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抵達蘇黎世國際機場。
當地職員於機場迎接，乘坐專車前往海拔1292米Schonried。(車程約2
小時30分)
抵達後，職員分配單車，如自備單車者則自行安裝，及講解往後行程中
需注意事項。
午餐後，開始單車行程踩車下坡約200米前往瑞士小鎮格施塔德1037米
遊覽，讓大家適應時差及天氣。路面為山坡馬路、沙石路、單車徑 (全程
來回約15 km /上落斜約 200米)
Gstaad格施塔德 : 位於海拔1292米伯爾尼高地Bernese Oberland的格施
塔德渡假區是傳統的瑞士木屋村莊，亦是歐洲皇室及電影明星們光顧的
高級休閒勝地，格施塔德的中心地帶，已經發展成爲瑞士最受歡迎的小
鎮，一條短的購物街，禁止汽車通行，那裡有頂級精品酒店、美食餐廳
等。

晚餐於住宿酒店
住宿：Hotel Eden或同級酒店

住宿：Beatus Wellness & Spa Hotel或同級酒店

晚餐於住宿酒店

純美俏麗『瑞士8天伯爾尼高地』

單車旅遊嘆世界

 

住宿：Ermitage wellness & Spa hotel或同級酒店

晚餐於住宿酒店

35 km

蘇黎世 – Schonried -格施塔德Gstaad - 
Schonried

52 km

 

路線設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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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實地體驗後設計出來的行程，讓你可以踩住單車盡覽瑞士伯爾尼高地
Bernese Oberland的湖光山色，踩車路面包含沙石路、山坡單車小徑、
鄉村小鎮、湖邊小徑、少量馬路，全程上斜約1220米，落斜約1460米，
踩車距離約135km，路線輕鬆得來又帶點挑戰性，只要你過去曾參加瑞
士緣湖單車團或西法團的話，對你是應付有餘的，行程刻意減少踩車距
離，給你更多時間欣賞迷人的農村風貌，輕鬆寫意，享受多一點觀光，
達到以單車旅遊為主要目的。在行程最後一天，特別安排給大家可以因
應自己喜歡的活動自由選擇，充滿彈性，例如：如果以前你曾經到訪過
瑞士少女峰的話，今次你可以選擇前往費爾斯特First遠足，或挑戰自我
踩車登上1966米的Grosse Scheidegg，沿途欣賞雄壯山峰。
這團特別安排全程住宿4/5星級酒店，相信大家都知道瑞士住宿和膳食
有幾貴，每天團隊於酒店享用自助早餐外，晚上亦在酒店享用4－
5course晚餐，讓大家在日間踩完單車一身疲倦時，回到酒店可享受其
設施與優美的環境，感受踩單車嘆世界樂趣。
一條全新充滿動感色彩繽紛、明艷迷人的瑞士伯爾尼高地單車觀光路線
已為你度身訂造而誕生，帶給你親身體驗純美俏麗的瑞士！你準備好參
加未呀！
適合任何年齡人士參加（18歲以下需與父母或親人同行，65歲以上需要
有醫生證明適合參團)

經驗推介：
經過多年舉辦單車旅遊的經驗，使用e-bike能夠為你帶來旅程中更舒適
更自由自在，在歐洲使用e-bike非常普及，所有單車舖無論是Road 
Bike或Mountain Bike都有e-bike出售，皆因當地人踩e-bike是慣常的
生活，特別是這個行程每天都有上落山路段，踩e-bike能讓你節省體能
的消耗，上斜冇難度，選用e-bike是最明智的選擇，因此，此團特別包
括單車租賃服務，讓參加者更享受旅途樂趣。

15 km

香港國際機場指定航空公司櫃位集合，乘搭客機前往蘇黎世。

住宿 : 航機上

 

路面為山坡單車徑、沙石路、馬路 (全程約52 km /落斜約 660米)
住宿酒店享用早餐，餐後開始單車行程。
格施塔德鄰近一帶擁有很多渡假區，其中包括Schönried、茨魏西門
Zweisimmen、 Saanenmöser等，展示不同旅遊風情。如自然保護區的
瀑布和高沼澤，一片田園景象，薩嫩村歷史中心的狹窄街道，Schönried
和Saanenmöser是冬季運動愛好者最喜愛的瑞士小鎮。
施皮茲Spiez : 圖恩湖Lake Thun上的施皮茲Spiez海拔 628米，絕對是個
迷人的旅遊勝地。它背靠群山，面對葡萄園，而最宏偉是一座高高聳立的
輝煌城堡。湖上的尼德洪Niederhorn山脈，一直延伸到伯爾尼阿爾卑斯
山脈Bernese Alps，形成壯麗的全景畫面。溫和的氣候和明媚的陽光，大
大提高此地的生活水平，使之成爲出發探索伯爾尼高地Bernese Ober-
land或瓦萊州Valais諸多著名旅遊名勝的理想起點。

施皮茲– 圖恩Thun – Heiligenschwendi – 
Sigriswil - Gunten – Merligen

湖邊單車徑、沙石路、馬路 (全程約35 km包括8 km上斜約540米 /15 km
落斜約600米)
住宿酒店享用早餐，餐後開始單車行程，踩車前往圖恩。
圖恩Thun : 位於海拔552米圖恩湖Lake Thun的下端，是伯爾尼高地的大
門，歷史悠久的舊城距離湖邊約有一公里，座落在阿勒河River Aare畔，
舊城中心有一座十二世紀城堡，早在公元前2500年，圖恩市已開始有人
居住，威嚴的城堡由柴林根公爵Dukes of Zähringen建造而成，有一座防
禦的塔樓，建於1180年至1190年之間，塔樓內的歷史博物館存放著史前
和早期歷史文物，以至中世紀時的物品，還有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武器
和制服，並設有陶瓷展和玩具展，城堡內最精彩的展覽是經過修復的騎士
廳Knights Hall，那可追溯到十二世紀。舊城的另一些景點包括建於1330
年左右，附設塔樓的市教堂、十六世紀的市政廳、舊城本身以及阿勒河沿
岸的餐館和咖啡廳。
於圖恩午餐後踩車前往Heiligenschwendi  (8 km上斜約540米)
抵達後，從Heiligenschwendi (15 km落斜約600米) 抵達圖恩湖畔美麗迷
人小鎮Merligen。沿途欣賞傳統寧靜的瑞士村莊、田園等漂亮景色。
可選擇不踩車自費改乘坐郵政巴士從圖恩前往Heiligenschwendi，然後
踩車落山前往Merligen。

Merligen - 茵特拉肯Interlaken –
格林德瓦Grindelwald

路面為單車徑，沙石路，馬路。(全程約33 km包括20 km上斜約480米)
住宿酒店享用早餐，餐後開始單車行程，踩車先前往Interlaken。
茵特拉肯Interlaken :位於海拔566米伯爾尼高地Bernese Oberland的一
個沖積平原上，在圖恩湖Lake Thun和布里恩茨湖Lake Brienz之間。是
欣賞艾格峰Eiger、僧侶峰Mönch和少女峰Jungfrau三座大山坐鎮的渡假
目的地，也是各種活動的出發點。
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伯爾尼高地的茵特拉肯，已經因動人的山野風光而
著名，名人如歌德和孟德爾頌，就曾到這些山裡遊歷。1890年，伯爾尼
高地鐵路Bernese Oberland Railway竣工；隨後1912年，少女峰鐵路
Jungfrau Railway的也相繼建成，進一步提高了茵特拉肯的旅遊聲譽。
下午離開茵特拉肯前往格林德瓦 (上斜約480米)
格林德瓦Grindelwald : 位於海拔1034米伯爾尼高地Bernese Oberland艾
格Eiger河谷中一個溫馨的綠色山谷，四週是艾格峰北麓和韋特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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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Hong Kong - 蘇黎世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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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nried - Saanenmoser - Zweisimmen - 
Boltigen – Wimmis -施皮茲Spiez

33 km



住宿酒店享用早餐，餐後於指定時間集合乘車前往蘇黎世機場，乘搭客
機返港。(車程約2小時15分)

當日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自備午餐及晚餐

住宿：航機上

住宿：Hotel Kirchbühl Grindelwald或同級酒店

晚餐於住宿酒店
住宿：Hotel Kirchbühl Grindelwald或同級酒店

晚餐於住宿酒店

Wetterhorn的雄偉壯麗山景，再加上很多觀景點和多樣的活動，使格林
德瓦成爲瑞士最受歡迎的渡假勝地和遠足目的地，也是少女峰地區最大
的滑雪勝地。
十九世紀末，由於公路和鐵路的大規模修建，人們得以更方便地進入格
林德瓦，當地冬季旅遊業自此開始蓬勃發展，1908年這片阿爾卑斯地區
的第一線高空纜車在韋特霍恩山建成。1912年，從這裡出發經客萊雪德
Kleine Scheidegg前往少女峰山坳Jungfraujoch的鐵路竣工，直到今天
被譽爲「歐洲之巔」Top of Europe的少女峰火車站，依然是歐洲海拔
最高的火車站。常年被冰雪覆蓋的少女峰，也成爲世界著名的旅遊目的
地。

格林德瓦自由選擇不同自費活動

住宿酒店享用早餐
今天各隊員可自由選擇不同自費活動， 建議活動如下：
1.自選活動推介: 少女峰Jungfraujock 3466米(歐洲之巔Topof Europe) 
少女峰Jungfraujock: 100多年來，少女峰鐵路的列車一直開行通往歐洲
海拔3454米最高的火車站，這座火車站恰好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遺産地“瑞士少女峰－阿萊奇阿爾卑斯山”的中心地帶，齒軌列車一年
四季從小謝德格Kleine Scheidegg出發，沿著陡峭的線路穿過一座隧道
駛往少女峰。
隧道的起點位於艾格冰川站，總長度爲7公裏，建于1896年至1912年期
間，隧道內設有一站，遊客在這裏可以透過艾格峰北坡的窗戶欣賞外面
壯麗的冰川世界，在山頂可以欣賞到由冰雪和岩石組成的高山世界，在
斯芬克斯觀景平台、阿萊奇冰河上的高原觀景平台或冰宮可以欣賞到所
有這些美麗的景色。

2.自選活動推介：費爾斯特First 2167米休閑遠足
費爾斯特吸引四面八方的遊客前來欣賞艾格峰北坡的壯麗風光，800米
的費爾斯特急速飛椅和腳滑車會令遊客感受到超級刺激的興奮，勇敢的
遊客可以乘坐費爾斯特飛椅自由滑翔，沿著一根繩索以每小時最高84公
里的速度飛馳而下。
亦可選擇費爾斯休閑遠足前往巴赫阿爾卑Bachalp湖 (3 km /爬升約 120
米 / 1小時)。從高山站出發，不到一個小時就能到達這一舉世聞名的湖
泊，這裏的湖光山色仿佛一張美麗的明信片。回程可以選擇乘坐火車返
回格林德瓦或繼續遠足落山 (10 km /下坡約1244米 / 3 小時)

3.自選活動推介：從格林德瓦踩車登上Grosse Scheidegg山峰1966米，
挑戰自我 (全程來回約14 km /上落斜約930米，坡度高達12%，路面為
馬路) 
大謝德格Grosse Scheidegg : 位於邁林根和格林德瓦之間的這條道路穿
過海拔1700米以下的山坡，沿途可以欣賞到著名的艾格峰北坡等獨具特
色的風景，這條線路是禁止汽車通行的，唯一允許通行的車輛是著名的
黃色郵政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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