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ur Code: 8EAG

8天6晚
完美的

奥地利和德国
塞格罗特, 林茨, 博格豪森, 雷根斯堡, 慕尼黑 

奥地利

德国

维也纳

奥地利

德国

塞格罗特

林茨

博格豪森

雷根斯堡

慕尼黑 

美泉宫和皇家花园

列支敦士登城堡

珀斯特灵贝格火车

新市政厅和木偶报时钟



● 美泉宫–曾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宫殿（夏宫）。美泉宫与皇家花园均为巴洛克风
格，总面积达180万平方米。建筑共有1441个房间，其中约45间对外开放参观，是
该国最重要的建筑，文化和历史古迹之一。传说马蒂亚斯皇帝狩猎至此，在此处发
现一口漂亮的涌泉，饮用泉水清爽甘冽，因此美泉宫得名于一眼泉水。

维也纳

● 维也纳森林地洞湖–是奥地利州的一个古老的石膏矿，1912年石膏矿井发生了错误
的地下爆破，水淹没后形成小湖泊地下岩洞。二战期间，曾被德国军队用作地下飞
机厂,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就是在这里抓到的。多年来气温只低于十度，由于该
矿没有自然排水，人工将湖水保持在 1.2 米深。教堂建于1862年，现在定期向公众
开放供奉，还有一小片蓝色的湖区，在地下灯光的映照下，呈现出迷人的光泽。乘
坐地下船游览塞格罗特，会有专人带您游览，深入地下450公尺参观当年矿工休息及
吃饭的旧址,探索地下世界的神秘故事！这里也是音乐剧《歌剧魅影》的女主角克莉
丝汀乘坐魅影号飞船来到地下世界的情景。

● 列支敦士登城堡–列支敦士登 (德文原意"发光的石头") 城堡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名字
的由来，是奥地利统治王朝唯一的祖传城堡，也是列支敦士登公国的讨论国事之处
。列支敦士登的雨果在12世纪建造了这座城堡，之后分别在1529年和1683年两次被
奥斯曼人摧毁，直到1884年才获得重建。今天，这座城堡主要是以其每年夏天举办
的内斯特罗伊戏剧节而闻名。

塞格罗特

● 珀斯特灵贝格山–是奥地利林茨市，处于多瑙河左岸，海拔高度539米的山峰与朝圣
教堂一起俯瞰着城市。乘坐珀斯特灵贝格山小火车可以在20分钟内登上这座“市山
” （世界最上最陡峭的铁路之一）

● 珀斯特灵贝格教堂–位于奥地利林茨的珀斯特灵贝格山。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区教堂
和朝圣教堂，奉七苦圣母为主保，建于 1742 年至 1747 年间，是奥地利州首府林茨
的地标之一和重要的朝圣地。 

● 林茨电子艺术中心–创办于1979年，位于多瑙河畔。这座“未来博物馆”致力于展
示未来世界，互动展览以艺术的方式展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每年 9 月举办音
乐节和著名的林茨电子艺术节。

● 圣玛丽大教堂–位于林茨中央广场附近，是奥地利容积最大的教堂，可容纳 20,000 
人。这座新特式大教堂风格的教堂外表显得宏伟气派，内部装饰古朴典雅，镂空的
浮雕以及彩色的玻璃，显得神圣庄严。

林茨

精简行程

遗产 文化 家庭 风景 休闲 购物
吉隆坡  维也纳 (16小时20分钟++)
 (机上用餐)第1天

维也纳 - 塞格罗特 
(27公里 30分钟) (早/-/晚餐)

●  美泉宫和皇家花园（含入门票） 
●  霍夫堡宫（拍照）
●  克恩滕大街 (步行游览)
●  維也納森林地洞湖（含入门票） 
 * 视天气许可
●  列支敦士登城堡（含入门票） 

第2天

塞格罗特 - 林茨 
(182公里 1小时50分钟)  (早/-/晚餐)

●  珀斯特灵贝格山（步行游览）
●  乘坐珀斯特灵贝格火车（含火车票）
      * 3月1日至11月1日开放 
●  珀斯特灵贝格教堂（参观）
●  林茨电子艺术中心 (AEC)（拍照）
●  林茨老城（步行游览）
●  林茨主广场（步行游览）
●  圣玛丽大教堂（拍照）

第3天

林茨 - 博格豪森 
(147公里 1小时50分钟) (早/-/晚餐)

●  博格豪森城堡（含入门票） 
●  博格豪森老城（步行游览）

第4天

博格豪森–雷根斯堡 
(141公里 2小时)  (早/-/晚餐)

●  圣埃默拉姆宫殿, 图恩与塔克西斯 (拍照）
●  圣埃默拉姆修道院 (拍照）
●  雷根斯堡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参观）
●  雷根斯堡圣母诞生教堂 (拍照）
●  旧市政厅（步行游览） 
●  老玉米市场（步行游览） 
●  老石桥（步行游览） 

第5天

● 博格豪森城堡–位于巴伐利亚州，世界上最长的博格豪森城堡，长1051米，雄伟的城
堡拥有六个庭院。这座城堡作为博物馆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一座拥有华
丽家具，武器和艺术品的城堡，以及一座非常值得一游的摄影馆：15 个房间内有 300 
多件展品，包括涉及第一次太空飞行的照相机。屋顶观景台提供了整个城堡建筑群和
美丽景观的独特全景。

博格豪森

● 雷根斯堡–位于多瑙河与雷根河的交汇，为巴伐利亚州第五大城市。这座古城坐拥
1500座文物保护建筑，其中984座构成了老城区且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其保存
完好的中世纪核心而闻名。

● 雷根斯堡大教堂–巴伐利亚和德国南部唯一的一座法式哥特大教堂，供奉圣伯多
禄,是天主教雷根斯堡教区的主教座堂。以其两个105米高的尖顶而闻名,它最显
着的特点是其精美的13 世纪和14世纪的彩色玻璃和美丽的朝西正门。著名的雷
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团是该主教座堂历史悠久的合唱团。

雷根斯堡
●  奥林匹克公园（拍照）
●  宝马博物馆（拍照）
●  宝马世界（参观）
●  圣母教堂（参观）
●  新市政厅和木偶报时钟（拍照）
●  鱼泉许愿池（拍照）
●  旧市政厅（拍照）
●  圣彼德教堂（参观）
●  谷物市场（步行游览）

雷根斯堡 - 慕尼黑 
(125公里 1小时20分钟)  (早/-/晚餐)第6天

老石桥 圣母教堂博格豪森城堡



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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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泉宫，是皇家夏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
探索克恩滕大街，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中心区的一
条著名购物街
維也納森林地洞湖是欧洲最大地底神秘湖泊，被誉
为地下童话王国
乘坐珀斯特灵贝格山火车，欣赏林茨市和充满活力
的多瑙河的壮丽景色   
探索林茨的主广场, 这座风景秀丽且充满现代气息
的城市,有许多商店,美食和历史建筑
博格豪森被誉为“萨尔察赫之珠”，令人着迷世界
上最长的城堡和风景如画的老城区
雷根斯堡老城和施塔特阿姆霍夫老城区，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13世纪的雷根斯堡大教堂塔尖，是雷根斯堡最显著
的标志
老石桥是雷根斯堡面向多瑙河老城区的地标建筑，
德国最古老且保存完好的石拱桥
圣埃默拉姆宫殿,宏伟的建筑融合了高雅艺术,是欧洲
贵族最重要的朝代之一
德国奥林匹克公园建于1972年是第20届夏季奥运会举
办的场地，奥林匹克塔是慕尼黑最高的建筑
参观宝马世界，展览厅少量古董陈设展品，大部分是
宝马目前生产的最新款汽车和摩托车
玛利亚广场位于古城区中心,是慕尼黑最大，最主要的
广场，新和老市政厅都在广场周边
圣母教堂引人注目的洋葱头圆顶建筑，是该市最著名
的地标
新市政厅的木偶报时钟是欧洲第五大钟，当木偶报时
钟响起，观赏木偶伴随着音乐出来的展现两个故事

旅游亮点

6早餐 /5晚餐
热早餐 
中餐与西餐为主

● 老石桥–这中世纪的石桥是一座310米宽7米长的标志性建筑,有16个拱门，建于
美丽的多瑙河上，将老城和对岸的施塔特阿姆霍夫城区分开。这座桥现在仅用
于行人步行区，桥畔有家著名的百年碳烤德国香肠老店。

● 埃默拉姆修道院–是一座本笃会修道院，于 739 年左右在巴伐利亚州的雷根斯
堡建立。罗马哥特式十字回廊是宗教历史的重要见证，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十
一世纪罗马式会堂，色彩斑斓的教堂窗户和长方形会堂前面的哥特式盛期本笃
会修道院大门，将这里演绎成一个庄严肃穆的默祷之地。在 19 世纪初，侯爵家
族获得了修道院建筑，作为对巴伐利亚邮政垄断损失的补偿，图恩和塔克西斯
将修道院建筑改建为宫殿。

● 圣埃默拉姆宫殿–又称图恩与塔克西斯宫殿坐落在圣埃默拉姆教堂旁。图恩与塔
克西斯侯爵家族是德国贵族，从十六世纪起，侯爵家族创建了欧洲最早的邮政
系统, 1812 年，作为对巴伐利亚邮政垄断损失的补偿，侯爵家族获得了圣埃默
兰帝国大修道院从前的修道院建筑。十九世纪以后, 图恩与塔克西斯修道院改造
成一座精美的私人宫殿，拥有 517 间客房，比英国白金汉宫还要大！其它的亮
点还有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大理石楼梯大厅和一些华丽的房间，比如“金色客厅”
和“银色客厅”，金银镶嵌的御殿尤其光彩夺目。两层的舞厅更是突现了浓郁
的节庆气氛，融合了洛可可和新洛可可风格。图书馆巴洛克大厅的天花板上有
著名画作，这里有 12 万册藏书。今天，图恩与塔克西斯宫殿不仅是一个豪华宫
殿住宅，还是一个活动场所，博物馆，敬老院、施粥处，行政大楼等等。每年
夏天，一年一度的城堡节都会吸引 30000 多人齐聚 雷根斯堡 ，促使这座王宫成
为该地区的夺目焦点。

雷根斯堡

● 圣母教堂–是慕尼黑最大的教堂，用红砖建造，建于15世纪，但教堂的尖顶却
一直没有竣工。直到16世纪，当时歌特式的建筑，被文艺复兴风格时代替，安
上了当时时髦的圆顶。双塔高达99米，其中一座比另一座高12厘米，登上塔楼
可以俯瞰慕尼黑全城。

● 玛利亚广场–名字源于位于广场中心的著名玛丽安柱，它最初被称为谷物市场广
场，因为它是中世纪的主要市场。

● 新市政厅和木偶报时钟–新市政厅钟楼有世界著名的木偶报时钟。 每天中午 
11:00 和 12:00（夏季也包括下午 5:00）敲响并重演16世纪的两个故事。它由43
个铃铛和32个真人大小的木偶组成随钟鸣舞蹈。第一个故事：讲述了当地公爵
威廉五世与洛林的雷娜塔结婚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库珀的舞蹈。根据神话，
1517 年是慕尼黑瘟疫的一年，据说库珀们在街上跳舞是为了“给可怕的瘟疫带
来新鲜的活力”。

慕尼黑

慕尼黑 - 吉隆坡 
(15小时25分钟++) （早/机上用餐）第7天

●  自由活动

4     级酒店或同级 (6晚)
维也纳   X 2 晚
林茨   X 1 晚
博格豪森   X 1 晚

雷根斯堡  X 1 晚
慕尼黑   X 1 晚

維也納森林地洞湖 珀斯特灵贝格教堂 圣埃默拉姆宫殿, 图恩与塔克西斯

维也纳炸牛肉排奥地利猪肉香肠

餐食特色



奥地利 & 德国

旅游资讯

奥地利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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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C - 25°C 20°C - 30°C 8°C - 20°C  -5°C -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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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20 A330 Boeing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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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