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暢遊：蘇黎世、布里恩茨、茵特拉根、少女峰、雪朗峰、施特歇爾貝格、雪朗峰、穆倫、 
      茲懷斯文、蒙特勒、策瑪特、盧加諾、貝林佐納、蒂拉諾、庫爾、阿彭策爾、聖加侖 
             
『閃亮推介』  
『瑞士登山火車通行證』頭等車艙  
善用瑞士鐡路網絡，免除塞車之苦；並安排頭等車廂， 

 讓你感受瑞士國鐵的準時、可靠又便捷的鐵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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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行李直接運送至酒店服務(Door to Door)，安全靈活又輕鬆。  
『瑞士深度遊』親臨瑞士四大語區，體會各地風情。 
『絕色景致』少女峰 
乘登山火車親踏「歐洲屋脊」少女峰，飽覽萬年冰象奇景。 
『觀景之醉』雪朗峰 
獨享 360 度全景觀視野，飽覽 200 座山峰壯麗景色；於旋轉餐廳品嚐午餐。 
『山中之王』馬特洪峰 
舉世聞名的金字塔型山峰，巍峨姿態，傲然而立，湖上倒影，美不可言。 

 
『黃金快線 Golden Pass Line』 
沿途欣賞瑞士田園風光，圖恩湖及阿爾卑斯山脈映入眼簾，賞心悅目。 
『冰河快車 Glacier Express』 
世界最慢的快車，盡覽峽谷、瀑布；攀臨Oberalp Pass(阿爾卑斯隘口)。 
『伯爾尼納快車 Bernina Express』 
世界文化遺產鐵道，攀上海拔 2253 公尺的冰川，跨越 196 座橋樑， 
穿過 55 條隧道，沿途美好風光，讓快門連按，忙得不亦樂乎。 
增遊『芝士之鄉』阿彭策爾、『學問中心』聖加倫，領略瑞士原味。 
 
『極致享受』 
乘船暢遊布里恩茨湖，連綿小山、村落、古城，出塵脫俗。 
於茵特拉根連續住宿三晚，輕鬆遨遊少女峰及雪朗峰。 
連續兩晚住宿環保城~策瑪特，感受馬特洪峰腳下的日與夜。 
連續兩晚入住意語區大城~盧加諾，漫步於湖畔美景，妙不可言。 
 
『精選美饌』 
少女峰     ~ 少女峰雪山餐廳 
雪朗峰     ~ 雪朗峰 PIZ GLORIA 旋轉餐廳   
茵特拉根   ~ 火鍋三重奏《芝士、牛肉、朱古力》                    

 
策瑪特     ~  瓦萊州特色黑面羊餐 
盧加諾     ~  意式晚餐

瑞士 

Tour Code: EWZJ10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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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遊火車之路 
 
由瑞士旅遊局推

廣，以火車作主要

交通工具的旅遊路

線，覆蓋了全國各

地 8 條不同的迷人

鐵路！ 
 
本行程選乘精華路

段，暢遊瑞士純淨

國度。 



 
黃金快車 

冰河列車 

伯爾尼納快車 

*冰河列車於 14/10 至 14/12 停開，路線將以國鐵列車行駛，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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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里恩茨 ~              

布里恩茨湖遊船 ~ 茵特拉根 ~ 哈德昆觀景台                                             
Hong Kong    Zurich (Switzerland) ~  Brienz  ~        
Lake Brienz Cruise ~ Interlaken ~ Harder Ku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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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機抵達後，搭乘火車
前往布里恩茨，轉乘湖船前往茵特拉根。 
I布里恩茨：位於雙子湖一端、歷史悠久的湖畔古城，因其
木刻遠近馳名，故此又以木刻小鎮聞名。 
布里恩茨湖遊船：碧藍的布里恩茨湖座落在伯爾尼高原的
壯麗高山上。安排乘船暢遊在湖岸陡峭的高山湖裡，經驗令
人難忘。 
I茵特拉根：位於伯爾尼高地，圖恩湖泊與布里恩茨湖之間，
故又名「雙子湖城」。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也是購物
天堂。 
I哈德昆觀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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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opole 或 Bellevue 酒店或同級 

第 2 天 茵特拉根 ~ 少女峰大雪山之旅 ~茵特拉根                   
Interlaken ~ Mt. Jungfrajoch ~ Interlaken                             
早餐後，搭乘火車前往客來雪德，轉乘登山火車登上歐洲最
高的鐡道車站少女峰。遊畢，返回茵特拉根。 
少女峰：有歐洲屋脊之美稱。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
選為世界文化遺產；少女峰鐵道公司因應2012年百年紀念新
增全新設施“阿爾卑斯的震撼”先由360度的壯麗震撼影音
開場，接續體驗各種不同燈光效果伴隨音樂沿著輸送道循序
參觀生動的少女峰鐵道建造史以及當地旅遊發展。 
少女峰大雪山之旅：搭乘登山火車，穿過岩洞隧道，前往
少女峰車站，登上海拔3,454公尺的觀景台，雄偉的冰河奇景
一覽無遺，更可欣賞萬年冰洞內的各式冰像奇景。 
 

 

 

 

 

 

 

 

 

 

 

 

 

 

 

 

 
 
 
 
 
 
 
 
 
 
 
 
I博格站：體驗玻璃觀景平台和一段鐵網架空的高空棧道，
一嘗真正無障礙地欣賞腳下與別不同的美景，刺激無比。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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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opole或Bellevue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茵特拉根 ~ 茲懷斯文  ++黃金快車++  蒙特勒 ~   
詩隆古堡 ~ 策瑪特                                                        
Interlaken ~  Zweisimmen  ++Golden Pass Line++       
Montreux ~ Chillon Castle ~ Zermatt                       
早餐後，乘火車前往茲懷斯文，轉乘觀光鐵路黃金快車前往
蒙特勒，並於市內觀光。及後，乘坐火車前往無煙環保城策
瑪特。 
黃金快車：整段觀光線路由三段鐵路組合而成，連接瑞士
中部德語區的琉森及西南部法語區的蒙特勒。沿途可飽遊覽
明麗湖景、牧場及葡萄園，別有一番景致。 
I蒙特勒：依傍於日內瓦湖的避風灣，更是著名的葡萄園區，
可飽覽瑞士的湖光山色美景。 
詩隆古堡：曾是瑞士皇室御所，具有700年歷史，旁邊是
風景優美的日內瓦湖。 
Sonne 或 Schweizerhof 酒店或同級 

 

 

 

 
 
 
 
 
Metropole 或 Bellevue 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茵特拉根~ 雪朗峰 ~博格站 ~ 穆倫 ~茵特拉根               
Interlaken ~ Schilthorn ~ Birg ~ Murren ~ Interlaken       
早餐後，乘火車至琉德本納轉乘登山纜車前往雪朗峰飽覽群
峰絕佳景致。遊畢，乘纜車至穆倫小鎮並返回茵特拉根。 
雪朗峰︰位於海拔 2970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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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天 策瑪特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 策瑪特               
Zermatt ~ 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 ~ Zermatt                            
早餐後，前往纜車站，前往馬特洪峰冰川天堂，及後於策瑪
特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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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搭乘空中纜車前往富麗Furi，換乘可
容納100人的大型纜車前往特勞克納施泰格(Trockener 
Steg) ，搭乘全歐洲最高的纜車向馬特洪峰冰川天堂觀景台
邁進，等待您的將是由群山俊嶺、壯麗冰河以及連綿的皚皚
白雪。在這冰川天堂，除可欣賞到馬特洪峰美麗的一面，還
有機會觀賞策瑪特地區38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雄峰。 
*14/10至29/11期間及因天氣、強風或維護等原因以致纜車停
駛，行程將改為前往葛拉特大雪山Gornergrat或羅特洪峰。 
Sonne 或 Schweizerhof 酒店或同級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早 自理/航機上 酒店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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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晚 酒店餐廳 當地餐廳 
芝士、牛肉、朱古力

火鍋 
酒店餐廳 瓦萊州特色黑面羊餐 

少女峰 

歐洲最著名山峰之一，更被稱為歐洲屋脊。由伯爾

尼高地必須先乘坐火車前往客來雪德，才可以乘坐

少女峰觀光列車，登上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客人更可在雪山餐廳品嚐午餐，並預留充裕時間，

暢遊少女峰。 

在眾多的阿爾卑斯山峰當中，雪朗峰能帶來印象深

刻的景觀。全因其獨特地理位置，為前來觀光的遊

客提供 360 度全景觀視野，飽覽 200 座山峰的壯

麗景色。 

尊賞假期更會安排客人於全景觀旋轉餐廳「Piz 

Gloria」品嚐午餐，配上 360 度美景，妙哉！ 

雪朗峰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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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19-013-0801      

 

 

 

 
 
 
 
 
 
 
 
 
 
 

 
 
 
 
 
 
 
 

第 6 天 策瑪特 ++冰河列車++ 安德馬特 ~ 盧加諾            

Zermatt ++Glacier Express++ Andermatt ~ Lugano        
早餐後，前往車站乘坐冰河列車前往安德馬特。抵達後，轉
乘火車前往意語區最大城市 ~盧加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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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河列車於 14/10 至 14/12 停開，路線將以國鐵列車行駛，
敬請留意。 
I 盧加諾：坐落於蔚藍幽深的盧加諾湖畔，小鎮保存地中海
風情和意式建築，風光怡人。 
 
 
 
 
 
 
 
 
 
 
 
 
 
 
De La Paix 或 Admiral 酒店或同級 

第 7 天 盧加諾 ~ 貝林佐納 ~ 格朗德城堡 ~盧加諾        
Lugano ~ Bellinzona ~ Castelgrande ~ Lugano            
早餐後，前往車站乘坐火車前往意語區首府 ~貝林佐納，遊
畢返回盧加諾。 
I貝林佐納：中世紀時為了防禦目的建立多座城堡，被譽為
「城堡之都」聞名於世，舊城區饒富特色。從13至15世紀間，
共興建三座城堡，分別是大城堡、貝羅山城堡及薩所科爾巴
洛城堡，依序排列，連成一線，其中以雙塔的大城堡歷史最
悠久。 

 

 
 
 
 
 
 
 
 
 
 
格朗德城堡：又名「大城堡」，三座城堡中最知名的一座。
建於十三世紀，經多次增建及改造，有800多年歷史，被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 
De La Paix 或 Admiral 酒店或同級 

第 8天 盧加諾 ~ 蒂拉諾(意大利) ++ 伯爾尼納快車++ 庫爾  
Lugano ~ Tirano (Italy)  ++Bernina Express++  Chur                         
早餐後，於車站乘坐火車經意大利鐵路系統前往蒂拉諾。及
後乘坐伯爾尼納快車，前往庫爾。 
I蒂拉諾：位於意大利靠近瑞士邊境的小鎮，更是伯爾尼納
快車的起訖點。 
伯爾尼納快車：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觀光鐵路，沿途高度
落差高達海拔1,800公尺，雪嶺雄峰，冰川美景，蔚為奇觀。
在普斯提亞沃谷地的360度轉彎拱橋，鬼斧神工的建築技術
與景觀，更是令人讚嘆不已。 
I庫爾：瑞士最古老的城市，保存著豐富的文化遺產及歷史
遺跡，石壁環繞的古城依舊保存著中世紀風貌。 
ABC Swiss Quality酒店或同級 

第 9/10 天 庫爾 ~ 阿彭策爾 ~ 聖加倫 ~ 蘇黎世  香港                  
Chur ~ Appenzell ~ St. Gallen ~ Zurich  Hong Kong                       
早餐後，安排舒適地乘旅遊車前往阿彭策爾並到坊芝士工廠。
遊畢，前往聖加倫遊覽，然後前往機場並乘坐瑞士航空直航
飛返香港。航機於第10天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I阿彭策爾︰保存了瑞士傳統風俗以及樸實的鄉村情調，以
淳樸的鄉村風格和優美起伏的丘陵而著稱。鎮上的古老木屋，
每一間外牆上的彩繪色彩圖案都不同，彷如走進童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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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6 Day 7 Day 8 Day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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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餐廳 

晚 酒店餐廳 意式晚餐 酒店餐廳 自理/航機上 

馬特洪峰又名為「山中之王」，其氣派非凡的
錐狀山形人所熟識，更是著名朱古力品牌的商
標。作為歐洲最後被登山者征服的高山，一般
人當然無法攀上，反而馬特洪峰冰川天堂或葛
拉特大雪山正是最好的觀賞地點。 

 

 

 

馬特洪峰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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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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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