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少女峰地區 酒店套票 Jungfrag Region, Switzerland
限定推廣優惠
首20名客人可獲贈精美瑞士
牛角帽一頂及滑雪襪一對。
*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冬天滑雪季節 : 30Nov19-19Apr20
(每天開放，視天氣和雪量情況而定)
所有開放時間以官方網站公佈為準

瑞士 少女峰地區
滑雪套票 3晚

價錢

$$

滑雪場配套



滑雪難度



蘇黎世機場  約2.5小時  少女峰地區

套票包括：
-3晚因特拉肯酒店住宿
3 nights Interlaken accommodation
-3天少女峰滑雪通行證
3 days Junfrau Region Ski Pass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22Dec19 – 19Apr20
銷售日期 Selling Period:
14Dec19 – 19Apr20

少女峰滑雪通行證

 少女峰被譽為擁有歐洲最為壯觀的高山美景，又有歐洲之巔

包括：指定區域內的所有鐵路、纜車、滑雪吊椅 (歐
洲之巔Top of Europe除外)

的稱號，是瑞士有代表性的景點山峰

換取滑雪證：
客人需持專業旅遊換票證前往茵特拉肯市中心Jungfrau Ski
Region Office換取實物滑雪證，亦可於以下車站換領：
Interlaken Ost, Wilderswil, Grindelwald, Grindelwald Grund,
Lauterbrunnen, Wengen, Mürren, Kleine Scheidegg

 少女峰地區被三座山脈壯麗環繞 – 艾格峰、和尚峰和少女峰
 滿足各類滑雪者 – 平緩的坡道、險峻的陡坡、滑雪遊樂園
 主要分為三個滑雪場，包括 格林德瓦-菲斯特、客來雪德-滿

• 訂購3天或以上滑雪證可以優惠價 HK$500起 加購
Jungfraujoch Top of Europe來回登山火車票

裡很 及牧輪-雪朗峰
3晚酒店住宿
3 Nights Hotel(s)

早餐
Breakfast

房間種類
Room Type

(每位)
Per Person

Standard Room

$3,390 起

Standard Room

$4,190 起

Comfort Double Room

$4,490 起

City Oberland Swiss Quality Hotel
www.city-oberland.ch

Metropole Swiss Quality Interlaken Hotel
www.metropole-interlaken.ch



Lindner Grand Hotel Beau Rivage
https://www.lindner.de/en/interlaken-grand-hotel-beau-rivage/welcome.html

加購項目
滑雪用具租借服務

瑞士旅遊交通證
瑞士旅行交通證絕對是您的好幫手！憑證可於一個月內任意
選擇3天、4天、8天或15天，無限次乘搭地鐵、火車、遊船和
巴士，輕鬆暢遊瑞士的各個人氣景點。有著固定行程及時間，
就能選擇連續交通證，於數天內享用無限次乘搭的服務。此
證帶給您的不只是方便，更多的是折扣優惠包括免費進入當
地近500間的博物館參觀！

二等車廂

3天

4天

8天

連續使用

$1,830

$2,219

$3,297

彈性使用

$2,106

$2,546

$3,677

店舖地點：Hauptstrasse 15, 3800 Matten bei Interlaken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8:00-12:00 / 16:00-19:00

租用價目表

滑雪板或單板滑雪板

滑雪板或單板滑雪板+雪靴

等級

3天 (每位)

1

$810

2

$1,050

3

$1,320

1

$1,230

2

$1,470

3

$1,740

注意 : 租借時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或信用卡予店舖保存，直至歸還用具。
等級指滑雪用具裝備的新舊，等級數值愈高代表滑雪用具較新。

- 價錢以更新單張當日最低價格之機票、酒店及附加費計算，確實之費用或會因貨幣匯率及供應情況而有所變動，
如費用因以上理由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AD Code: 1911204
Issued date: 06Dec19 Valid until: 19Apr20

少女峰地區
雪朗峰
客來雪德

菲斯特

牧輪
格林德瓦

勞特布龍嫩

因特拉肯

於少女峰地區三個主要的滑雪場(少女峰滑雪證已包括以下3個地區的滑雪場)

雪道資訊

格林德瓦-菲斯特 (Grindelwald-First)
這裡是一個較簡單的滑雪區域，滑雪道的路線大多以紅線和藍線級別為主，從這裡可以欣賞到格林德
瓦開始向上延伸到艾格峰的阿爾卑斯山壯觀景色。菲斯特是格林德瓦的一區獨立滑雪區，這邊除了極
少的黑線外，90%以上都是初級和中級滑道，滑道相對簡單許多。

 206公里不同級別的滑雪道
 45條滑雪交通設備
初級 (90公里)
中級，紅色雪道富於挑戰
(139公里)

客來雪德-滿裡很 (Kleine Scheidegg-Männlichen)

藍道

這裡是少女峰的滑雪中心地區，少女峰、和尚峰、艾格峰三座名峰就矗立在後，使得這片滑雪場有著
絕佳的阿爾卑斯美景。滑雪區位於格林德瓦上方，而溫根則在另一側。這一區有比較多纜車，擁有超
過110km的紅藍線和黑線，適合有程度的滑雪玩家盡情奔馳。溫根是世界著名的勞勃洪峰世界盃下
坡道比賽地點，另外這邊也有Snowpark跟特別設計的地形路線供滑雪玩家挑戰。

高級，黑色雪道驚險刺激，
只適合滑雪能手 (45公里)

牧輪-雪朗峰 (Mürren-Schilthorn)
位於瑞士伯恩高地山區中，滑雪區是少女峰中最高的區域，雪朗峰高達2970m。 這裡寬廣又具有挑
戰性的坡道，一定可以滿足尋找滑雪快感的滑雪者的需求。

溫馨提示

前往方式

 請根據個人滑雪水準的高低，選擇各種不同坡度、高度、難度
的滑雪場進行練習
 滑雪人士請務必佩戴雪鏡或深色太陽眼鏡，以防雪盲症。
 在酒店出發前，先到少女峰官方網站查看及確認雪場的狀況。
官方會因應天氣關係及安全情況關閉滑雪道。

 由蘇黎世機場乘火車至因特拉肯東站(Interlaken Ost)
 從因特拉肯東站出發前往勞特布龍嫩(Lauterbrunnen)和格林
德瓦(Grindelwald)。
- 從格林德瓦可前往客來雪德(Kleine Scheidegg)。
- 從勞特布龍嫩可前往溫根(Wengen)、客來雪德(Kleine
Scheidegg)和雪朗峰(Schilthorn)。

藍道

藍道

滑雪場營業日期及時間 (所有場地開放時間，以官方公佈為準)
週末有限度營業#

滑雪場

持續滑雪營業日期

格林德瓦-菲斯特
(Grindelwald-First)

2019年12月21日
至2020年3月29日

2019年12月7日至12月15日

-

客來雪德地區
(Kleine Scheidegg)

2019年11月30日#
至 2020年4月19日^

2019年11月16日至24日

09:00 至 16:00

滿裡很地區
(Männlichen)

2019年12月14日
至2020年4月13日^

-

09:00 至 16:00

牧輪-雪朗峰
(Mürren-Schilthorn)

2019年12月14日
至2020年4月19日^

2019年11月16日至12月8日,
2020年4月25日至26日

09:00 至 16:00

^ 2020年3月30日起有限度營運
# 只適用在積雪條件有利的情況

(僅在週六和周日營業)

冬季運動設施營業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