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天使（Christkind）是聖誕市集的象徵，也是市集被

稱為 Christkindlesmarkt 的由來。自 1948 年開始便有選

聖誕天使的傳統，兩年一任。聖誕天使就像市集代言人，

職責是在聖誕節期間參與各項聖誕慈善活動，到療養院、

醫院和幼稚園跟市民一起歡度佳節，亦肩負為聖誕市集揭

開序幕及宣傳的工作。 

『閃亮推介』 
『芝味無窮』艾班諾士芝士廠 參觀著名芝士工坊，品嚐及選購新鮮芝士產品。 

『瑞士名峰』森蒂斯峰 登上瑞士東部名峰「森蒂斯峰」，眺望阿爾卑斯山麓群峰。 

『夢幻城堡』新天鵝堡巴伐利亞國王路域二世傾一生為藝術築夢，成就了浪漫經典之作，特別安排入內參觀。 

『溫泉名城』國王溫泉鎮 到訪著名溫泉鎮卡羅維，體會昔日貴族療養勝地。 

『中世紀古城』古姆洛夫 盡覽美麗城堡、小橋流水街道，令人流漣忘返。 

『百塔之城』布拉格 硃紅色屋頂，歷史風格建築，陽光下顯得金碧輝煌；參觀古城、布拉格城堡及黃金小徑。 

『極致享受』 
選乘卡塔爾航空，凌晨出發，同日到達蘇黎世，比同類行程多住一晚酒店。 

布拉格連續兩晚住宿，讓你放慢腳步欣賞布拉格冬日之美。 

體驗異國文化，古姆洛夫特別安排中世紀民族晚宴。 

『精選美饌』 
瑞士 ~芝士火鍋配葡萄酒、森蒂斯峰景觀餐廳 

德國 ~ 豬手配啤酒、香腸配啤酒 

捷克 ~ 中世紀民族晚宴、波希米亞烤鴨及煙豬肉配黑啤酒 

 

========聖誕市集的歷史========= 
追溯到中世紀時期，以德語為主語的地區如德國、奧地利、南提洛爾均是聖誕市集的發源地。每年的聖誕，百多

個聖誕市集紛紛於德國及中歐各地舉行。要說規模最大的市集，必然是紐倫堡聖誕市集。閃爍的聖誕燈飾、兩旁

售賣的薑餅朱古力、充滿童真的木製玩具、手執一杯熱紅酒，窩心感覺不期然令你戀上這與別不同的冬日氣氛。 

 
 
 
 
 

 
 
 
 

 

 
 
  

地區 日期及時間 

聖加倫 

St Gallen 
29/11 – 24/12 

Mon – Sun 11:00-18:00 

紐倫堡 
Nuremberg 

29/11 – 23/12 
Mon – Sun 10:00 – 21:00 

24/12 
10:00 – 14:00 

布拉格 (舊城區)  
Prague (Old Town) 

30/11/19 – 06/01/20 
10:00 – 22:00 

聖誕市集舉辦期 

到訪瑞士、德國及捷克聖誕市集 

行程中預留時間穿梭於歐洲聖誕市集， 

讓您感受各具特色的聖誕氣氛 

*以上開放日期及時間只供參考 



 
 
 
 
 
 
 
 
 
 
 
 
 
 
 
 
 
由於航班起飛時間為凌晨，因此集合時間為出發前一天晚上
第 1天 香港  蘇黎世(瑞士) ~阿彭策爾芝士工廠 ~ 聖加侖                             
Hong Kong  Zurich(Switzerland) ~ Appenzell ~           
St. G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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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爾航空經多哈轉機飛往瑞士蘇黎世。航機抵達後，驅車
前往阿彭策爾芝士工廠。及後，前往聖加侖。 
阿彭策爾芝士工廠：工廠沿用古老的習俗和最先進的芝士
製作科技相結合，製造出集新舊特點的產品。參觀製作過程
更可即場品嚐及選購新鮮的芝士製品。 
聖加侖：瑞士東部地區的中心，更有著歐洲『學問中心』美
譽。8世紀建成的聖加侖修道院更是藝術聖地，巴洛克建築風
格的大教堂及修道圖書館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聖加侖聖誕市集：當進入十二月時，聖加侖市中心便佈置
得美輪美奐。除了氣氛十足的聖誕市集外，街道上更佈滿各
式燈飾，仿如滿天繁星，因而擁有著『星星之城 The City of 
Star』美譽。 
:Radisson Blu酒店或同級 

第2天 聖加侖 ~ 森蒂斯峰 ~ 阿爾卑斯地區(德國)             
St. Gallen ~ Alps Resort Region(Germany)                               
早餐後，前往瑞士東部名峰~森蒂斯峰。及後，前往並入住阿
爾卑斯地區酒店。 
森蒂斯峰：海拔2502米，是瑞士東部的最高峰。乘坐纜車
登上山頂，一座座山峰矗立綿延。如天氣晴朗，更可眺望周
邊阿爾卑斯山周圍六國美景，包括德國、奧地利等。 
:Schillingshof或Luitpoldpark Fussen酒店或同級 

第3天 阿爾卑斯地區 ~ 新天鵝堡 ~ 紐倫堡 ~ 聖誕市集 ~   
聖母教堂 ~ 美之泉 ~ 古城牆                            
Alps Resort Region ~ Neuschwanstein ~ Nuremberg ~      
Christmas Market ~ St. Sebaldus Church ~                        
Schoner Brunnen Fountain ~ City Wall                    
早餐後，前往參觀新天鵝堡。及後，驅車前往紐倫堡。 
新天鵝堡：建於1869年，仿中世紀騎士城堡，融合巴洛克、
哥德、文藝復興等各種建築風格，堡內不乏以天鵝為主題的
裝飾，壁畫到浴盆都可以看到天鵝美麗的身影。  
(註：如因節日或特殊因素未能入內參觀，將退回入場門票。)  
 

 

 

 

 

I紐倫堡：近五千公尺長的千年老城牆包圍著，處處散發著
中古世紀的風采。 
紐倫堡聖誕市集 : 紐倫堡有「薑餅大城」之稱，是全歐洲
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聖誕市集。數以百計的小攤販集中在廣
場上，四周搭蓋成小木屋模樣販賣各種各樣的東西，市集內
出售商品琳琅滿目，大都以聖誕裝飾及禮物為主，還有街頭
藝人作街頭表演。 
I聖母教堂：擁有歌德式設計，是帝王禮拜的地方。鐘樓上
放置了一個音樂鐘，到正午十二時，鐘內的小銅人便會搖鈴，
向端坐中央的帝王朝拜。 
I美之泉：位於中央廣場，是一座高17米的八角形金字塔，
是為紀念被屠殺的猶太人而設計的。圍欄上獨特的許願環，
傳說轉動許願環三圈，願望就會成真。 
I古城牆：繞城一周的城牆長達五公里，是德國大城市中少
數尚存的古城牆。雖然受到二戰大戰的破壞，但當中多處已
修復重整，並供遊人參觀。 
: Congress Hotel Mercure或NH Collection酒店或同級 

第4天 紐倫堡 ~ 羅登堡 ~ 市內觀光                              

Nuremberg ~ Rothenburg ~ City Tour                                                
早餐後，驅車前往羅登堡，並於市內觀光。 
羅登堡：陶伯河上的羅登堡典雅得仿如童話中的世界，有「中
古世紀之寶」之稱。二次大戰時曾受轟炸，數百房子被摧毀，
後來按原樣重建此城，恢復中世紀的面貌。 
I羅登堡市內觀光 : 市集廣場、市政廳、聖雅各教堂、議員
會議館。小巷內小巧的陶器店，吸引人們的眼光；冬日下，
古意鴦然的羅登堡更添一份動人景致。 
:Prinzhotel酒店或同級 
第5天 紐倫堡~ 班貝格 ~ 市內觀光 ~                          
國王溫泉鎮(卡羅維)(捷克)                                    
Rothenburg ~ Bamberg~ City Tour ~                             
Karlovy Vary(Czech Republic)                               
早餐後，前往班貝格並於市內觀光。及後，驅車前往捷克國
王溫泉鎮。 
I班貝格：城鎮內有2千多座歷史遺跡，二戰期間幸運地沒受
到大規模的轟炸。漫步舊城區，舊市政廳、大教堂廣場、大
教堂及新皇宮等均保持完好。 
:Grand Hotel Pupp或Sap Thermal酒店或同級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5 

早 航機上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自理/航機上 
森蒂斯峰

景觀餐廳 

德國豬手

配啤酒 

德國香腸

配啤酒 
當地餐廳 

晚 芝士火鍋配葡萄酒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Pretzel(鈕結麵包) Gluhwein (熱紅酒) 烤馬鈴薯、香腸 

========聖誕市集必吃小食========= 

每個聖誕市集中都有很多地道小吃攤位，像是 Pretzel(鈕結麵包)、酸菜、烤馬鈴薯、烤肉串、香腸等，不過

最受歡迎的還是 Gluhwein (熱紅酒)。喝熱紅酒已成為聖誕市集的傳統，歐洲人喜歡大夥兒在寒凍下，依偎在

高腳小圓桌喝酒聊天。置身於寒冷之中，遊客可以嘗試購買一杯熱紅酒暖暖身，熱呼呼的感覺立即暖在心頭。

購買熱紅酒時不妨選擇一些以精緻杯子盛酒的店舖，有些價錢已包含了杯子的費用，喝完後可直接將杯子帶

走，作為在聖誕市集中別具收藏價值的紀念品。 

 



古姆洛夫：中世紀民族晚宴 
 
於古姆洛夫著名酒店~薔薇酒店(Hotel Ruze)體驗中世紀民族晚宴。穿著華麗服裝，扮演著中世紀角色， 

於充滿氣氛的古典餐廳內品嚐傳統美食，樂而忘返。 

 
 
 
 
 
 
 
 
 
 
 
 
第6天 國王溫泉鎮~市內觀光~古姆洛夫                    
Karlovy Vary~ City Tour ~ Cesky Krumlov                           
早餐後，市內觀光。及後，前往中世紀古城古姆洛夫。 
I國王溫泉鎮：捷克著名、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溫泉鄉之一，
已有600多年歷史，被譽為歐洲最漂亮的療養之地。漫步於銅
鐵溫泉迴廊或選購別具特色的溫泉杯，遊走於不同泉口中，
隨意品嚐溫度不同的溫泉水。亦可自由選購水晶、陶瓷、溫
泉杯、溫泉餅等。 
*於古姆洛夫安排中世紀民族晚宴 
:Ruze Hotel酒店或同級 

第7天 古姆洛夫 ~ 布達札維 ~ 布拉格                           
Ceske Krumlov ~ Ceske Budejovice ~ Prague                           
早餐後，市內觀光。及後前往布達札維。遊畢，前往布拉格。 
I古姆洛夫：於1992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舊城區充滿中世
紀古典優雅的情調，美得令人心醉。擁有逾三百多座歷史建
築，蜿蜓曲折的伏爾塔瓦河穿梭其間，優美的弧型河道將古
城一分為二，城堡區及舊城區相互輝映，登上高處俯瞰整個
典雅古城。 
I布達札維：市政廳、黑塔、大力士參孫Samsonova屠獅噴
泉，噴泉雕工精細，是獵影的尚佳景觀。 
:Vienna House Andel’s或Courtyard by Marriott酒店或同級 
 
 
 
 
 
 
 
 
 
 
 
 
 
 
第8天 布拉格~布拉格城堡及聖維特大教堂~布拉格聖誕市集  
Prague ~ Prague Castle & St. Vitus Cathedral ~                   
Prague Christmas Market                                  
早餐後，參觀布拉格城堡及市內名勝。下午可於古城漫步購
物，晚餐安排於古城内享用。 
 
 

布拉格城堡及聖維特大教堂：建於9世紀的古堡皇宮，現今
捷克總統府所在地。拜訪昔日王室加冕及長眠之所聖維特大
教堂，高聳的哥德式建築、玫瑰花窗及彩繪玻璃皆令人嘆為
觀止。 
 
 
 
 
 
 
 
 
 
 
 
 
 
 
 
黃金小徑：布拉格最詩情畫意的街道，曾為王宮打造金飾，
現出售不同類型的手工藝品。 
I古城漫步：提恩教堂、胡斯雕像紀念碑、天文鐘、查理士
橋。伏爾他瓦河的美景令人迷醉，賣藝的街頭藝人耍弄著各
色木偶，琳琅滿目的紀念品店，讓人滿載而歸。 
布拉格聖誕市集：布拉格的聖誕市集比德國及奧地利的市
集有較長的開放時間，舉辦日期直至次年一月。市集是由長
排小巧樸素的小木屋構成，每個攤位都以聖誕燈飾、小物品
來裝飾，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捷克手工藝品、小吃甜點，捷
克熱紅酒。迴異於其他歐洲城市，捷克聖誕市集更可找到獨
具波希米亞風格的飾品。 
:Vienna House Andel’s或Courtyard by Marriott酒店或同級 

第9/10天 布拉格~自由活動香港                                               
Prague ~ Free and Leisure Hong Kong                                                 
早餐後，專車返回市中心自由活動。及後，專車送往機場，
乘卡塔爾航空經多哈轉機飛返香港。航機於第10天安抵香港國
際機場。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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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19-011-0618  

 Day 6 Day 7 Day 8 Day9/10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中式餐廳 

晚 中世紀民族晚宴 酒店餐廳 
波希米亞烤鴨及

煙豬肉配黑啤酒 
自理/航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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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