樑、隧道、阿爾卑斯群峰優美⾵景不斷，其中
阿爾布拉段鐵道更被列⼊世界⽂化遺產。

🏱葛内拉特登⼭⽕⾞ Gornergrat
於策⾺特搭乘葛内拉特登⼭⽕⾞是聞名全球，也是歐洲最
早電氣化的登⼭⽕⾞（Rack Railway）前往葛拉特觀景台，
眺望⾺特洪峰的雄姿。

🏱⿈⾦特快⾞路線 Goldenpass Express

⿈⾦列⾞美景宛若⿈⾦般珍貴，沿途放眼望去都是寬闊⼀望
無際的綠⾊丘陵及美不勝收的湖景，坐在擁有四⽚玻璃的全
景觀⾞廂中，飽覽瑞⼠的湖光⼭⾊，就像在 IMAX 電影的巨
幕上欣賞這美景



🏱⾺特洪峰Matterhorn
⾺特洪峰外形奇偉有如⾦字塔，被稱為「⼭中之王」，其尖峰⾼欲破天，是策 ⾺特的地標。特殊的三⾓錐
造型，猶如矗⽴在阿爾卑斯⼭脈的⾦字塔，是瑞⼠引以為傲的象徵，受歡迎的程度，連迪⼠尼樂園都有以⾺
特洪峰為名的遊戲設施，也是著名的瑞⼠三⾓巧克⼒商標及外型設計靈感來源。

🏱少⼥峰 Jungfraujoch
少⼥峰被認為瑞⼠最著名的⼭峰，和⾺特洪峰各領⾵騷。⿒軌登⼭⽕⾞沿著險峻的路線駛往少⼥峰從窗戶可
欣賞壯麗的冰川世界及冰雪和岩⽯組成的⾼⼭壯景。

🏱特別報導:2020年12⽉5⽇啟⽤的艾格快線纜⾞總⻑度6448公尺，⼤幅縮短交通時間，單程可節省47分鐘，
⼈性化的設計、加熱不起霧的玻璃適合拍照跟賞景。節能有太陽板和類似油電⾞的發動系統，載運量⼤共有
44部纜⾞廂，每部可搭載26位客⼈還有VIP⾼級纜⾞設計出為最新現代⼯程的三⾓纜⾞。

🏱瑞吉峰 Rigi
擁有150年歴史的旅遊勝地的瑞吉峰還被稱為⼭中皇後「 The Queen of the Mountain 」 ，從瑞吉峰的最⾼點
可以俯瞰整個阿爾卑斯⼭脈，13個湖泊和整個瑞⼠中部令⼈嘆為觀⽌的美景。瑞吉峰還擁有最早的歐洲⿒輪
⽕⾞。在此⼀年四季景⾊變化鮮明，還有機會欣賞到壯麗的⽇出景⾊。

經典瑞⼠三⼤名峰收藏



🏱剛德⾥亞Gandria:
剛德⾥亞⼩鎮週圍的環境很特別，它靠近遠⾜⼭嶺布雷⼭的陡坡，毗鄰盧加諾湖，週圍⻑滿了栗⼦林。鎮上
的⼩路坡度⼤，台階陡峭，⾼牆括成的庭院，及南歐⾵格⾵格的拱形廊。由於剛德⾥亞禁⽌汽⾞通⾏，因此
這裡有⼀份懷舊的氣息，⼀切都與⼀百年前⼀樣，如:始建於 1645 年的聖洛可可教堂，⾄今仍保存完好。

🏱⽠爾達Guarda:
這個美麗村莊聞名於世，也是瑞⼠重點⾃然⾵景區。此村莊座落於朝南向陽坡地不論夏天冬天沿著精⼼整修
好的徒步⼩徑都可看到⾵景秀麗的遠郊。房屋皆保留著17世紀早期流傳下來精緻繪裝的外牆，在這裡⼈們有
繫在⽜⾝上的鈴鐺發出響亮叮噹聲來趕⾛冬天迎接春天的傳統⾵俗。

私房景點



4/17 第一天

巴黎 Paris – 541KM – 日内瓦 Geneva – 96KM – 蒙投 Montreux

踏著輕快的腳步，奔向世外桃源的國度瑞士

从巴黎搭乘TGV到达日内瓦 （8:18-11:29）

抵達日内瓦後搭火車到市區區参觀。萬國宮(聯合國專屬辦事處) ；英國花園；
大噴泉；迷人的日內瓦湖，時尚繁榮的現代國際城市。接著我們前往美麗的雷
蒙湖，另一景點也是柴可夫斯基最愛的度假勝地——蒙投

🏡住宿：Eden Palace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餐點

4/18 第二天

蒙投 Montreux – 91KM – 伯恩 Bern – 85KM – 琉森 Luzern

早上 搭車前往伯恩前往市區觀光。伯恩的城市象征⎡熊⎦, 源於建城者第一個捕獲到的動物
，至今熊已經成為最受市民喜愛的吉祥物。參觀被登記為世界遺產總長約六公里的舊城
區購物拱廊。

中午 於伯恩享用午餐。午餐後坐火車前往琉森，參觀卡貝爾橋，市鎮精神象徵的獅子紀
念碑 ，老城廣埸

晚間 享用晚餐

🏡住宿：Seehotel Kastanienbaum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中式餐點 🍴晚餐：酒店料理



4/19 第三天
琉森 Luzern – 23KM – 瑞吉峰 Rigi – 黃金列車 Golden Pass Express - 茵

特拉肯 Interlaken – 格林德瓦 Grindelwald

早上 琉森是不能錯過的景點。通過不同的交通工具，先搭乘船後再搭乘磁軌列車

，沿着山坡慢行女王峰，在充滿幸福的氣味中拍照到無法自拔。特別安排在

山頂餐廳享用心曠神怡的咖啡時間，下山搭乘纜車到維吉施Wiggis再轉搭船

回到琉森。

下午 直接搭黃金號列車，在大透明的玻璃景觀車廂內包攬湖光山色及 在Brünig
山口的壯觀景色，繼續往通往少女峰門戶的知名小鎮茵特拉肯。抵達後漫步一段
最美麗的空中此起彼落的飛行傘綠地廣場

晚餐後 搭火車前往格林德瓦，夜宿山谷山城

🏡住宿：Eiger Hotel Grindelwald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餐點

4/20 第四天

格林德瓦 Grindelwald – 少女峰 (艾格快線纜車) Jungfraujoch Eiger

Express – Grindelwald – 36KM – 施皮茨 Spiez – 95KM – 策馬特

Zermatt
早上 搭乘最新現代工程的艾格快線纜車Eiger Express，接着转搭專屬的磁軌火
車前往歐洲最高火車站，走出火車車隧道即可瞭望阿雷奇冰河 ，於峯頂欣賞冰
宮之冰雕，再搭乘瑞士最高速的電梯，上史芬克斯景觀台，令人驚讚絕佳景緻

下午 下午回到山谷小鎮格林德瓦享盡阿爾卑斯山高峰冰雪懸崖奇景。接著前往施

皮茨接著轉搭30分鐘快速山洞火車前往另一個知名勝地策馬特

** Fondue 最早起源法語區，意為「融化」。據說，由於瑞士盛產起司，山 區節
儉的農民利用將切剩的起司與碎麵包收集起來，一起放入鍋中煮融化再 加入白酒，
沾著麵包吃，就慢慢形成這道著名的「瑞士國菜」

🏡住宿： Ambassador Zermatt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景觀餐廳 🍴晚餐：瑞士火鍋



4/21 第五天

策馬特 Zermatt – 6KM – 高纳葛拉特 Gornergrat – 6KM – 策馬特
Zermatt

早上 搭乘登上齒軌列車前往海邊高達3089英尺的Gornergrat高納葛拉特觀賞馬特洪
峰。

下午 漫步於優美詳靜的無車空靜的小鎮策馬特，在此你會享受到處彌漫的是阿爾卑
斯風情，空氣清新，自然淳樸。

🏡住宿： Ambassador Zermatt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山頂景觀餐廳 🍴晚餐：中式餐點

4/22 第六天

策馬特 Zermatt – 冰河列車 – 安德瑪特 Andermatt –113KM – 盧加諾
Lugano – 6KM – 岡德里亞 Gandria – 6KM – 盧加諾 Lugano

早上 搭乘瑞士最有名的冰河列車前往安德瑪特。
三大有名的景觀列車之一的冰河列車，沿途冰川，山谷地形，而它就是大家知
曉開得最慢的列車

下午 前往盧加諾进行市區參觀。這兒別墅與教堂建築林立，伴著濃郁很公園化的
特色城市。走在浪漫斜坡，特有味道的人行徒步區又是另一種體驗。接著直接前
往坐落在布雷山腳下的浪漫小漁村岡德里亞，自古小村以走私为生。我们将在此
享用晚餐

🏡住宿：Hotel De La Paix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湖邊鮮魚餐



4/23 第七天

盧加諾 Lugano – 122KM – 提拉娜 Tirano – 伯連納景觀路線 Bernina 
Express – 聖莫里茨 St. Moritz

上午 搭乘現代化的郵政巴士前往提拉諾，沿途將穿過風景如畫的科莫湖

下午 搭乘伯連納景觀路線 Bernina Express 最精彩的一段穿越諸多山脈群，是

世界上最陡峭的無齒輪火車。前往世界名人最愛度假大都會聖莫里茨 。

傍晚散步於充滿濃厚貴族氛圍的山城街道，繽紛多彩的名牌櫥窗，會是

您注目的愉快景點。

🏡住宿：Schweizerhof St. Moritz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義式當地料理 🍴晚餐：酒店料理

晚間 享用晚餐

4/24 第八天
聖莫里茨 St.Moritz – 49KM –瓜爾達 Guarda – 166KM –蘇黎世
Zurich

早上 前往特別安排山城小巴士前往瑞士排名優美小村莊瓜爾達，近距離
接觸最堅毅，淳樸的瑞士村民。享用當地居民為我們準備的特別午餐

下午 遊覽完回到蘇黎世，進行市區參觀， 體驗
瑞士金融城市的風采及繁榮精彩的另一經典城
市。

晚間 在蘇黎世享用晚餐

🏡住宿：Hilton Zürich Airport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酒店晚餐

4/25 第九天

蘇黎世 Zurich – APT

搭機返回原居地。帶著您的滿滿回憶，旅程將在這裏暫時畫下休止符，期待下一
次與您的相遇！

建議前往蘇黎世搭乘飛機返回原住地

⾏程價格
每⼈2950歐元2⼈⼀間雙⼈房

單⼈房加價650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