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世台會/歐台會會後旅遊 - C 團 - 十天十一夜德國北半部精緻深度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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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 九點鐘由開會飯店大廳前集合出發. 前往以羅雷萊( Lorelei )而聞名

的萊茵河畔小鎮 聖高爾 ( St. Goar )搭乘小遊艇,沿萊茵河而下,沿途欣賞這段

萊茵河最佳河畔景色,在河畔小鎮波爾帕( Boppard ) 下船,隨即前往觀賞在科

布倫茲( Koblenz )的”德意志之角( Deutsches Eck )”.位處萊茵河與摩澤爾河

交會處.放置的是威廉皇帝騎馬雕像,像徵德國再度統一與和平的紀念碑. 接

著前往以古龍水 4711 出名的萊茵河畔大城 – 科隆( Cologne ). 

 午餐,晚餐,夜宿科隆. 

 

9 月 17 日 早餐後,參觀聯合國科學文教組織認定為世界遺產的科隆大教堂 ( Cologne 

Cathedral ). 157 公尺高的鐘樓是德國第二高的鐘樓. 大教堂從 13 世紀中開始

建造,期間工程斷斷續續,到 1880 年才告完工. 接著將循德國格林兄弟同話之

路,沿路回想兒時耳熟的童話故事.首先看看格林兄弟開始收集童話故事時,

求學念書的地方,也是德國四大大學城之一的馬爾堡( Marburg ). 接著是他所

寫的童話故事- 小紅帽 的故鄉阿爾斯費爾德( Alsfeld ) .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

很可愛的小女孩,父母及外婆都很喜歡她,非常疼她.有一年,小女孩過生日,外

婆送給她一件連著小紅帽的紅色披風,小女孩很喜歡,穿上披風就到處一路走

一路轉圈圈,村子裡的人就都稱他為”小紅帽”.以後發生的小紅帽遇到大野

狼的故事,就讓大家各自分曉. 接著經過格林兄弟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卡塞爾

( Kassel ). 格林兄弟童話故事集裡,很多題材是取自於他們童時聽過的故事.當

時在家鄉裡有一位很會講故事的老太太,就住在格林大道 46 號的”童話小

屋”.  再來是到格林兄弟任教的格丁根大學所在的格丁根城( Gottingen ). 此

城自古就是著名的大學城. 格丁根大學出過三四十位諾貝爾獎得主.理論物

理學家 Max Planck, 以研究量子學說獲得 1918 年的諾貝爾獎,就是出自格丁

根大學. 

 午餐,晚餐,夜宿格丁根. 



                          

9 月 18 日 早餐後,繼續巡行童話之路.哈孟爾恩( Hameln )是童話”哈孟爾恩的吹笛手” 

或 “捕鼠人”出現的現場. 傳說,在中古世紀時,每個城市都很骯髒,以麵粉業

興盛的哈孟爾恩市街上更是老鼠為患. 這時候有一位藝人聲稱可以捕捉老鼠,

但要收取報酬.他吹起笛子,吸引了城裡的老鼠來到河邊,跳入河裡.他治了鼠

患,但是城裡的人沒有照約定付給他事先約定的報酬.他再吹起笛子,這次不

是吸引老鼠,而是吸引了城裡的小孩子,跟著他走到山裡,從此消失了. 格林兄

弟將此傳說改寫成”穿彩衣的吹笛手”. 接著的是費爾登( Verden ).參觀弗來

彩樂園( Freizeitpark )裡的童話森林, 巫婆的糖果屋,睡美人的城堡等童畫中的

景物,一一呈現眼前. 最後抵達童話之路的終點站—不來梅( Bremen ). 

 午餐,晚餐, 夜宿不萊梅. 

 

9 月 19 日 早餐後, 參觀僅次於漢堡的德國第二大港 - 不萊梅 ( Bremen ). 由驢, 狗, 貓, 雞

所組成的"不萊梅樂隊"的童話故事一時全部以銅像顯示在大家面前. 市政廳, 

聖佩特立大教堂 ( St. Petri Dom ),還有滿是人潮的小街道,舊市街等, 足以令人

想像不萊梅樂隊繞街遊行的盛況. 市政廳旁置放一座銅製雕像,公雞在上,下

面是貓,狗,驢,依大小排列.許多人相信,抱住驢的前腿許願,願望將會實現.如

果用一支手握住一支驢腳 ,有人說是兩隻驢在握手 . 午餐後 ,前往漢堡

( Hamburg ), 參觀德國第一大港之面貌, 新文藝傅興風格的市政廳,聖米謝教

堂等. 

 午餐,晚餐,夜宿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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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 早餐後,前往呂貝克 ( Lubeck )參觀 1250 至 1350 年間建造的瑪莉安教堂.教堂

內擁有一座 8512 支音管,號稱是世界最大的管風琴.大音樂家巴哈即曾受此

管風琴音色所感動,而延長休假,在此教堂流連. 午餐後,前往德國首都--柏林

( Berlin ).隨及遊覽柏林市區景點. 布蘭登堡大門是以前柏林市區裡東西方的

分界. 新國會大廈, 柏林大教堂( Berliner Dom ), 瑪莉安教堂( Marienkirche )及

波茲坦廣場( Potsdamer Plaza )等. 

 午餐,晚餐,夜宿柏林. 

                

9 月 21 日 早餐後,前往波茲坦( Potsdam ) 參觀桑索希皇宮 ( Sanssouci Palace ), 又名無憂

宮.看看普魯士斐特列大帝及其愛犬的墳墓. 接著前往大音樂家-巴哈(Bach)在

聖托馬斯教堂( Thomaskirche )擔任風琴手兼指揮,並創做了"馬太受難曲"等名

曲,渡過其後半生的萊比錫 ( Leipzig ).東德人民群集於萊比錫尼古拉教堂前的

示威人群是造成東西德統一的火苗.巴哈博物館( Bach Museum )除了展示巴

哈生平,包括巴哈親筆所寫的月普及當時的樂器之外,還有專門播放巴哈作品

的角落,值得駐足聆聽. 

 午餐,晚餐,夜宿萊比錫. 

             

9 月 22 日 早餐後, 前往麥森(Meissen)參觀歐洲最有名的麥森瓷器.雙劍交叉的商標,其

產品在歐洲有"白色的黃金"之美名.麥森瓷器除了以白瓷聞名之外,也製作色

彩豐富的玩偶,裝飾品及餐具.精細手工製作,三百多年來,盛名歷久不衰.接著

前往有"薩克森的瑞士”之稱, 1990 年才成立的國家公園. 薩克森小瑞士國家

公園(Nationalpark Sächsische Schweiz)是德國最優美的風景之一。怪異的峭壁、

礁石和深陷的峽谷錯落於廣闊的高原、寬闊靜寂的森林以及平頂山下的山

谷之中. 

  午餐,晚餐,夜宿曾是薩克森王國首都的 德勒斯登( Dresden ). 



             

9 月 23 日 早餐後, 遊覽德勒斯登市區.此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聯軍轟炸,幾乎全

毀.1985 年開始開始重建.現在已大致恢復期藝術與文化之都的原貌.歌劇院, 

教堂及博物館遍佈舊市區. 午餐後,前往歌德和席勒活躍的場所, 也是 1919 年, 

"威瑪憲法"制定的城市 - 威瑪( Weimar ). 城市哩,  有李斯特故居( Liszthaus ), 

歌德和席勒的墓園( Goethe & Schiller Gruff )等.                

 午餐,晚餐,夜宿威瑪. 

                       

9 月 24 日 早餐後, 前往德國哥德之路上, 一個被森林環抱的城市 - 埃爾富特( Erfurt ). 參

觀鑑於山丘的大教堂, 有高達 14 公尺高的彩繪玻璃及約在 1150 年左右創作

的聖母瑪麗亞像. 接著繼續前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與大音

樂家巴哈年輕時生活的地方 - 埃森那赫( Eisenach ). 市集廣場中央有座塔高 62

公尺的聖喬治教堂( Pfarrkirche St. George ), 馬丁路德曾來此傳教, 巴哈在 1685

年在此受洗. 馬丁路德的故居與巴哈故居都在此教堂附近. 在附近還有一個

中世紀城堡-瓦特堡, 其內有馬丁路德翻譯新約聖經成德文時居住的小屋

( Lutherstube ).    

 午餐,晚餐,夜宿埃森那赫. 

                            

9 月 25 日 早餐後, 繼續往德國童話之路的起點方向走, 到格林兄弟父親的故鄉 - 施泰瑙

( Steinau ). 格林兄弟在 5 歲及 6 歲時, 從哈瑙( Hanau )搬到施泰瑙. 他們很快就

很喜歡這個地方. 它們曾經說過這是他們最快樂的童年生活的地方. 接著大

家要去的地方, 就是德國童話之路的起點 - 哈瑙. 很值得大家回憶一下整個德

國童話之旅, 去過了哪些地方? 從哈瑙開始, 施泰瑙, 阿爾斯費爾德, 馬爾堡, 

卡賽爾, 格丁根, 哈默爾恩, 布萊梅. 

 午餐後, 前往法蘭克福. 



 午餐,晚餐,夜宿法蘭克福. 

 

9 月 26 日 早餐後,結束此旅遊行程. 請大家各自依自己的班機時間,自行前往機場搭機. 

祝大加旅途愉快,順利抵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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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