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世台會/歐台會年會會後旅遊 – B 團 – 十天十一夜瑞士深度遊 

9 月 15 日 會後旅遊於大會結束後就開始, 先於大會旅館用晚餐, 並於飯後有旅遊各團簡介及認

親結緣, 當夜將夜宿大會旅館 Hilton/Mainz, Germany 並於次日享用旅館早餐.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 行程: 

 

9 月 16 日 (星期一) 

早餐後, 九點鐘由年會開會飯店大廳前面集合出發. 由德國前往瑞士途中, 經過法國的史特勞斯堡

( Strasbourg ). 史特勞斯堡是歐盟( EU )議會所在地, 過去曾幾度是德國的領土. 其木製的建築,大教

堂及火腿加上馬鈴薯與培根的料理, 就是道地的德國風味. 參觀著名的大教堂( Cathedrale ). 只有一

座高度 142 公尺的尖塔, 使其有別於一般有兩個對稱尖塔的哥德式教堂 . 教堂有一個大時鐘

( L'Horloge Astronomique ), 到了中午, 會有耶穌基督及祂的門徒從時鐘中出現. 午餐後, 繼續前往德

國一座非常美麗的大學城 – 弗萊堡( Freiburg ). 參觀其最大之景點, 以彩繪玻璃聞名的大教堂

( Munster ), 商館( Kauffhaus ), 市政廳廣場( Rathausplatz ), 聖馬汀教堂( St. Martinkirche )及大學區. 接

著就離開德國,進入瑞士西北部大城 – 巴賽爾( Basel ).  

 

午餐, 晚餐, 夜宿巴賽爾. 

 

 

9 月 17 日 (星期二) 

早餐後, 遊覽瑞士第二大城 – 巴賽爾( Basel ). 巴賽爾位於瑞士與德國籍法國的邊界,城裡有一個

三國角,可在瞬間踏上三個國家. 還有,巴賽爾位於萊茵河一個曲折角上,是瑞士萊茵河的港口, 工商

業都非常發達. 觀賞巴賽爾城的最佳點是在普法爾茲( Pfalz )下方的廣場. 大教堂前, 兩座哥德式的

高塔, 北邊入口上的玫瑰窗,代表幸運之輪. 市集廣場( Marktplatz )的市政樓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葡萄

酒商會館, 配上鮮花,水果及蔬菜,充分展現活絡生活氣息. 午餐後, 前往瑞士花園城市 – 琉森

( Lucerne ). 琉森位於琉森湖( Lake Lucerne )西北部,因較近於阿爾卑斯山,自然形成為登山基地. 琉森

的標誌是一座花橋, 稱為教堂橋( Kapellbrucke ). 此外還有一座有頂的橋 - 榖糠橋 ( Spreuerbrucke ), 

耶穌會聖方濟教堂( Jesuit Church ), 荷夫教堂( Hof Church ), 冰河公園( Gletschergarten )及紀念在法國

大革命,暴民攻擊伊勒里宮時,為保護法王路易十六及瑪麗王后而死的 786 名瑞士軍官與警衛而建的

琉森之獅紀念碑( Lion Monument ) 等等,都值得觀賞. 

 

午餐, 晚餐, 夜宿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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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 (星期三) 

早餐後,前往茵特拉肯( Interlaken ), 準備登上少女峰( Jungfraujoch ). 少女峰海拔 4158 公尺, 有登山

火車可以上到少女峰山口. 由茵特拉肯上山, 下山時則依當時情況,有可能是下到滑雪勝地的格林

德威爾特( Grindelwald ) 或 山谷深處瀑布散布的勞特布郎倫( Lauterbrunnen ). 

 

午餐, 晚餐, 夜宿茵特拉肯. 

 
 

9 月 19 日 (星期四) 

早餐後, 前往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總部所在的洛桑( Lausanne ). 洛桑處於日內瓦湖台地上,地勢起伏, 

處處是斜坡. 聖方濟廣場上有建於十三世紀的聖方濟教堂( St. Francois Church )與鐘塔. 位於帕魯德

( Palud ) 廣場上有建於十七世紀的市政廳. 帕魯德廣場上還有一正義女神噴泉( Fountain de Justice ). 

聖母院大教堂( Cathedral of Notre Dame )是建於十二世紀的哥德式教堂. 大教堂之下是瑞逢尼廣場

( Place de la Riponne ), 東側的路米內宮( Palais de Rumine )是洛桑大學的主要大樓. 位於國際奧林匹

克公園裡的十八世紀建築 - 維地城堡( Chateau de Vidy ) 即為國際奧林匹克( IOC )的總部. 公園內

一座新式建築即為奧林匹克博物館( Musee Olympique ). 接著前往位於日內瓦湖之東的蒙特勒

( Montreux ). 

 

午餐, 晚餐, 夜宿蒙特勒. 

 

 

9 月 20 日 (星期五) 

早餐後, 參觀蒙特勒的詩隆城堡( Chateau de Chillon ). 此城堡漂浮於日內瓦湖畔, 在薄霧與白雪之襯

托下, 有如仙境. 城堡建於九世紀, 在十三世紀時,被改建為城堡. 此城堡曾被作為牢房. 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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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伯尼瓦爾( Francois Bonivard )即曾被以鐵鍊綑綁,囚禁鮺此城堡達四年之久. 十八世紀末,英國浪漫

詩人拜倫曾在洛桑寫下詩隆城的囚犯(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Chateau ), 令此城因此聞名. 午餐後, 前

往維斯比( Visp )搭乘火車到策馬特( Zermatt ). 在策馬特下車後,即改乘電計程車到住宿的飯店. 

 

午餐, 晚餐, 夜宿策馬特. 

 

 

9 月 21 日 (星期六) 

早餐後, 遊覽馬特洪( Matterhorn )山峰及冰河天堂. 震撼之情,親自感受. 午餐後, 搭乘火車到維斯比

及布里格( Brig ), 接著前往位於盧加諾湖( Lake Lugano )湖中, 具有義大利風情的盧加諾( Lugano ).  

 

午餐, 晚餐, 夜宿盧加諾. 

 

 

9 月 22 日 (星期日) 

早餐後, 前往瑞士的古蹟聖地 - 聖莫里斯( St. Moritz ), 參觀建於西元 515 年,是瑞士最古老的修道

院 - 奧古斯丁修道院( Augustinian ), 聖西傑斯莫德教堂( Sigismond ), 斯薩聖母院教堂( Church of 

Notre-Dame du Scex ) 及十三世紀的城堡. 此外, 將搭乘纜車前往海拔 2454 公尺的魔塔斯莫拉

( Muottas Muragl ), 觀賞海拔 2568 公尺的摩塔斯山峰.  

 

午餐, 晚餐, 夜宿聖莫里斯. 

 

 

9 月 23 日 (星期一) 

早餐後, 由聖莫里斯搭火車到瑞士最古老的城市 - 庫爾( Chur ). 採用火車的用意, 一方面是節省時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0mWUtYw7&id=6B5D13C95407002C78CF606E2F42FF3620BBF7B1&thid=OIP.0mWUtYw7h4dctZUYP1hklAHaFj&mediaurl=http://zermatt.com/wp-content/uploads/2014/04/DSCN0518.jpg&exph=1125&expw=1500&q=Zermatt+Food&simid=607994052900816177&selectedIndex=0


間, 另一方面是讓大家試試瑞士的冰河快車,也讓大家欣賞沿途的風光美景. 庫爾地處阿爾卑斯山

最重要的山口途中, 加上氣候溫和, 5000 年前即有人在此居住. 哥德式的市政廳及巴洛克式的主教

宮( Bishop's Palace )都是很值得觀賞的建築. 舊市區裡的聖馬汀教堂( St. Martin's Church )裡的彩色玻

璃及教堂外的噴泉與羅馬士兵雕像等等, 一值得欣賞. 午餐後, 前往歐洲最小的國家,位處於茂密森

林山谷, 又居於萊茵河畔, 加上具有砲台的城堡, 真是一個美麗小巧的國家 – 列奇坦斯泰恩

( Liechtenstein ). 國家雖小, 卻以郵票聞名於世. 郵票博物館則是必看支點. 參觀此迷你小國之後,繼

續前往瑞士的聖加倫( St. Gallen ). 遊覽其舊市街道, 大教堂及聖羅倫斯教堂等. 

 

午餐, 晚餐, 夜宿聖加倫. 

 

 

9 月 24 日 (星期二) 

早餐後, 前往瑞士萊茵河畔的施泰茵( Stein am Rhein ). 此鎮之市政廳可以說是瑞士最美麗的廣場. 

廣場內處處是噴泉, 四周的房屋外觀美麗堂皇, 全由壁畫與凸窗組成,美不勝收. 聖喬治修道院( St. 

George Abbey )是瑞士德語區保存最完整的中古修道院. 此外, 萊茵河畔的景色, 如詩如畫, 不要錯

失 . 接著前往瑞士的首都  – 蘇黎世 ( Zurich ). 午餐後 , 做蘇黎世市區遊 . 參觀聖母教堂

( Fraumunster Church ), 聖彼得教堂( St. Peter's Church ), 大教堂( Grossmunster )等. 

 

午餐, 晚餐, 夜宿蘇黎世. 

 
 

9 月 25 日 (星期三) 

早餐後, 前往瑞士東北部, 萊茵河畔的薩夫豪森( Schaffhausen ), 再度欣賞萊茵河流域在瑞士境內的

美景. 薩夫豪森的舊城區,哥德式建築到處可見. 古老商行會館及住宅大樓, 充滿著中古風味, 凸窗

的設計, 噴泉及小型廣場都令人讚賞. 到薩夫豪森溪南的新豪森( Neuhausen ) 即可看到非常壯觀的

萊茵河瀑布( Rhine Falls ). 萬馬奔馳的河水, 以雷霆萬鈞之勢衝至崖下,衝分展現萊茵河水流的威力. 

接著就離開瑞士,回到德國, 並在海德堡( Heidelberg )停留. 參觀海德堡城堡之後,回到法蘭克福. 

 

午餐, 晚餐, 夜宿法蘭克福. 



 
 

9 月 26 日 (星期四) 

早餐後, 結束整個行程. 各自安排前往機場搭機回家. 敬祝大家旅途愉快.   

 

這份中文行程主要在提供給鄉親們選擇參加那一個旅遊時的參考。在接近出發日期一個半月前，

我們還會依據這份行程製作出較為詳細的英文行程表，詳細列出每天出發時間及參觀行程。主辦

單位一定力求遵照此行程表來操作. 但是到時候難免可能因為天候或路況等難以事先預測的情

況，主辦單位將依當時的情況, 及時做出更改路程等必須之因應。希望大家了解。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大家出門開會旅遊以平安順心為主要考量.請大家一定要辦理旅遊保險,含蓋整個旅行行程.盡量 

避免因外在因素所造成的損失.有了旅遊保險,可以玩得心安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