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德國遺珠之旅十一日遊

德國遺珠之旅十一日遊
2021 年 10 月 02～10 月 12 日
行程特色:
跟著旅遊達人訪德國遺珠:逛遊市集、品嚐當地特色美食、造訪如童話般的小鎮、
避開觀光人群的熱點、定點慢遊、精選住宿飯店、完全無購物或自費。
企劃者沈德偉，父親是旅德華人、母親來自台灣；本人在德國出生成長，任職於德
航，熱愛旅遊與美食，精通中文、德文、英文。全程陪同解說。
德國不只有萊茵河、大同小異的教堂、城堡皇宮...我們特選在地人會去的小鎮、市
場、餐廳、冷門景點；避開大批觀光客，深度、慢遊。
住宿各地地點最好的高級飯店，每日從容享用豐盛的早午餐，下午 4-5 點間選擇各
地具代表性的餐廳品嚐美食，省時省錢。
每團人數 8-12 位，全程巴士。
第1天
2021/10/02
Sat

台北/法蘭克福
交通工具：飛機‧巴士
晚上搭乘華航新飛機 CI062 23:20/06:50+1 (波音
777-30ER)出發直飛德國法蘭克服。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宿：機上

第2天
2021/10/03
Sun

法蘭克福/杜塞道夫(215km)
交通工具：巴士
入境德國不需簽證，雖然官員不是和藹可
親、但也迅速確實，很快便能過關提領行李。
會合我們的德國陪同後上遊覽車，體驗德國
先進的高速公路。
杜塞道夫位於萊茵河畔，是德國重要的工
業、時尚、廣告城市，以往是日本人進駐企
業的重心，近來變成陸資企業的重地。
先安排入住酒店梳洗後出發，拜訪聰斯小鎮的假日集市，都是藝術家販賣
自己的手工藝術品。傍晚享用德式晚餐後赴飯店休息。
宿：Burns Art & Cultural Hotel

第3天
2021/10/04
Mon

杜塞道夫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參觀我們行程中第一個經典景區:一個城堡小鎮，路邊的房屋是典型
的德國童話小屋，城堡也很漂亮，雖然不那麼大。可以搭纜車上城堡區，
早餐後參觀我們行程中第一個經典景區:一個城堡小鎮，路邊的房屋是典型
的德國童話小屋，城堡也很漂亮，雖然不那麼大。可以搭纜車上城堡區，
第 1 頁，共 6 頁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德國遺珠之旅十一日遊

裡面有壁畫、完整的家具、武器展示、生活起居空間，還有一架斷頭台。
城堡牆上
的壁畫記
載著由中
世紀到近
代的歷
史，包括歷
屆國王的
家族史、重要事件。窗玻璃有每一代王朝的標誌，還原當時的臥室、廚房
與餐廳。好有《冰與火》的感覺，只是沒那麼陰暗與宏偉。
家庭教堂裏祭壇上是一位天使，非上帝、非聖母、也非耶穌。有古老的管
風琴，漂亮的木頭座椅。
爬78級階梯可以上到城堡至高處，一層層下來是介紹重要家族的歷史與大
事紀的展廳；家族需要兒子繼承王位，而且愈多愈好。小男孩約6歲就要
安排和適合的同齡皇室貴族女孩訂婚。
下午品嚐在地美食。
宿：Burns Art & Cultural Hotel

第4天
2021/10/05
Tue

杜塞道夫/富爾達(221km/3H)

第5天
2021/10/06
Wed

富爾達/德勒斯登(372km)

交通工具：巴士
因為杜塞道夫不算大城市，我們住的飯店在
市中心，早餐後步行前往市區、萊茵河沿
岸、商業中心、市場、購物百貨公司、超級
市場等；有些建築是杜塞道夫的地標，辦公
大樓全部用透明玻璃當作外牆，裡面上班的
情形一目了然。對杜塞道夫的德國人日常生
活有一個概念。
富爾達是德國人票選最佳城市，我們安排步
行遊覽；城區建築以巴洛克時期為主
宿：Fulda Platzhirsch Hotel

交通工具：巴士
北部德國信的是馬丁路德的基督教（新
教），但因為隔壁的波蘭是天主教，薩
克森的國王有時會兼管波蘭，所以也會
接受天主教，所以這一地區的教堂有新
教與天主教兩種並存。
老區步行遊覽，真像義大利的翡冷翠，
雕刻與建築美極了。難怪德勒斯登號稱
易北河邊的翡冷翠。黃昏時坐在易北河邊，什麼都不做光靜靜的坐在椅
子上就是一種幸福！
宿：Steinberger Hotel de S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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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
2021/10/07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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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登

交通工具：巴士
前東德的重要城市，因為它有非常多璀
璨的古典建築。因其地理位置靠近波
蘭，隸屬於薩克森郡，所以和傳統的日
耳曼文化不一樣。
市區遊覽:步行老城區，有許多舊時代
的房舍、很多公寓在戰後由德國婦女一
磚一瓦砌成，因為男人都上戰場陣亡
了。有一區是當年蘇聯KGB住的地方，
現在

是公寓，普丁就在此待過。
參觀東德時代博物館，裡面館藏了1950
年代的郵局、藥房、雜貨店、學校、辦
公室、一些樣版家庭，最棒的是好多老
汽車，摩托車、海報、剪報等。
博物館位於購物商場旁邊，可以大買特
買一番。有的比台灣便宜，比如保養品、
醋，有些還是貴。但品質保證，蔬菜水果肉品海鮮都是來自全世界最頂級
的貨色。
宿：Steinberger Hotel de Saxe

第7天
2021/10/08
Fri

德勒斯登/埃爾福特 (216km)

交通工具：巴士

第8天
2021/10/09
Sat

埃爾福特/馬堡(227km)
交通工具：巴士
馬堡位於蘭河畔的美麗城鎮，與海德堡等同列德國四大大學城之一，格林
兄弟也曾就讀過馬堡大學；馬堡大學是菲立普伯爵在 1527 年所創立的第
一所新教徒大學。
伊莉莎白教堂:伊莉莎白是匈牙利公主，終身奉獻慈善事業，但不幸於 24
歲便逝世，這一座教堂便是為了紀念她而建立的，內部伊莉莎白公主黃金
棺木裝飾美侖美奐 ，彩繪玻璃上描述著伊莉莎白的生平。伊莉莎白教堂

今日由東
德返回西
德，途經
的埃爾福
特是少數
在二戰中
沒有被破
壞的城
市，是風韻猶存的美麗中世紀小城。最著名的就是商人橋:一座普通的橋墩
上面是一排帶狀房屋，樓下是商家。
投宿於老城區，夜景迷人。
宿：Mercure Hotel Erfurt Alt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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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德國最古老的歌德式
建築。由教堂沿著上坡道
路往南走，鋪設的石板道
路兩旁皆是具有特色的木
質骨架房舍；這裡也是馬
堡市區最吸引人的道路。
伯爵城堡位於市區西方山
丘頂端，居高臨下，可以俯瞰整個馬堡。
宿：Marburg Welcome Hotel

第9天
2021/10/10
Sun

馬爾堡/法蘭克福(98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搭乘當地的小公車，沿著窄窄的中古時期的石頭道路向上慢行，兩
旁都是木造老房，體驗視覺上另種風味。
下午返回法蘭克服，住宿機場飯店，裡面是購物中心，自由逛店。
宿：Hilton Squaire Frankfurt

第 10 天
2021/10/11
Mon

法蘭克福/台北
交通工具：巴士、飛機
飯店餐廳享用豐盛早餐後步行赴機場出境大廳，結束難忘的德國遺珠之
旅!
搭機直飛台北。CI062 1120/0620+1
宿：機上過夜

第 11 天
2021/10/12
Tue

法蘭克福/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華航班機直飛台北，抵達時間為搭機次日的清晨 06:20。

★★疫情過後的售價有可能隨航空公司的政策調整。（比如只放高艙等機位供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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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說明》
售價NT$128,000. (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經濟艙機位，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頂級飯店、
小費；每日一次正餐；旅行責任險為500萬及意外醫療險10萬含海外急難救助。全程領隊、
中文導遊；限量小團)
華航商務艙加價NT$95,000/豪經艙加價NT$25,000。
指定單房差NT$40,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其它地區」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報名後，本公司會主動與您聯
絡。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報名程序：1. 支付訂金 NT$30,000./人先開好航空公司機票。
2. 出發前一個月付清尾款。
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3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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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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