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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有這麼一條由許多旅遊景點城市組成的

古老的觀光大道，叫做羅曼蒂克大道。一望無際

的翠綠草原、一個個迷人的小鎮、城堡、教堂...

羅曼蒂克大道充滿了德國濃厚的地方風味和旅遊

美景，讓人心生嚮往。在德國，還有一個被稱黑

森林的寧靜優美的森林山脈，位於歐洲的腹地。

這裡的風景或休閒、或自然、或享受、或人文，

同樣也是值得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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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行程：

 ★ UNESCO世界遺產

▲y 威斯教堂The Pilgrimage Church of Wies: 有『牧場奇

蹟』美譽，1983年被錄入UNESCO世界文化遺產。

▲y 維爾茨堡行宮Residenz Palace: 歐洲最堂皇富麗的宮

廷建築，歐洲封建王權的登峰造極之作。1981年被

UNESCO錄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y 班貝格舊城區Bamberg Old Town:“ 弗蘭肯小羅馬”的美

譽。1993年入選UNESCO世界遺產名錄。

▲★ 德國城市天空中閃耀的明星

▲y 紐倫堡Nuremberg: 一座鮮活德國歷史博物館。

▲y 德累斯頓Dresden: 洋溢著堂皇富麗的巴洛克氣息的美

麗城市。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當地最優質的旅館，保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
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嘗其餐飲文化。

▲y 德國香腸餐

▲y 德國豬腳餐

▲y 黑森林蛋糕

▲y 米其林餐廳團

特優待遇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法蘭克福Frankfurt，德國Germany
今日搭機飛往德國法蘭克福，夜宿飛機上。

第2天 法蘭克福Frankfurt
今日班機抵達法蘭克福，轉往飯店休息以消除長途飛行之勞頓。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Wyndham Grand Hotel Frankfurt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法蘭克福Frankfurt  聖戈阿爾St. Goar  

博帕德Boppard  呂德斯海姆Rudesheim   
法蘭克福Frankfurt

▲✭ 德意志角Deutsche Eck: 摩澤爾河與萊茵河交匯處的陸地，

建有德意志帝國首任皇帝的銅製騎馬雕像。

▲✭ 搭乘萊茵河纜車cable car登上埃倫布賴特施泰因城堡

Festung Ehrenbreitstein:聳立在萊茵河之上，這座要塞是

1815年以後歐洲興建的堡壘當中最強大的之一，至今仍然

保存完好。

▲▲ 從聖戈阿爾St. Goar搭乘萊茵河郵輪Rhine River Cruise來到

博帕德Boppard後轉往呂德斯海姆Rudesheim Am Rhein，一

個享有萊茵河上的珍珠美譽的小巧城鎮，這裡有許多特色

小巷，其中最著名的是斑鳩小巷Drosselgasse。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Wyndham Grand Hotel Frankfurt或同等級酒店

Frankfurt – (92km) – St. Goar – (cruise) – Boppard – (45km) – Rudesheim – (86km) – Frankfurt

第4天 法蘭克福Frankfurt  海德堡Heidelberg   
佛萊堡Freiburg   

▲✭ 海德堡城堡Heidelberg Castle:海德堡的標誌，位於青色

的王座山Konigstuhl，雖已殘毀卻仍不失王者風範。城堡

內名勝古蹟非常多，如：霍圖斯•帕拉提烏斯花園，著名

的大酒桶The Great Barrel，藥房博物館German Pharmacy▲
Museum等。我們將搭乘索道纜車登上城堡，一覽這個美

麗的城市。

▲▲ 海德堡舊城區Old Town: 擁有眾多具有浪漫氣息的小巷和

大量城市古跡。這裡還有著名的穀物廣場Kornmarkt—古

時糧食交易的場所，及聖靈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pirit—
是城內最大、最重要的教堂。隨後，特別安排品嚐當地

紅酒。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Stadt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Frankfurt – (95km) – Heidelberg –  (188km) – Freiburg

第5天 佛萊堡Freiburg  蒂蒂湖新城Titisee Neustadt  
 沙夫豪森Schaffhausen  康士坦茲Konstanz

佛萊堡Freiburg: 德國最古老也是最具旅遊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是德國著名的“ 天然氧吧”黑森林。

▲✭ 參觀世界上最大的咕咕鐘Cuckoo Clock:一座鐘房子。

▲✭ 蒂蒂湖Lake Titisee: 蒂蒂湖據說得名於羅馬皇帝提斯圖，

由Feldberg冰川形成，在更新世，冰礦物挖掘形成了今天

的湖岸。

▲✭ 萊茵瀑布Rhine Falls:大約在1萬4千年前到1萬7千年形成，是

目前歐洲流量最大的瀑布。★搭乘萊茵瀑布快艇遊，近距離

接觸萊茵瀑布。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Hotel Halm Konstanz或同等級酒店

Freiburg – (30km) – Titisee Neustadt – (66km) – Schaffhausen – (67km) – Konstanz

第6天 康士坦茲Konstanz  上阿瑪高Oberammergau 
 菲森Fussen

上阿瑪高Oberammergau: 以精美的木雕、和豐富的彩繪小屋

聞名世界的小鎮。

▲✭ 林德霍夫宮Linderhof Palace: 被譽為“ 童話國王”之一的林

德霍夫宮坐落在僻靜的格拉斯山谷中。強烈追求怪誕繁複

的洛可可風格混合著東方色彩，這是唯一一棟國王在世時

完工的宮殿建築。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Hotel Sonne或同等級酒店

Konstanz – (140km) – Oberammergau – (48km) – Fussen



▲✭ 班貝格主教座堂Bamberg Cathedral:由亨利二世皇帝創建

於1004年，曾兩次燒毀，現在的羅曼式建築教堂完成於13
世紀。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NH Collection Nuremberg City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Wurzburg – (96km) – Bamberg – (63km) – Nuremberg

第11天 紐倫堡Nuremberg  德累斯頓Dresden  
紐倫堡Nuremberg: 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曾經是神聖羅馬

帝國的自由城邦，也▲是非正式的都城，深受德國皇帝的喜

愛，在這裡留下了許多歷史建▲築和藝術遺產。在納粹統治

時期，這裡同樣是政治中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 紐倫堡法

條”，並導致紐倫堡老城的大部分在聯軍轟炸中被毀。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Maritim Hotel Dresden或同等級酒店

Nuremberg – (326km) – Dresden

第12天 德累斯頓Dresden  巴斯泰Bastei  德累斯頓
Dresden  

巴斯泰Bastei: 有“ 德國的張家界”之稱，奇岩怪石遠眺大地，

也是德國人的後花園。

▲✭ 巴斯泰橋Basteibrueke:早在中世紀就有這座橋的存在，它

連接一座碉堡與岩山，當做通道來使用，只是當時是木造

的，之後在1826年又重建了一次，並在1850年至1851年改

建成今天見到的石橋。

▲✭ 德累斯頓王宮Dresden Castle:德國最為恢弘、重要的宮殿

建築之一，1485年起便是歷代薩克森王國統治家族的居住

地，也是當時該地區的政治權利中心。其在二戰中曾毀於

戰火，之後按照原貌復原重建。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Maritim Hotel Dresden或同等級酒店

Dresden – (42km) – Bastei – (42km) – Dresden

第13天 德累斯頓Dresden  柏林Berlin  波茨坦 
Potsdam  柏林Berlin   

▲✭ 國會大廈Parliament building: 建於19世紀的建築，是古典

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和巴羅克式多種建築風格的建

築。從初建開始就一直。倍受爭議。在二次世界大戰中，

國會大廈被毀，之後的改造和擴建，參照了之前的模樣，

又加入了現代化的玻璃圓頂，使國會大廈成為了柏林新的

城市地標。

▲✭ 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 Charlie: 冷戰的見證和象徵。

▲▲ 柏林牆Berlin Wall: 建於1961年，德國分裂和冷戰的重要建

築，也成了分割東西歐鐵幕的一個象徵。

第7天 菲森Fussen  新天鵝湖Schloss Neus-
chwanstein  威斯Wies  慕尼黑Munich

▲✭ 新天鵝堡Schloss Neuschwanstein: 夢幻騎士的城堡，浮現

於深山叢林，若隱若現的優雅身姿令人驚艷。它是德國境

內受拍照最多的建築物，也是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

▲✭ 威斯教堂The Pilgrimage Church of Wies:▲有『牧場奇蹟』

美譽，UNESCO世界文化遺產的哥德式教堂。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Eurostars Book Hotel Munich或同等級酒店

Fussen – (5km) – Neuschwanstein – (26km) – Wies Church – (132km) – Munich

第8天 慕尼黑Munich  海倫基姆湖宮Herrenchiem-
see Castle  慕尼黑Munich 

▲✭ 海倫基姆湖宮Herrenchiemsee Castle:建造于1878年至

1886年，是路德維希二世最大的宮殿。

▲✭ 紐芬堡宮Nymphenburg Palace:一座建於1675年的巴洛克

式宮殿，巴戈利亞統治者的夏宮。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Eurostars Book Hotel Munich或同等級酒店

Munich – (98km) – Herrenchiemsee Castle – (98km) – Munich

第9天 慕尼黑Munich  羅滕堡Rothenburg   
維爾茨堡Wurzburg  

羅滕堡Rothenburg: 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西北部弗蘭肯地區的

高原上，俯瞰陶伯河，是德國巴伐利亞最出名的小鎮，有“ 中▲

世紀明珠”的美稱。羅滕堡是一座歷史悠久的貿易古城，現在

仍完整保留昔日的城牆，被城牆包圍的街道也保存良好原貌，

是德國所有城市中保存中古世紀古城風貌最完整的地區▲，也

是最富有浪漫情調的城市。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Maritim Hotel Wurzburg或同等級酒店

Munich – (244km) – Rothenburg – (73km) –Wurzburg

第10天 維爾茨堡Wurzburg  班貝格Bamberg   
紐倫堡Nuremberg 

▲✭ 維爾茨堡行宮Residenz Palace:▲於1720年至1744年建成，

這座巴洛克式宮殿是德國最大和最漂亮的宮殿之一。它形

象地反映出當時那個光彩奪目的時代，堪稱歐洲最堂皇富

麗的宮廷建築，歐洲封建王權的登峰造極之作。1981年被

UNESCO錄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代理旅行社:代理旅行社: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6/02/2018
$4,200 $800

10/20/2018

▲▲ 塞琪琳霍夫宮Cecilienhof Palace: 1945年7月26日，由美國

總統杜魯門和英國首相邱吉爾於此處共同發布波茨坦宣言

以決定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相關條款。

▲▲ 新宮Neues Palais: 始建於七年戰爭結束之後的1763年，位

於德國波茨坦無憂宮公園的一座宮殿建築。新宮是普魯士

規模最大的巴洛克式宮殿。新宮在二戰期間躲過了轟炸，

是普魯士宮殿建築中保存狀況較為良好的一座。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NH Collection Berlin Mitte am Checkpoint Charlie 
                 或同等級酒店

Dresden – (200km) – Berlin – (35km) – Potsdam – (35km) – Berlin

第14天 柏林Berlin  
▲✭ 博物館島Museum Island: 德國世界遺產，世界上獨一無二

的建築群。五座廟宇類建築呈現出6,000年人類歷史的珍

貴寶物。在這里，古代埃及文明到古代東方文明只有幾步

之遙。這些博物館如同一部時空機器，帶領參觀者經歷一

場惊心動魄的文化歷史之旅，從舊石器時代一直走到19世
紀。博物館島上5座建築分別是：老博物館、老國家藝術

畫廊、博德博物館、新博物館和佩加蒙博物館。自1999年
起被列入UNESCO名錄。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NH Collection Berlin Mitte am Checkpoint Charlie 
                 或同等級酒店

第15天 柏林Berlin 美國USA
今日結束愉快旅程。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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