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瑞士】年度企劃 超值樂遊10天
 團號：WS10CA90903A



保證出發

 出發日期：

2019/09/03

 旅遊天數：

10天7夜

 報名截止：

2019/08/20

促銷

滿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NT$84,900

NT$83,900

 每人訂金：

NT$25,000

 包含項目：
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不含領隊導遊司機服務小費,行李服務小費,台胞費用。溫馨提醒：如單人貴賓報名，需加購單房(單人單床房型)價差$ 25000，以維護個人權益，
或同意旅行社將主動幫您搭配室友於國外旅遊期間無異議。

 行程說明
【盧森】
走訪瑞士中古名城，蜜月之鄉，領略湖光山色之美。
【策馬特】
瑞士最著名的山岳度假勝地，位於馬特洪峰山腳下，是座禁止汽車進入的山城，完整保留小鎮清幽環境。
【日內瓦】
漫步於『安格拉斯花園』，沿街的畫廊及古董店，散發著濃厚的藝術氣息。
【伯恩】
參觀瑞士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萊茵瀑布】
德瑞邊境名聞遐邇的瀑布，感受歐洲最大瀑布的寬闊與氣勢。

 特別安排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CA國航

CA190

桃園國際機場

2019/09/03 18:40

北京機場

2019/09/03 22:05

2

CA國航

CA781

北京機場

2019/09/04 13:30

蘇黎世機場

2019/09/04 18:20

9

CA國航

CA782

蘇黎世機場

2019/09/11 20:00

北京機場

2019/09/12 12:00

10

CA國航

CA189

北京機場

2019/09/12 14:05

桃園國際機場

2019/09/12 17:10

 每日行程

第1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北京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行車經過

今日前往桃園國際機場集合，飛往北京轉機，抵達後前往過境旅館休息。



早餐： -午餐： -晚餐： 機上套餐



過境旅館

第2天

北京／蘇黎世

今日班機飛往瑞士第一大城蘇黎世，稍事休息後，翌日準備展開瑞士10日之旅。



第3天

早餐：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機上套餐



A-Ja Zürich. Das City-Resort.

蘇黎世－英格堡－推薦自費：鐵力士山－盧森

今日帶著放鬆心情的前往英格堡，位於瑞士中部，原文意思為「天使之山」，可以慢慢感受這美麗的小城，接續前往瑞士最
迷人的旅遊區域盧森古城，今晚夜宿於此。。
【英格堡(Engelberg) 】
創立於西元12世紀，傳說中天主教本篤會的修士循著天使的聲音來到這裡才創立這座修道院，也給了這個聚落一個天使之城
（Engelberg）的美麗名字，此後整座城鎮就圍繞著這座修道院發展，一直到 18世紀末之前 Engelberg 都直屬於教會統治。
英格堡無論在冬天或夏季也有精彩活動，都讓遊客得以放鬆。英格堡的村裡，最矚目的景物是雄偉的修道院和學院教堂。
◎英格堡修道院：裡面有瑞士最大的管風琴由8838根管子組成。修道院內的芝士工場，是第一座位於宗教寺院內的芝士工場。
【建議自費】鐵力士山
鐵力士山(搭乘登山纜車)：搭乘登山纜車，末段纜車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旋轉纜車，直抵終點海拔3020公尺的鐵力士山。
(註：如遇鐵力士山因氣候或封山等因素無法參觀，將另行安排前往彼拉特斯山峰或瑞吉峰參觀。)
【盧森】：依山傍水，風光迷人，號稱是瑞士最美麗、最理想的旅遊區域，無論是夏季還是冬季都適合旅遊；城鎮中有以鵝
卵石鋪砌的步行街、獨特的老城建築、中世紀時建造的廣場和人字形的小屋，而城鎮的背景則是參差不氣的山巒所構成的地
平線風景。湖區是個由3個湖泊組成的大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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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帶是瑞
士的發祥地，還流傳著威廉．泰爾的傳說。
◎獅子紀念碑：是瑞士最有名的紀念碑，象徵瑞士軍人的忠誠精神；馬克吐溫曾說它是全世界最悲傷的獅子，紀念十八世紀末
於法國杜勒麗宮犧牲的將士。
◎卡貝爾古橋：歐洲最古老的木橋，橫越波光粼粼的羅伊斯河，貫穿在新舊城區古色古香風華中，吸引遊人無數。
行車距離：蘇黎世—90公里（約1小時15分）英格堡—36公里（約45分）盧森



第4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Hotel Arte Kongresszentrum

盧森－推薦自費：少女峰－特施

今日在盧森享受美麗的早晨。接著將前往少女峰位於瑞士中部的伯恩高地，是阿爾卑斯山脈的主體，這一地區已於2001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這個地方十九世紀以來，就是高級的渡假區。

【建議自費】少女峰+百年登山齒輪列車+斯芬克斯觀景台+冰宮
位於瑞士中部的伯恩高地，是阿爾卑斯山脈的主體，德文原意是「處女」的意思，因為以前住在伯恩高地的居民，經年累月
的長期觀察氣候變化，發現每年最早下雪的地方都是這個山頭，初雪宛如處女般潔淨，因而取名為少女峰。此區已於2001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百年登山齒輪列車】
全長12公里的少女峰鐵道穿越堅硬的花崗岩壁，前往歐洲海拔最高的火車站。
【斯芬克斯觀景台】
海拔3571米高，其中設置瑞士最快速的電梯，身臨其中可360度飽覽阿爾卑斯山山脈中最讓人驚心動魄的全景圖，當您站在
高台上，全長23.6公里的阿雷奇冰河就在腳底下；天氣晴朗的日子，甚至能看到遠在法國境內的雪山及遠在德國境內的黑森
林。
【冰宮】
這座冰宮建立於阿雷奇冰河下方約30公尺，展示以少女峰為主題的冰雕作品，並欣賞令人讚嘆的工程及冰宮美景。
行車距離：盧森—110KM（約2小時20分）特施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阿爾卑斯風味料理

第5天



Hotel Elite Taesch

特施－策馬特－推薦自費：高奈葛拉特－特施

今日前往瑞士最著名的山岳度假勝地策馬特，這是個禁止汽車進入的小鎮，可以漫步在策馬特，享受保存清新的古樸原貌，
盡情享受悠閒時光。 ※若因天候不佳、下雨或積雪，領隊基於安全考量下將調整行程，敬請見諒。
【策馬特】：位於天下名峰馬特洪峰腳下的策馬特，因考慮到環境因素，該地禁止機動車駛入，鎮內的交通由電車和馬車代
步，因此環境幽雅、空氣清新。一年四季都可盡情欣賞雄偉的阿爾卑斯山的美景，乘登山火車或者纜車就可以來到高奈葛拉
特、洛特峰、馬特洪峰冰川天堂等地的眺望台，盡情享受面前雄偉的群山、眺望冰河。冬季這裏吸引了眾多滑雪愛好者，徒
步旅行也相當受歡迎。
【建議自費】歐洲最高的開放式電氣齒輪鐵道高奈葛拉特百年登山齒輪列車(Gornergrat Bahn)
登上號稱瑞士最具代表性的觀景台，以最美角度欣賞馬特洪峰，以及眺望瑞士第一高峰杜富爾峰與阿爾卑斯山脈中第三長的
葛納冰河。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西式風味料理

第6天



Hotel Elite Taesch

特施－霞慕尼－推薦自費：遠眺白朗峰－日內瓦

今日前往位於法國、瑞士、義大利三國的邊境，白朗峰山腳下的度假小鎮霞慕尼，抵達後漫步在白朗峰起點小鎮。隨後前往
聯合國歐洲總部也是紅十字會總會的所在地日內瓦。
【霞慕尼】：最初只不過是一座小村落，隨著登山家征服白朗峰的風潮和第一次冬季奧運會在此舉行，使得此地成為高級山
岳度假勝地。
午後徒步於霞慕尼小鎮中，順著第一位登頂響導雅各•巴爾摩雕像手指的方位，眺望白朗峰。

【建議自費】南針峰觀景台
這段2700公尺高度差的旅程，只需要20分鐘。南針鋒觀景台不僅能夠欣賞西歐屋脊白朗峰巍然屹立的景致，更可以環視法
國、瑞士與義大利連綿不斷、千峰萬仞的山岭風光。
※：如遇纜車整修或因氣候因素不克前往，則調整安排前往同一山區之Brevent或Montenvers觀景列車，敬請諒解。
行車距離：特施—145KM（2小時20分）霞慕尼—85KM（1小時20分）日內瓦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西式風味料理

第7天



NH Geneva Airport

日內瓦－蒙投－伯恩

今日往聯合國歐洲總部也是紅十字會總會的所在地日內瓦，抵達後可於湖濱的安格拉斯花園漫步，以及欣賞日內瓦大噴泉。
之後前往佇立在雷夢湖畔，又稱日內瓦湖。接著前往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蒙投，隨後前往瑞士首都伯恩。
【日內瓦】：不僅是聯合國歐洲總部、紅十字會總會的所在地，更是一個依山傍水的美麗城市；作為經貿大城的日內瓦在歐
洲政經地位崇高，日內瓦仍保有歐洲中世紀的城牆及街道風貌。
◎安格拉斯花園：又稱英國花園，是瑞士日內瓦的一個公園，位於日內瓦湖湖畔，建於1854年，於1862年興建勃朗峰橋時加
以改建，形成目前的規模，占地25430平方公尺。及建於1869年的國家紀念碑和花鐘、噴泉雕像。
◎日內瓦大噴泉：位於瑞士日內瓦的日內瓦湖畔的一座特大型人工噴泉，使用高壓幫浦抽取日內瓦湖水並打上空中，噴出的高
度可達約140公尺。此噴泉也是日內瓦的著名地標，從日內瓦的許多地方都可以望見。在噴泉下方有一條堤道，噴出的湖水有
時會隨著風向直接落在堤道上，宛如傾盆大雨，為日內瓦的熱門觀光景點。
【蒙投】：是一個瑞士沃州的小鎮，位於日內瓦湖的東岸，以氣候舒適的度假勝地聞名。自古以來一直都是文人雅士喜歡聚
集的地方，深受柴可夫斯基、芮爾，盧梭、雨果...等文人雅士喜愛的優美城市，有「瑞士閃耀珍珠」之稱。不管是藝術家，文
人墨客等都因為受到這裡浪漫美景感染而留下許多詩篇和小說。像是有名的拜倫也在此寫過著名的《西庸的囚徒》
行車距離：日內瓦—95公里（約1小時15分）蒙投—130公里（約1小時35分）伯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西式風味餐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第8天



Mercure Plaza Biel

伯恩－茵特拉根－蘇黎世

今日前往首都伯恩，參觀瑞士舊城區，造型各具特色立柱噴泉，佇立於瑞士境內最高的大教堂；來到伯恩的地標天文鐘樓，
聆聽每整點響起的鐘聲，精準的刻畫近500年的時空歲月，接著將前往美麗的茵特拉根，可以好好地徒步感受這座美麗的城市
景點，隨後返回蘇黎世，今晚夜宿於此。
【伯恩】：
◎舊城區：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伯恩舊城區，漫步於中世紀古城的拱廊間。
◎立柱噴泉：色彩斑斕的噴泉，充分感受文藝復興時期的浪漫氣息。
◎大教堂：欣賞著名的華麗雕塑，生動地訴說聖經故事。
◎天文鐘塔：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天文鐘，是伯恩的精神象徵。鐘塔東面有2個時鐘，在1218~20年間建了上面第一層常見的時
鐘，用以顯示時間；下層天文鐘是建於十六世紀，能顯示出年、月、日以及星期，以及太陽位置和月亮盈缺。

【茵特拉根】：
十九世紀以來，茵特拉根就是瑞士最受歡迎的渡假勝地之一特拉肯是少女峰 山腳下的一個瑞士旅遊觀光城市，附近的幾個小
鎮也是都瑞士著名的度假勝地，有度假村。以一年四季風景醉人著稱。作為前往少女峰的重要門戶之一。因為夾在西邊圖恩
湖與東邊布里恩茨湖之間，又「在湖水之間」的意思。
行車距離：伯恩—60KM（約45分）茵特拉根—120KM（約1小時50分）蘇黎世



第9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Dorint Airport-Hotel Zurich

蘇黎世－萊茵瀑布－蘇黎世／北京

今日前往邊境名聞遐邇的萊茵瀑布；萊茵瀑布大約在1萬4千年到1萬7千年前形成，是萊茵河在其1300公里的流程中唯一的一
個瀑布,也是歐洲最大的瀑布。寬150公尺、落差23公尺，流量達到每秒700立方公尺，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風景名勝景點，所
有前往的遊客都會被其寬闊與氣勢所震撼；隨後返回蘇黎世。
【蘇黎世】：瑞士第一大城，延著蘇黎世湖畔、走在城裡皆能感受蘇黎世的多元氛圍。
◎聖彼得教堂：士蘇黎世最古老的教堂，建於1534年的教堂塔鐘樓上有歐洲最大的教堂鍾指針盤。
◎大教堂：是瑞士最大的羅馬式建築大教堂，不僅僅有羅馬式的地窖以及主祭壇，彩色玻璃窗也值得一看。
瑞士浪漫之旅的尾端，心中美好的風景和團員們一路上的歡笑，今天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由領隊協助辦理登機手
續，搭乘豪華客機從蘇黎世經由北京轉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第10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夜宿機上

北京／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抵達桃園機場，此行程將帶給您不一樣體驗，就讓我們帶著美好的回憶，返回久違溫暖的家，帶著滿滿的回憶，互道珍
重再見。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自費活動

早餐： 機上套餐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X



溫暖的家

少女峰
城

大人：
市：

EUR 190

小孩：

EUR 190



茵特拉根

所需時數：

5小時

內容介紹：

1.活動內容：搭乘全長12公里齒輪列車，前往海拔最高的火車站3454公尺，觀賞歐洲之巔少女峰。 2.活動時間：5.5小時 3.費用包
含：齒輪列車+觀景台+冰宮 4.特別說明：本項活動需16人成行(視團體時間安排為主)

鐵力士山
城

市：

大人：

EUR 90

小孩：

EUR 90



茵特拉根

所需時數：

3小時

內容介紹：

活動內容：搭乘3段纜車，末段纜車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旋轉纜車，登上海拔3020公尺的鐵力士山。一睹萬年冰河、冰洞、雄偉壯麗
的阿爾卑斯山景色， 透過巨型窗觀賞阿爾卑斯山令人讚嘆的絕佳景緻。若時間需可還可以走上懸崖鐵橋天空步道 Titlis Cliff Bridge試
試膽量 (註：如遇鐵力士山因氣候或封山等因素無法參觀，將另行安排前往彼拉特斯山峰或瑞吉峰參觀。) 費用包含：3段來回登山纜
車、導覽介紹 ､專車接送 活動時間：來回約3小時 特別說明：需10人以上報名方可成行(視團體時間安排為主) 活動費用：每人90歐元

白朗峰
城

大人：
市：

EUR 90

小孩：

EUR 90



霞慕霓

所需時數：

1小時

內容介紹：

1.活動內容：從索道的起點夏慕尼到終點南針峰頂。眺望歐洲屋脊白朗峰巍然屹立的景致。 2.活動時間：來回約4小時 3.費用包含：
齒輪列車、導覽介紹 4.特別說明：需16人以上報名方可成行(視團體時間安排為主)

馬特洪峰
城

市：

大人：

EUR 90

小孩：

EUR 90



策馬特

所需時數：

4小時

內容介紹：

1.活動內容：從策馬特搭乘高奈葛拉百年登山齒輪列車抵達高奈葛拉車站後，以最美的角度欣賞馬特洪峰。 2.活動時間：來回約4小時
3.費用包含：齒輪列車、導覽介紹 4.特別說明：需16人以上報名方可成行(視團體時間安排為主)

 附加項目
單房差

TWD 25,000

說明:單房差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一、簽證事宜及機票規定
※ 持中華民國護照(有效期6個月以上，依返國日計算之)
※ 持台胞證(需具有效期，依返國日計算之)
※ 歐洲申根國家：免簽證
※ 若持外國護照，請電洽客服人員，我們將另行答覆。
※為了維護您的權益，確保保險資料之正確性，及方便出發當日辦理登機手續，建議您將護照正本繳交予本公司。
※團體作業提醒您：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即作業預付旅程的旅館、餐廳、機票、門票等費用。若您因故取



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
部分航空公司(如：印度航空 捷特航空 阿聯酋航空 阿提哈德航空 芬蘭航空 北歐航空 卡達航空 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南方航空 德國漢
莎航空 土耳其航空 瑞士航空 荷蘭航空及旅程中安排之航程...等)規定開立機票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更換名單、退票或取消。
詳情請洽業務人員。
二、小費
在歐洲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
1.隨團領隊、司機、導遊小費 ※ 每人每天10歐元x本行程天數。
2.房間、行李小費及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三、房型
1.單人房差(本行程所指單人房為單人房單人床房型)
團費報價以兩人一室計算。如果您是單一或單數客人報名，
(1)您可依個人需求指定住宿單人房並支付單人房差額費用(另行報價)。
(2)或由本公司協助安排與其他同性旅客同房，於國外旅遊期間敬請包涵。
PS：歐洲地區大多數以雙人房2張單人床為基準房型，一大床部分房型較少，三人房型許多飯店都無此房型。如遇一定要需求三人
房型而飯店無法提供此房型狀況下，僅得依住宿飯店之房間大小狀況需求加床服務(行軍床型)，尚請見諒。
四、餐食
如旅客於行程及飛機上有餐食特殊需求，如素食、兒童餐、忌牛等請於報名時告知，以利事先作業。
五、其他參團方式包含內容
1.外站參團(Join)的旅客，售價不含簽證費用、機票(國際段/歐洲內陸段)亦不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2.嬰兒定義為未滿2歲，且年齡以回程日計算為主。嬰兒費用內容僅含機票及保險，且不占床位；費用未包含行程及門票、餐食部
份，故請旅客自行準備嬰兒餐食。
六、電壓
歐洲各國之電壓均為220–240伏特 / 雙圓孔插頭(唯英國地區大多為三扁孔)；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用品等須於外站充電，
請記得攜帶變壓充電器及轉換插頭。
七、電話
各國國碼：瑞士41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歐洲
台灣國際冠碼 + 歐洲各國國碼 + 當地區域號碼(不須撥0) + 電話號碼
例如：自台灣打電話到 瑞士 蘇黎世
002 + 41 + 44 + 電話號碼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歐洲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台北區域號碼(不須撥0) + 台北家中電話
00 + 886 + 2 + 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歐洲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行動電話(不須撥第一位數字0)
00 + 886 + 932......
八、退稅
1.退稅辦理需視該旅遊國之退稅規定，及您本次購買是否達滿足退稅之條件以及檢附單據之完整性。
然領隊僅係協助告知旅客辦理退稅之辦理手續，並無法告知您退稅之成功與否。
2.旅客應於離境前辦妥退稅相關手續，如蓋章、保留單據。
九、其他
團費已分攤老人和孩童優惠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19/10/16
友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175254 http://www.lux-holiday.com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第2175號
聯絡電話：(02) 7701-6866

品保協會編號：品保北字第1605號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0號5樓

服務信箱：service@lux-holida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