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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前東德 北德〜童話大道、湖中城堡、國家公園秋色愛戀 13 日
＜超越百國＞德國 (童話大道、邁森瓷器、波茨坦宣言、蒸汽火車、夢幻鐵道樂園)
＜全長 600 公里的童話大道＞皆是古意盎然的傳統房舍，童話味十足，踏足這條迷人的觀光路線。
「格
林童話」
、
「安徒生童話」
、
「天方夜譚」並列世界三大童話，其中德國的格林童話被翻譯成 160 種語言，
風靡全世界！《灰姑娘》
、
《白雪公主》
、
《小紅帽》
、
《睡美人》
、
《糖果屋》
、
《青蛙王子》
、
《不來梅樂隊》
等童話故事都是兒時的溫暖記憶！1975 年，德國觀光局把格林童話變得更好玩了，將格林兄弟誕生
的故鄉哈瑙一直到不來梅樂隊所在的海港城市不來梅。
＜大國大都大風貌＞
「設計之都」柏林：東西德統一後，保留原有古蹟的歷史價值，吸引世界各地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
移居，鼓勵年輕新世代藝術家自由揮灑，打造另類城市風景，贏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稱讚。
最大河港城漢堡：漢堡港是通往世界的大門，位於易北河畔的漢堡其實不是海港，而是河港，河流、
河道眾多，為此建造超過 2 千多座的橋樑，是歐洲橋樑最多的城市。
歐元重鎮法蘭克福：是座典型的商業都市，是德國最多摩天大樓的地方，它更是融合新舊風貌的文
化之都，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舊市政廳、大教堂、羅馬廣場至今保存良好，是最亮眼的角落。
巴斯台石林〜被稱為「薩克森小瑞士」
：是歐洲景觀最優美、獨特的石林地形，在 1938 年就己被列
為國家自然保護區，石林遍佈，奇形怪狀，妙趣橫生。
村落之美〜施普雷河：德國少數民族索本人聚居的小村落(UNESCO-1991)，兩岸的水上人家屋前種
滿繁茂美麗的花朵，一座座不同構造的小木橋橫跨兩河岸間，彷彿置身於歐洲名畫中。
歐洲第一名瓷〜邁森瓷器工廠：歐洲最洵爛的藝史縮影，白瓷產品、 及 天 藍色紋彩聞名於世的邁
森瓷器工廠，已有 300 多年歷史。
波茨坦宣言：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首相丘吉爾及蘇聯史達林於此
舉行波茨坦會議，並在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美國總統杜魯門和英國首相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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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茨國家公園〜百年蒸汽火車：哈爾茨山區的蒸汽火車，境內最長、最窄的窄軌火車（寬約 100
公分）
，全長超過 140 公里，這座北德第一高峰，自古以來就是傳說中的女巫山，一年之中，約有 260
天會起霧，約有 100 天全天被霧籠罩，而被視為神秘山峰，一探女巫年度聚會聖地吧！哈爾茨山最美
的小鎮〜韋爾尼格羅達、哥斯拉：保留了大量 15-19 世紀木桁架建築，哈爾茨山區之所以流行這樣的
房子，是因為取材容易，木桁架建築主要以木材和黏土為建材，先將木材固定做為整個房子的支架，
再填入黏土，木頭支架結構會顯現於房子外觀，成為獨特的裝飾，幾乎每一棟房子都是獨一無二。
夢幻鐵道樂園〜童心大解放：ICE 高速火車疾駛而過，飛機起飛、降落，火車緩緩靠站、載客、啟
動，遊樂園摩天輪徐徐轉動，足球場的 live 賽事，執勤中的消防車趕著救火，交通繁忙的城市街景，
這些畫面都是真的，只不過全都縮小在漢堡的夢幻鐵道樂園裡，驚奇的上演迷你版的真實世界！
美麗的"湖中城堡"〜施威林堡：德北七湖之城施威林(Schwerin)，被喻為"德北新天鵝堡"，城堡與周
邊湖泊都在陽光的襯托下呈現出浪漫優雅的氛圍。德北因冰河運動的關係，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湖

泊，施威林就是其中一個被湖泊包圍的城市。有「北方新天鵝堡」的美名。
＜UNESCO H.W.＞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地：
＊漢薩之城呂貝克（1987）、銀礦之城哥斯拉、不來梅市政廳和羅蘭雕像（2004）、雄偉的水
舞建築─威廉高地公園（2013）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團
費： NTD: 148,000 (全含小費) 商務艙追加 NTD: 86,000 起
出發日期： 2016 年 : 9/22、10/05、10/18、11/01、11/15
01 臺北 香港 法蘭克福 Frankfurt
CX 531 TPE HKG 2000/ 2155 + CX 289 HKG FRA 0030+1/0640+1 0 (16:40)
今日搭機於香港轉機後前往德國--融合新舊風貌的文化之都～法蘭克福，夜宿機上。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機上
住宿：宿機上
02. 法蘭克福→3h 萊比錫 Leipzig (前東德) 音樂之父巴哈
班機抵達後，前往萊比錫是前東德的第二大城，有著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亦是德國的音樂之城。
★湯馬斯教堂：巴哈在萊比錫的 27 年(1723 年-1750 年)，巴哈精心培養的聖多馬合唱團及指揮而聞名。
巴赫在此擔任管風琴師兼合唱指揮。他創作的《馬太受難曲》等名曲均在這裡首演。且幾乎每禮拜都
譜出一首清唱劇 Cantata，和其他創作！對觀光客來說，體驗巴哈源源不絕音樂創作的最神聖之地。
▲舊市區的市集廣場：是 17-19 世紀德國數一數二的文化藝術匯聚之地，而今，這些無心插柳的藝術
痕跡，卻形成城市獨特的文化。
▲萊比錫老市政廳：最初建於 1556 年，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毀，現存者為戰後重建。
早餐：XXX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Hoyel Leipzig 5* or Mercure Hotel Art Leipzig 4* 或同等級
03. 萊比錫→2h 巴斯台石林 Bastei→邁森瓷器工廠 Meisen→德勒斯登 Dresden
★巴斯台石林：被稱為「薩克森小瑞士」，是歐洲景觀最優美、範圍最大的石林、巨石嶙峋。巴斯台
橋，是 19 世紀的石橋，居高臨下欣賞易北河灣桌山地形，好似個 13 世紀的城堡矗立山中，於中古世
紀是個極重要的防禦堡壘。屬於砂岩山脈，經過萬年河水侵蝕，形成歐洲景觀最優美、也是範圍最大
的石林，獨特的石林地形。在 1938 年就己被列為國家自然保護區，石林遍佈，奇形怪狀，妙趣橫生。
★歐洲第一名瓷〜邁森瓷器工廠：歐洲最洵爛的藝史縮影，白瓷產品、 及 天 藍色紋彩聞名於世的邁
森瓷器工廠。是歐洲瓷器發源地，同時也是歐洲最具代表性，享譽全世界的邁森瓷器的發源地。邁森
瓷器有珍貴的白色金子美稱，已有 300 多年歷史。續往易比河畔的薩克遜王國首都─德勒斯登。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Mercure Hotel Dresden 4*或同等級
04. 德勒斯登→施普雷河→2.5h 波茨坦宣言地 Potsdam→0.5h 柏林 Berlin
★村落之美〜施普雷河：德東人稱之為河流森林的意思，搭小舟撐篙遊河，參觀德國少數民族索本人
聚居的小村落(UNESCO-1991)。村落之美，每每令初來乍到者驚嘆不已。我們將遊覽百萬年前冰河時
期遺留下來的冰河河道，兩岸的水上人家屋前種滿繁茂美麗的花朵，一座座不同構造的小木橋橫跨兩
河岸間，彷彿置身於歐洲名畫中。
★波茨坦宣言：坐落於勃蘭登堡州波茨坦新花園公園區的北端，由普魯士德皇威廉二世為承襲皇位的
大兒子菲特立克 威廉和媳婦塞琪琳女公爵所建造的，為德國最知名的宮殿之一。聞名於世，是因 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首相丘吉爾及蘇聯史達林於此舉行波茨坦會議，並
在 1945 年 7 月 26 日，由美國總統杜魯門和英國首相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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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Andels Hotel by Vienna House Berlin 4*或同等級
05. 柏林→2.5h 施威林 Schwerin
▲「設計之都」柏林觀光：布蘭登堡門，是 1788-1791 年普魯士王國的凱旋門，仿雅典神殿大門而建，
為德國古典主義建築的極致代表。國會大廈，東西德統一後改建，屋頂玻璃中央圓頂，運用現代最新
節能科技，以大型智慧型遮陽板隨太陽角度自動變換方位，是棟標準的綠建築。柏林最美的憲兵廣場，
廣場上 3 棟主要建築分別是：柏林音樂廳、法國大教堂與德國大教堂，詩人席勒的雕像立於廣場中心，
位於柏林市中心腓特烈大街上的查理檢查哨，在東西德統一前，檢查哨是為了柏林圍牆而存在，是冷
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與西德進出的檢查點。東西德統一後，檢查哨昔日森嚴的氣氛消失了，反而成
了熱門的觀光景點。
★七湖之城施威林：矗立於湖心之上的的施威林城堡，仿法國香波堡而建，童話般的城堡倒映在水中，
有「北德新天鵝堡」的美名，從前是梅克倫堡大公宅邸，根據記載，西元 973 年時現今城堡原址已有
一座斯拉夫城堡，19 世紀改建，完成至今已超過 160 年。施威林堡擁有融合不同風格的城堡花園，樓
梯、露臺、噴水池、雕像，搭配英式庭園，每個角落都讓人賞心悅目。
早餐：飯店內
午餐：歐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施威林堡旅館 4*或同等級
＜旅遊資訊＞浪漫指數不輸新天鵝堡的施威林堡，是施威林人眼中，最驕傲的景點，這座建於湖心之
上的城堡，19 世紀改建，集合文藝復興、巴羅克及哥德建築風格，完成迄今也已超過 160 年；韋爾尼
格羅達，德國詩人 Hermann Löns 曾讚嘆它為「哈爾茨山下色彩繽紛的小鎮」
，山腰的韋爾尼格羅達城
堡，大大增添了小鎮尊貴的氣質。古都尋幽，著迷老城無法言喻的美麗。
06. 施威林→1h 呂貝克 Lübeck→1h 漢堡 Hamburg
▲昔日漢薩同盟首府〜呂貝克(UNESCO 1987)：參觀知名地標荷爾斯登門，由兩座高塔組成的城門，
閃爍著漢薩女王的榮耀之光。建於 13、14 世紀的▲聖瑪麗恩教堂，是呂貝克最重要的教堂，也是全
世界最高的磚造教堂，據說當初教堂興建之時，惡魔以為蓋的是一間酒吧，化身工人暗中相助，等他
發現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時，一氣之下想毀掉教堂，為保護教堂，人們答應他在教堂旁蓋了一間酒吧，
這間惡魔酒吧就在市政廳地下室裡。
▲德國最大海港城市〜漢堡：★搭乘觀光船暢遊漢堡港，欣賞易北河美麗景致。之後參觀位於阿斯塔
運河畔，完成於 19 世紀後期新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的市政廳及★聖米歇爾教堂，聖米歇爾教堂高約 132
公尺，18 世紀時曾是世界最高的教堂。
早餐：飯店內
午餐：鮮蝦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主廚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Hamburg 5*或同等級
07. 漢堡→10m 夢幻鐵道樂園→1h 不來梅 Bremen
★世界最大的鐵道模型〜夢幻鐵道樂園：大小朋友的快樂天堂夢幻鐵道樂園，是個迷你樂園，以超過
百年歷史的倉庫街所造，有仿造歐洲與美洲鐵路沿線地形地貌所建成的全世界最大鐵路模型，栩栩如
生的人物，惟妙惟肖的場景，以它逼真寫實、趣味創意的場景設計，成功擄獲所有人的心。
▲童話大道最北站─不來梅(UNESCO 2004)：參觀不來梅市政廳與羅蘭雕像，以及由公雞、貓、狗、
驢子四隻動物組成的不來梅樂隊銅像，據說只要摸摸驢腳就可以得到幸福。還有 1042 年開始建造的
聖彼得大教堂。另外，小巧可愛的貝特西街，全長僅 100 公尺，重現中古世紀街道而打造，聚集了許
多藝品店、餐廳、咖啡館，想買特色紀念品，貝特西街是個不錯的選擇。
早餐：飯店內
午餐：魚排風味餐
晚餐：奶油蘑菇牛肉
住宿：Radisson Blu Bremen 4*或同等級

08. 不來梅－ICE 火車－漢諾威 Hannover→50m 哈梅爾 Hameln
★搭乘 ICE 高速火車至漢諾威。
▲漢諾威：文藝復興式建築的市政廳建於 1901-1913 年之間，內部與外觀同樣精彩，挑高的大廳，圓
頂天花板有著精美的雕刻，最特別是內有傾斜式電梯，沿著市政廳拱頂斜成 17 度角的軌道直達塔頂，
據說漢諾威的這個電梯是歐洲唯一一座傾斜上升的電梯。
▲吹笛人故事發生地〜哈梅爾：隨著古老街道上的白色老鼠印記，參觀舊城區的吹笛手餐廳，同時也
是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廳；婚禮之家，1610~1617 年間，下薩克森邦內最重要的文藝復興建物之一，是
當時市民結婚與舉行宴會的場所，晚餐於吹笛手餐廳享用有名的「老鼠尾巴」料理。
吹笛手餐廳 吹笛人機械音樂鐘 婚禮之家
早餐：飯店內
午餐：風味餐
晚餐：吹笛手餐廳
住宿：Mercure Hotel Hameln 4*或同等級
＜旅遊資訊＞花衣魔笛手（譯為彩衣吹笛人、漢姆林的吹笛手、哈梅爾的吹笛人），一個源自德國的
民間故事，最有名的版本收在格林兄弟的《德國傳說》中，名為〈哈梅爾的孩子〉。故事發生在 1284
年，在德國一個名叫哈默爾恩（Hameln）的村落，那裡鼠滿為患。某一天來了一個外地人自稱是捕鼠
能手，村民向他許諾，能除去鼠患的話會給付重酬。於是他吹起笛子，鼠群聞聲隨行，被誘至威悉河
淹死。事成後，村民違反諾言不付酬勞，吹笛人憤而離去。數周後，正當村民在教堂聚集之時，吹笛
人回來吹起笛子，孩子們聞聲隨行，被誘至一個山洞內，困在洞中而死。有一個結局是村民最後給了
吹笛人他應得的酬勞（有的版本是付得更多），他才把被困的孩子放出來。另有版本說有一啞一瞎兩
個孩子最後回來了，但是孩子們被帶到哪裡去則無從知曉。研究者相信故事源於一件真實的歷史事
件，但究竟是那一件，則眾說紛紜。有人說那些孩子代表了當時到東歐殖民的年輕人；也有人說那些
孩童代表了 1212 年的兒童十字軍。
09. 哈梅爾→2h 韋爾尼格羅達 Wernigerode→30m 哥斯拉 Goslar
▲哈爾茨山脈的彩色小城〜韋爾尼格羅達：擁有無與倫比的魅力，常彷彿進入古老的童話故事中，漫
遊參觀當地居民引以為傲的市政廳（1277）
，兩座可愛的尖頂、亮橘色的外牆、外牆上 33 尊人物木雕
像，讓市政廳看起來醒目又耀眼，是觀光局推廣小鎮觀光的活招牌。傾斜屋（1680）
，原為水車小屋，
因為旋轉水車水流造成地基毀損而使房子傾斜。鎮上最小的房子迷你屋（1792）
，高 4.2 公尺、寬 2.95
公尺，門高 1.7 公尺。小鎮位於女巫山哈茨山山腳下，販售的女巫紀念品可愛的令人愛不釋手，以野
生藍莓釀造的哈茨山限定女巫酒、女巫玩偶鑰匙圈。拍攝韋爾尼格羅達城堡，矗立標高 350 公尺山上
的城堡，12 世紀時由韋爾尼格羅達伯爵所建，之後經歷 30 年戰爭，一度荒廢，於 19 世紀改建成集合
巴羅克與文藝復興樣式的氣派城堡。
早餐：飯店內
午餐：豬排風味餐
晚餐：旅館主廚推薦餐
住宿：AKZENT Hotel Kaiserworth 4*或同等級
＜旅遊資訊＞布羅肯山 Brocken Mountain 是德國中部最高的山，擁有很多的神話與傳說，有"巫婆山"
之稱，相傳巫婆在五朔節前夕，會乘著掃把來到布羅肯山向惡魔首領致敬。中古世紀時，女巫擁有簡
單的醫術，可以行醫救人，因此讓女巫多了幾分神秘色彩。走進女巫故鄉哈茨山，竟然還有女巫節，
話說 1896 年，北德哈茨山區就已經有了女巫節慶祝活動，算一算女巫節也是老字號的百年慶典了！
據說每年 4 月 30 日晚上，女巫會塗上神奇藥膏、召喚飛行掃帚，趕赴布洛肯山一年一度的女巫之夜，
會中魔鬼對女巫們一年來的表現論功行賞。因歌德將女巫之夜寫進《浮士德》，從此女巫之夜聲名大
噪，成了家喻戶曉的春季慶典，跟著女巫圍著火焰唱歌、跳舞，盡情吃喝。
10. 哥斯拉 Goslar－蒸汽火車－哈爾茨國家公園 Harz National Park→哥斯拉 Goslar
★蒸汽火車登布洛肯山：歌德在《浮士德》書中描繪 4 月 30 日女巫之夜場景，據說女巫們在那天，

騎上掃帚飛往哈爾茨山布洛肯山，舉行一年一度的女巫聚會，和精靈、動物一起唱歌、跳舞，所以此
行的重點當然不能錯過這場女巫盛宴地點囉！火車穿越市區後緩緩上山，沿途原始山林就是哈爾茨國
家公園，火車蒸氣順著風向後方飄散，瞬間化作一座夢幻迷霧森林。
▲哥斯拉（UNESCO 1992）
，保留了哈爾茨地區的古老歷史，是座 10 世紀時靠著銀礦發展起來的城市，
在 16 世紀礦業最繁榮的時候，開始出現了裝飾華麗的房子。最熱鬧的市政廳廣場，參觀建於 15 世紀
的市政廳，獨有的白色拱廊為其最大特徵；廣場中央的金鷹噴泉是哥斯拉鎮的象徵，廣場上的石板路
也以金鷹噴泉為中心呈放射狀鋪設。
早餐：飯店內
午餐：牛肉風味餐
晚餐：哈爾茨風味餐
住宿：AKZENT Hotel Kaiserworth 4*或同等級
＜旅遊資訊＞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哥斯拉：11 世紀以銀礦發跡、有著「北方羅馬」之稱的帝王之都
哥斯拉，老城區彎彎曲曲的鵝卵石街道、裝飾華麗的木造屋、大大小小無數的教堂與修道院，訴說老
城千年來的風華。而西門子的故居就在此。
11. 哥斯拉 Goslar→2.5h 阿斯菲爾德 Alsfeld→1h 布丁根 Buedingen→1h 法蘭克福 Fankfurt
▲阿斯菲爾德〜尋訪小紅帽：漫步典型傳統半木造房屋，16 世紀建造的舊市政廳，廳旁的山形屋是
1538 年的葡萄酒店，兩者都是當地的代表特色建築，在酒店後面的噴泉，可以找到小紅帽的雕像喔！
這座小紅帽的故鄉還曾被選為歐洲的模範城市，童話屋裡有扮成外婆的大野狼，外牆上有不來梅樂
隊，屋外有青蛙王子，長髮姑娘的長髮垂在窗外，等待救她的王子出現，屋內屋外童話明星大集合，
果真是貨真價實的童話屋。
▲耶路撒冷之門〜布丁根：以「耶路撒冷之門」為中心的 22 座堡壘，是德國今日屈指可數的中世紀
堡壘，1503 年建成的“耶路撒冷之門”，是布丁根古城入口。馬丁•路德曾在此門下經過，朝聖者
取道布丁根奔赴聖城，或是在雙塔古門內尋求宗教庇護。但為何得以倖免于二戰炮火，據說因為戰前
戰後，布丁根都是美國陸軍裝甲師的根據地。
早餐：飯店內
午餐：風味餐
晚餐：烤豬腳+啤酒
住宿：Hühnerhof 4*或同等級
12. 法蘭克福 香港
CX 288 FRAHKG 1345/ 0650+1
早餐後，專車前往法蘭克福市區，參觀羅馬人山丘、山形牆建築的舊市政廳及舉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遴選與加冕儀式的▲大教堂。隨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13. 香港 臺北 KA5486 HKGTPE 0805/ 0955 (14:10)
班機於早上抵達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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