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

Tour Code: 11EBM

11天8晚
德国之旅

柏林, 德累斯顿, 纽伦堡, 罗腾堡,
雷根斯堡, 慕尼黑, 菲森, 施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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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亦称为浩劫纪念碑。它位于
柏林，由彼得·艾森曼及布罗·哈普达设计，纪念浩劫中受害的犹太人。它占
地19,000平方米（4.7英亩），安放了2711块混凝土板，在一个斜坡上以网格图
形排列。混凝土板长2.38米，宽0.95米，高度从0.2米到4.8米不等。根据艾森曼
计画，混凝土板设计出一种导致心神不安缠扰不清的气氛，而且整个雕塑打算
代表一个原有秩序因人为因素而远离人类。初期为纪念碑正式英国旅客印制的
2005份小册子却说设计代表一种对纪念碑传统观念的激烈手法，因为艾森曼没
有使用任何象征主义。在附加的地下“资讯处”列出从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
馆（Yad Vashem Sanctuary）得到的所有已知受害犹太人的名字。纪念碑于
2003年4月1日动工兴建，在2004年12月15日完成。在2005年5月10日开幕。同
年5月12日，开始对外开放。它位于勃兰登堡门之南，邻近腓特烈城。纪念碑的
地点曾是希特勒德国政府大臣官邸。建筑费接近2500万欧元。

● 查理检查站 - 查理检查站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上，原称C检查哨，意
为「第三检查哨」或者「丙检查哨」的意思，因在北约音标字母中，「C」通常
念作「Charlie」，故称「查理检查哨」。查理检查哨是冷战时期柏林围墙边民
主德国（东德）与联邦德国（西德）西柏林进出的一个检查点。该检查站通常
为盟军人员和外交官使用。从这个检查哨往北去，即进入东柏林，反之往南则
是进入西柏林。柏林围墙拆除后，此检查哨一度被拆除，而后又被复建，成为
柏林旅游的重要景点。在查理检查哨边有一博物馆，即查理检查哨博物馆，展
出内容为与柏林墙及两德分裂时期有关的历史资料和物件。

● 柏林围墙 - 柏林围墙又称柏林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期间，隶属于社会
主义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政府环绕西柏林边境修筑的全封闭边防
系统。它最早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67.8公里，最初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
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
施。东德政府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和“强化边境”，建造柏林墙的目
的在于阻止东德居民通过西柏林前往西德。因为柏林墙把西柏林地区如孤岛一
般地包围封锁在东德范围之内，所以也被称之为“自由世界的橱窗”。它不仅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更是分割东西欧的铁
幕的象征。

柏林

● 布吕尔平台 - 布吕尔平台位于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内城区，重建的新市场以北，
是一个深受本地人和游客喜爱的散步、观赏和喝咖啡的地点。布吕尔平台因其
宏伟的露天台阶而闻名，其被誉为“欧洲的阳台”。大多数人都从平台西端的
城堡广场进入平台，此外可从萨克森的最高法院有四个雕塑的楼梯进入布吕尔
平台。这里有一长排的重要建筑。从这里还可以眺望到宫廷教堂和著名的森帕
歌剧院。

德累斯顿

● 纽伦堡主集市 - 纽伦堡大集市广场位于纽伦堡的中心，这里有市政厅，圣母教
堂，美泉塔等著名景点。被公认为全德国有名的圣诞市场 - 纽伦堡圣诞市场，
就是在此举办。

● 美泉 - 美泉是一个14世纪喷泉，位于德国纽伦堡的大集市广场，毗邻市政厅，
为该市主要名胜之一。高19米，哥特式尖塔形状。美泉建于1385年到1396年。
装饰喷泉的有40尊塑像，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世界观。它们分别是哲学、自由
七艺、四福音作者、4位教父、7位选帝侯、九杰（Nine Worthies）、摩西和7
位先知（何西阿、但以理、耶利米、以西结、阿摩司、以赛亚和约珥）。喷泉
的栅栏上有两个黄铜环，据说旋转它们可以带来好运气。

纽伦堡

精简行程
遗产 文化 家庭 风景 休闲 购物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吉隆坡 柏林 (16小时45分钟++)第1天

计画，混凝土板设计出一种导致心神不安缠扰不清的气氛，而且整个雕塑打算

柏林     (机上用餐/午/晚餐)

●  勃兰登堡门 (拍照)

●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拍照)

●  胜利纪念柱 (拍照)

●  查理检查站 (拍照)

第2天

为「第三检查哨」或者「丙检查哨」的意思，因在北约音标字母中，「C」通常
念作「Charlie」，故称「查理检查哨」。查理检查哨是冷战时期柏林围墙边民

柏林           (早/午/晚餐)

●  柏林围墙 (拍照)

●  波茨坦广场 (步行游览)

第3天

● 柏林围墙

柏林 - 德累斯顿 (192公里 2小时30分钟) 

- 纽伦堡 (313公里 3小时35分钟) (早/午/晚餐)

●  布吕尔平台 (拍照)

●  圣母教堂 (拍照)

●  王子的行列 (拍照)

●  新市场 (自由活动)

第4天

德累斯顿

纽伦堡 - 罗腾堡 
(79公里, 1小时20分钟) (早/午/晚餐)

●  纽伦堡主集市 (自由活动)

●  美泉 (拍照)

●  马库思塔楼 (拍照)

●  古城墙 (拍照)

●  罗腾堡市集广场 (步行游览)

●  圣雅各教堂 (拍照)

第5天

● 纽伦堡主集市
堂，美泉塔等著名景点。被公认为全德国有名的圣诞市场 - 纽伦堡圣诞市场，

罗腾堡 - 雷根斯堡 
(192公里 1小时10分钟) (早/午/晚餐)

●  旧城 (步行游览)

●  石桥 (拍照)

●  历史香肠厨房 (参观)

第6天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查理检查站查理检查站 布吕尔平台布吕尔平台



罗腾堡

● 圣雅各教堂 - 圣雅各教堂是德国陶伯河上游罗滕堡一座古老的路德会教堂，位
于前往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雅各教堂的朝圣之路上。它有两个钟楼
（南塔55.2米，北塔57.7米）。

雷根斯堡

● 石桥 - 雷根斯堡石桥是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的一座中世纪桥梁，跨越
多瑙河，是雷根斯堡面向多瑙河老城区一侧的地标性建筑。它是除了主教座堂
之外，雷根斯堡最有名的地标。自2006年7月13日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雷根斯堡历史中心的一部分。这座桥的兴建花费了11年的时间，据推
测，最有可能是从1135年至1146年，是德国最古老并且保存完好的石拱桥。

慕尼黑

● 奥林匹克体育场 - 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位于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是
1972年德国慕尼黑夏季奥运会的主体育场，以颇具革命性的帐篷式屋顶结构闻
名。体育场作为德国的国家体育场，能够举办大部分的国际体育赛事。这里也
曾举办过1974年世界杯足球赛和1988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决赛，以及3届欧洲
冠军联赛的决赛，分别是1979年的诺丁汉森林对阵马尔默，1993年的马赛对阵
AC米兰和1997年的多特蒙德对阵尤文图斯。

施旺高

● 新天鹅堡 - 新天鹅堡是一座19世纪的罗马式复兴城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西
南部的菲森附近的霍恩施万高村庄上方的山顶上。这座宫殿是由巴伐利亚路德
维希二世委托创作的，灵感来自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和德国童话故事。

●  奥林匹克体育场 (拍照)

●  奧林匹克塔 (拍照)

●  宝马展厅 (参观)

雷根斯堡 - 慕尼黑 
(125公里1小时35分钟) (早/午/晚餐)第7天

●  老城 (步行游览)

●  玛利亚广场 (步行游览)

●  新和旧市政厅 (拍照)

●  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 (拍照)

●  谷物市场 (自由活动)

第9天 慕尼黑 (早/午/晚餐)

第10天 慕尼黑 - 吉隆坡
(16小时45分钟++)               (早餐/机上用餐)

施旺高
第11天 抵达吉隆坡

免责声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旅行限制当地/ 宗教节日, 公众假期, 天气状况, 交通等情况, 自然灾害, 必要
 时黄金旅程保留对行程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景点游览顺序) 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会或否事先
 通知。 
备注： 如果旅游行程受到上述问题的影响, 将不予退款或更换。图片仅供参考。

美泉美泉 石桥石桥 奥林匹克体育场奥林匹克体育场

探索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参观两个柏林之间的主要过境点 - 查理检查站

拜访柏林墙遗址

探索历史悠久的建筑群 - 布吕尔平台

到纽伦堡主集市闲逛

欣赏美泉的金色哥特式雕塑

游览新天鹅堡，一座19世纪的罗马式复兴城堡

旅游亮点

4星级酒店或同级酒店 (7晚)

柏林 x 2晚
纽伦堡  x 1晚
罗腾堡  x 1晚
雷根斯堡 x 1晚
慕尼黑  x 3晚

8 早餐 / 8 午餐 / 8 晚餐
自助早餐 (热食)
中餐与西餐为主

●  菲森小镇 (步行游览)

●  新天鹅堡 (含入门票)

慕尼黑 - 菲森 (135公里 1小时55分钟)
- 施旺高 (4公里5分钟) - 慕尼黑
(126公里 1小时55分钟)             (早/午/晚餐)

第8天

罗腾堡旧城罗腾堡旧城



德国

旅游资讯

德国: +49欧元 1 : RM 4.90

230伏特， 50赫兹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3月 - 5月 6月 - 8月 9月 - 11月 12月- 2月
          17°C - 20°C                  28°C - 38°C                  15°C - 8°C                      8°C - 4°C

货币

欧元 : (EUR)

信用卡

致电信用卡中心，以延长你的信用卡额度
*许多信用卡在欧洲通行.

拨号代码

时差

电压

(4月 – 9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6小时
(10月 – 3 月)
标准时差慢马来西亚时间7小时

插头

行李托运

货币兑换率

气候

飞机型号

ICE HOLIDAYS SDN BHD 
(230643-X) KPK/LN:2441

Operated By

出发日期：    航班行程：

团费：    机场税及燃油附加费：

小费：    旅行社代收费：

签证：    旅行保险：

     总数:

每人只限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的手提
行李上机, 以及托运行李不超过20公斤

Travel Agent:

C型(2脚) F型(2脚)

*请自带多功能插座

A321 Boeing 777 Boeing 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