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 

12天 瑞士 健行.鐵道 
《少女峰．冰川．冰河列車》 

健行路線級別 

1-3★ 
 

最高健行海拔 

約 2500 米 

最長健行時間 

約 5 小時 

 

最遠健行距離 

約 11 公里 

  安排行李直接運送至酒店服務，輕輕鬆鬆搭火車遊瑞士 

安排隨團領隊及一名尊賞工作人員前呼後應，安心又放心 

  冰河列車連午餐，安坐全景觀玻璃車廂欣賞沿途景致 

安排「瑞士國鐵」乘坐頭等車廂*，善用完善的瑞士鐵路網

絡，免卻塞車之苦，讓您感受瑞士國鐵的準時又便捷的鐵

路系統。(*頭等車艙只包括「瑞士國鐵」部份，並不包括景觀列車、高

山鐵道、吊車及纜車，敬請留意！) 

精心安排隨團領隊及一名隨團尊賞工作人員前呼後應，讓

你安心又放心 

遊船、全景火車、登山纜車、齒軌火車，體驗不同交通工

具，深入瑞士各個絕美景觀 

登山列車前往哈德昆觀景台飽覽茵特拉根 

火車來回歐洲屋脊～少女峰 

登山纜車來回電影 007 鐵金剛拍攝地～雪朗峰 

女魔峰來回雪山纜車 

住宿瑞士三大無煙環保城～溫根、策瑪特及貝特默阿爾卑 

尊 

賞  

極 

致 

安 

排 

Tour Code: EWZ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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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根 曼麗申 客來雪德 少女峰大雪山 客來雪德 溫根 

健行：曼麗申(2230m) ~ 客來雪德(2061m) (約2小時，難度：1★) 

搭乘索道吊車到達少女峰區的曼麗申，健行至客來雪德，但見少女

峰雄姿及山下環保村莊；搭乘百年鐵路列車穿越艾格峰山腰，登臨

歐洲最高火車站、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車站，在白雪皚皚的戶外欣

賞少女峰、僧侶峰、阿萊奇冰河等壯麗景色。 

 

曼麗申 
| 

客來雪德 

穆倫 
| 

葛魯奇 
阿爾普 

溫根 琉德本納~特呂默爾河瀑布 施特歇爾貝格 雪朗峰

穆倫 葛魯奇阿爾普 琉德本納 溫根 

健行：穆倫(1634m) ~ 葛魯奇阿爾普(1489m) (約1.5小時，難度：1★) 

乘火車至琉德本納，一覽震耳欲聾的特呂默爾河瀑布魅力。及後，

乘坐巴士至景色優美施特歇爾貝格小村莊，轉乘登山纜車前往雪朗

峰飽覽群峰絕佳景致。於海拔2970米的雪朗峰360度欣賞包括艾格

峰、僧侶峰和少女峰在內的“瑞士天際線”美景。遊畢乘纜車至穆

倫小鎮展開健行，沿途欣賞百花盛放，群山環抱，沉醉於大自然之

中。遊畢，乘火車及纜車前往貝特默阿爾卑。 

阿萊奇
冰河 

貝特默阿爾卑 貝特默爾峰 阿萊奇冰河邊緣 馬里耶倫湖

Marjelensee行人隧道 費爾施阿爾卑 費爾施 貝特 貝特默

阿爾卑   

健行：貝特默爾峰(2500m)~阿萊奇冰川邊緣(2333m)~馬里耶倫湖(2302m)~費

爾施阿爾卑(2212m) (約 5小時，難度：3★★★) 

乘登山纜車前往貝特默爾峰，沿著冰川旁的山徑，近距離欣賞世界

自然遺產的阿萊奇冰河及壯麗雪山群峰；蜿蜒前進而到達冰川盡頭

的Marjelensee湖；取道行人隧道，穿過山麓間的高山牧場沿山脊下

行到達費爾施阿爾卑。 

 

閃 

亮 

推 

介 

聖莫里茲 蒙特拉奇 蒙特拉奇冰川 女魔峰車站 女魔峰

聖莫里茲 

健行：蒙特拉奇冰川(1896m) (約2.5小時，難度：1★) 

乘火車前往蒙特拉奇車站，展開冰川健行。蒙特拉奇冰川屬於難度

較低的，走在其中，見證冰川的冰舌百年以來退縮的記錄。隨後前

往女魔峰車站，乘登山纜車登上女魔峰，觀賞伯連納峰、蒙特拉奇

冰川(女魔峰之頭髮)等，雪嶺雄峰、冰川美景。 

策瑪特 蘇內加 布洛赫特 三湖巡禮 蘇內加 策瑪特 

健行：布洛赫特(2588m) ~ 三湖巡禮 ~ 蘇內加(2288m) (約3小時，難度：2★) 

乘纜車前往布洛赫特展開三湖巡禮，沿途穿過鬱鬱蔥蔥草原與鮮花

小徑，漫遊高山雪水湖，在湖邊欣賞馬特洪峰美景。步行至蘇內加

後乘登山齒軌火車返回策瑪特。 

三湖巡禮 

女魔峰 



 
 
 
 
 
 

健行      吊車/纜車     火車      巴士      船 
 

第 1 天 香港  蘇黎世(瑞士)                               

Hong Kong  Zurich(Switzerland)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瑞士航空直航飛往瑞士~蘇黎世。 

第 2 天 蘇黎世 茵特拉根 哈德昆 雙子湖遊船 溫根               

Zurich  Interlaken Harder Kulm                  

Interlaken Cruise Wengen                                                                    
航機抵達後，搭乘火車前往格茵特拉根，並於市內觀光。及
後，乘坐湖船欣賞湖邊風光。及後，搭乘火車前往溫根。 
茵特拉根：坐落伯爾尼高地，是前往少女峰的必經之路。因
位於圖恩湖 Thunersee 及布里恩茨湖 Brienzersee 之間，而
得名 Interlaken。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更是無數短途
旅行的理想出發地，可盡享少女峰地區出塵之美。 
哈德昆：乘坐登山列車登上哈德昆，站在觀景台上，以另一
個角度飽覽茵特拉根及少女峰地區雄姿。 
雙子湖遊船：在氣勢磅礡群山的背景前，深藍色的雙子湖躺
於阿爾卑斯山的邊緣。 乘坐湖上遊船是探索湖邊各樣風景
的最佳方法，安坐於甲板上感受燦爛陽光，同時凝視著湖畔
誘人風光、浪漫鄉村、宏偉古堡。 
溫根：距離少女峰最近的村莊，也是「環保無煙城鎮」，因
禁止汽車駛入，故此讓人感覺特別純淨安寧，遊客可在此處
靜靜地享受沒有污染的空氣。小鎮處處散發著古樸傳統的氣
息，零星的小木屋、渡假酒店，構成優美畫卷。 
Wengener Hof 或 Siberhorn 或 Sunstar 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溫根 曼麗申 客來雪德 少女峰大雪山        

客來雪德 溫根                                            

Wengen Mannlichen  Kleine Scheidegg             

Mt Jungfraujoch Kleine Scheidegg Wengen                                              

健行路線：曼麗申(2230m) ~ 客來雪德(2061m)                      

難度：★☆☆☆☆ / 時間：2 小時 / 長度：6 公里        

早餐後，乘火車至纜車站，搭乘登山纜車前往曼麗申，健行
至客來雪德轉乘登山火車登上歐洲最高的鐵道車站少女峰。
遊畢乘登山火車返回客來雪德，以回眸角度欣賞少女峰傲然
而立雄姿。稍後乘登山火車返回溫根。 
曼麗申：位於海拔2230米，搭乘最長的索道吊車到達曼麗申。
健行到客來雪德，沿途觀賞山峰，風景怡人。 
客來雪德：位於艾格峰北坡山腳下，是前往少女峰觀光的中
轉站，從山丘上望去的景色，名山近在咫尺。 
少女峰：探訪瑞士名氣最大的少女峰山區，有歐洲屋脊之美
稱，健行於如畫中仙景的山野間；搭乘百年鐵路列車穿越艾
格峰山腰，登臨歐洲最高火車站、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車站，
在白雪皚皚的戶外欣賞少女峰、僧侶峰、阿萊奇冰河等壯麗
景色。 
Wengener Hof 或 Siberhorn 或 Sunstar 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溫根 琉德本納~特呂默爾河瀑布                

施特歇爾貝格 雪朗峰  穆倫  葛魯奇阿爾普         

琉德本納 溫根                                         

Wengen Lauterbrunnen ~ Trummelbach falls         

Stechelberg Schilthorn Murren  Grutschalp            

Lauterbrunnen Wengen                               
健行路線：穆倫(1634m) ~ 葛魯奇阿爾普(1489m)         

難度：★☆☆☆☆ / 時間：1.5 小時 / 長度：5 公里       

 
 
 

 
 
 
 
 
 
早餐後，乘火車至琉德本納遊覽特呂默爾河瀑布。及後，轉
乘巴士至施特歇爾貝格，搭乘登山纜車前往雪朗峰飽覽群峰 
絕佳景致。遊畢，乘纜車至穆倫小鎮，展開健行至葛魯奇阿 
爾普。乘火車返回溫根。 
琉德本納：少女峰山麓下的瀑布小鎮。70多個瀑布小河、巍
峨雪山及茂密的山林，獨有的醉人景致彷如世外桃源。 
特呂默爾河瀑布：是世界上僅有的冰川瀑布，更是歐洲最大
的地下瀑布，每秒流水量高達兩萬公升，氣勢磅礡。 
穆倫：位於海拔1650的小村莊，四周被雪山美景所包圍，完
整地保留了阿爾卑斯樸素優美景致  
雪朗峰：位於海拔2970米。因拍攝著名電影007鐵金剛的拍
攝地而名聲大噪。於“BOND WORLD 007”互動冒險展覽
及“007星光大道”追尋鐵金剛的足迹。或是沿著峭壁小徑
下行至博格站體驗玻璃觀景平台和一段鐵網架空的高空棧
道，一嘗真正無障礙欣賞腳下與衆別不同美景，刺激無比。 
 
 
 
 
 
 
 
 
 
 
  
PIZ GLORIA 旋轉餐廳：全球最美景觀的餐廳之一，每45
分鐘旋轉一周。享受美食的同時欣賞白雪皚皚的群山眼前滑
過的餐桌體驗。  
葛魯奇阿爾普：約2小時的健行，沿途欣賞百花盛放，群山
環抱的美景，山谷中的小木屋，遠處白雪皚皚的群山，這一
切構成了阿爾卑斯山區那獨有的迷人景致，讓人留連忘返。  
 Wengener Hof 或 Siberhorn 或 Sunstar 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溫根 維爾德斯維爾 施尼格觀景台               

阿爾卑斯百花徑 維爾德斯維爾 茵特拉根 貝特       

貝特默阿爾卑                                           

Wengen Wilderswil Schynige Platte Alpine Garden    

Wilderswil Interlaken Betten BAB  Bettmeralp    

健行路線：施尼格觀景台(2076m) ~阿爾卑斯百花徑               

難度：★☆☆☆☆ / 時間：2 小時 / 長度：6 公里        

早餐後，乘火車前往維爾德斯維爾，轉乘齒軌鐵道火車前往
施尼格觀景台，沿途可見茵特拉根山下兩湖景色，於此健行
一圈至阿爾卑斯百花徑，及後乘齒軌道火車返回維爾德斯維
爾，轉乘火車經茵特拉根前往利德阿爾卑。 
施尼格觀景台：位於海拔1967米的高山站，是各種精彩環遊
遠足線路的起點。觀景台上可遠眺艾格、僧侶、少女山峰，
更被譽為拍攝及欣賞少女峰最佳位置之一，更有機會碰到野
兔及土撥鼠。阿爾卑斯百花徑：夏日花開茂盛，沿途山上百
花齊放，生長著約650種植物。一邊感受郊外氣息，一邊用
雙眼享受山的雄偉，來一場視覺上的衝擊。 
(註: 百花徑鮮花綻放於7-8月，實際花期需視乎天氣。其他月份以欣賞壯麗
山峰及自然景觀為主。) 

 Hotel Alpfriden 或 Waldhaus 酒店或同級 

(註: 如貝特默阿爾卑酒店客滿，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酒店。) 

 
 
 
 

 
健行路線級別 x 健行天數： 

 
 
 

 
此行程難度說明：路線坡度有起伏，但大多起伏不大，伴有砂石或泥土的山徑。留意第 6 天的阿萊奇冰河邊緣之行，健行距離較長約 5 小時，部份路段陡峭多碎石， 
需用手輔助上落，需要良好腳力與耐力，敬請報名前先衡量自身的健康狀況。 

容易 ★ x 4 天 初級 ★★ x 1 天 中級 ★★★ x 1 天 高級 ★★★★ 資深 ★★★★★ 

路線簡單主要平路
行走，稍有坡度石級 

大致平坦，有幅度
山坡及上落石級 

多上下坡或石級，路面凹凸不平，建議使用登山杖，
參加者須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以應付此等級的健行 

具挑戰性，長及陡峭的爬升，
參加者須有良好的體能耐力 

高海拔攀登，長途且陡峭的
爬升，適合有豐富經驗者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早 - 航機上/自理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 當地餐廳 少女峰雪山餐廳 雪朗峰 PIZ GLORIA 旋轉餐廳 自理 

晚 航機上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或綱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EUR20-026-1007     

第 6 天 貝特默阿爾卑 貝特默爾峰  阿萊奇冰河邊緣    

馬里耶倫湖  Marjelensee 行人隧道  費爾施阿爾卑     

費爾施 貝特 貝特默阿爾卑                           

Bettmeralp Bettmerhorn Altesch Glacier             

Maerijelensee Fiescheralp Fiesch Betten BAB        

Bettemeralp                                               
健行路線：貝特默爾峰(2500m)~阿萊奇冰川邊緣(2333m)~
馬里耶倫湖(2302m)~費爾施阿爾卑(2212m)                                              

難度：★★★☆☆ / 時間：5 小時 / 長度：11 公里         
(註：阿萊奇冰河健行為中級難度為 3★，全程 5 小時，有部份陡坡，具耐  

力及登山技巧。敬請報名前請先衡量自身的健康狀況。)                  

早餐後，乘登山纜車前往貝特默爾峰，展開阿萊奇冰河邊緣
至費爾施阿爾卑山谷及馬傑蘭冰河湖健行。遊畢乘登山纜車
及火車返回貝特默阿爾卑。  
阿萊奇冰河：冰河全長23公里，面積達115平方公里，冰重
達27億噸，是阿爾卑斯山脈最大的冰河。從少女峰山口一直
延伸至阿萊奇，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費爾施：周邊地區是登山及健行的天堂，有著百多公里的步
行徑，沿途可欣賞獨特的高山美景，除阿萊奇冰河外，海拔
2927米的埃基斯峰Eggishorn為當地最知名山峰，從阿萊奇
冰河邊緣健行至馬傑蘭冰河湖，此路線被稱為「從冰到水之
旅」(From the ice to the water)，需約5小時可到費爾施阿爾
卑，而到達小巧迷人的馬傑蘭冰河湖一段路上，都可欣賞到
阿萊奇冰河的奇幻美景。*  

 Hotel Alpfriden 或 Waldhaus 酒店或同級 
(註: 如貝特默阿爾卑酒店客滿，將改為住宿鄰近城市酒店。) 

第 7 天 貝特默阿爾卑 貝特 策瑪特~自由活動             

Bettmeralp Betten BAB  Zermatt ~ Free at leisure                

(Optional tour: Gornergrat, Glacier Paradise)                              
早餐後，搭乘登山纜車返回貝特，轉乘火車前往策瑪特，抵
達後，自由活動。策瑪特自由購物或遠足。為方便團友靈活
安排活動節目及品嚐當地美食，是日午餐自理。 
策瑪特：位於馬特洪峰腳下，是阿爾卑斯山的觀光勝地，此
鎮均禁止車輛通行，全鎮交通以電動車、馬車代步，因此環
境幽静，空氣清新。 
建議行程：·乘坐登山鐵路至葛拉特觀景台Gornergrat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 
 (註：前往葛拉特及馬特洪峰冰河天堂需自行購買登山車票。) 

Sonne酒店或同級 

第 8 天 策瑪特 蘇內加 布洛赫特  三湖巡禮 蘇內加   

策瑪特                                             

Zermatt Sunnegga  Blauherd  3-Seenweg         

Sunnegga  Zermatt                                                    
健行路線：布洛赫特(2588m)~三湖巡禮~蘇內加(2288m)    

難度：★★☆☆☆ / 時間：3 小時 / 長度：7 公里           

(*註：三湖巡禮難度為 2★，全程約 3 小時，有部份陡坡，需耐力及登山技   

巧。敬請報名前先衡量自身的健康狀況。而能否拍攝到馬特洪峰倒影須視  

乎當日天氣。)                                                      

早餐後，搭坐火車前往蘇內加，並轉乘纜車前往布洛赫特站
展開美麗湖泊健行，行經三個不同風情各具特色的湖泊至蘇
內加後，乘登山齒軌火車返回策瑪特。 
三湖巡禮(3-Seenweg)是區內知名的健行路線，具有挑戰性，
健行於森林與繁花盛放的小徑，一路享受壯闊的阿爾卑斯群
峰與冰河環繞景致，風景如畫的阿爾卑斯湖泊，馬特洪峰優
雅身影也一覽無遺，沿途的美景，會讓你忘記疲憊。 
 

 

 

 

 

 

 

 

(註：五湖健行路線一般包括Stellisee， Grindjisee，Leisee，Grunsee & 

Moosjisee，由於Grunsee與Moosjisee所在位置較偏遠，所需時間及體力較

大，本社特別設計「三湖巡禮」，路線隔著山谷眺望此兩湖。) 

Sonne酒店或同級 

第9天 策瑪特「冰河列車」 聖莫里茲                              

Zermatt - Glacier Express St Moritz                                
早餐後，乘坐冰河列車前往聖莫里茲。  
冰河列車：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景觀列車之一，安坐全景觀玻
璃車廂，沿途景致變化多端，如畫風光目不暇給。 
聖莫里茲：位於海拔1856米的阿爾卑斯山區，四周是雪山環
繞的湖泊，是歐洲最著名的渡假聖地之一。 
Steffani或Art Boutique Monopol或Crystal酒店或同級 

第 10 天 聖莫里茲 蒙特拉奇  蒙特拉奇冰川           

女魔峰車站 女魔峰  聖莫里茲                            

St Moritz Morteratsch  Morteratsch Glacier           

Diavolezza Station  Diavolezza  St Morit               
健行路線：蒙特拉奇冰川(1896m)                         

難度：★☆☆☆☆ / 時間：2.5 小時 / 長度：5 公里         

早餐後，乘火車前往蒙特拉奇，展開冰川健行。及後乘火車
及登山纜車前往女魔峰，遊畢乘火車返回聖莫里茲。  
蒙特拉奇冰川：位於女魔峰側，是典型的山谷冰川，連綿7
公里，自1878年以來的百年記錄著，每年平均縮退17.2m；
惟近年卻以平均30m速度縮退，見證地球暖化的後遺症。在
步行之間，會看到書寫著不同年份的路牌，其實這都是冰河
末端位置的年代記錄指標，讓人充分感受到冰河是怎麼樣漸
漸消失。 
女魔峰：著名的恩加丁(Engadine)山峰，在意大利語中是女
魔的意思。傳說很久以前有一個美麗的女山神令人類誤入歧
途，所以這兒的人們從此消失了。女魔峰環繞著幾個海拔三
千米的山峰，還有佩爾斯(Pers)和莫爾特拉奇(Morteratsch)
冰河，景色令人難忘。從海拔2978米的女魔峰，天朗氣清時，
可欣賞伯爾尼納斷層山地(Bernina Massif)和天然冰川風景
的獨特的全景。  
 Steffani或Art Boutique Monopol或Crystal酒店或同級 

第 11/12 天 聖莫里茲 蘭德夸特購物村 蘇黎世香港                               

St Moritz Landquart Outlet  ZurichHong Kong                              
早餐後，安排旅遊巴士專車前往購物村。及後乘車前往蘇黎
世機場，乘坐瑞士航空直航飛返香港。航機於第12天安抵香
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蘭德夸特購物村：位於火車站旁的著名購物村，擁有超過160
個設計品牌，當中包括多個行山運動品牌。 
 
【健行瑞士主要事項】(報名前敬請先行了解) 
 團中的健行活動及火車路線，由當地接待單位按實際情

況而作出決定。 
 行山路線會因天氣、交通、體力等難以估計因素，而作

即時更改，甚至縮短路線，一切以領隊的當時決定為準。 
 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團友不得藉此反對。 
 客人必須衡量個人體格、年齡及健康

狀況，如有需要，應要徵詢醫生或專
業人士之意見及建議。 

＊詳細健行提示及常見問題 
請掃描右方QR CODE＊ 

 
 
 
 

 Day 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 Day 11 Day 12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航機上 

午 當地餐廳 自理 當地餐廳 冰河列車 當地餐廳 自理 - 

晚 當地餐廳 酒店餐廳 
瓦萊州特色 
黑面羊餐 

酒店餐廳 
火鍋三重奏 

(芝士、牛肉、朱古力) 
航機上 

-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