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最美丽的联邦州克恩顿州
探索自然与文化

美丽的自然, 壮观的景致, 精彩的远足之旅,
梦幻般的滑雪场和轻松漫步之行
将让您尽享美好时光!

动感冬日精彩活动项目:
双板滑雪
单板滑雪
雪地自行车
雪橇
马拉雪橇
雪地骑马
湖上滑冰
雪地鞋徒步旅行

活力夏日精彩体验项目:

火把夜行

游泳

高尔夫

游船

骑马

雪地徒步远足

钓鱼

徒步远足

立式划桨

热气球航行

摩托游艇

滑翔机

潜水

山地车

水上滑板

骑自行车

帆船

爬山/攀岩

皮划艇

瀑布速降

漂流

双人滑翔伞

越野滑雪
温泉浴场

健身疗养

奥地利最南部的联邦州与
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接壤，您
将在这里接触到原始的大自

然。近海的地理位置也影响了
当地的气候和膳食文化。

1 爱上克恩顿州的
十大理由
1 地处阳光充沛、气候温和的
阿尔卑斯之南，拥有延绵起
伏的苍翠山峦与星罗棋布、
明澈晶莹的美丽湖泊。

2 未经尘世侵扰的绝美自然风
光，浪漫悠然的田园诗意。

3 清新纯净的空气、水源，有
益身心健康的自然环境，一
流的生活品质。

4 美味健康的地区美食特产，
全世界第一个“慢食Slow

6 设施完备、风景宜人的高尔
动。

7 动感十足、精彩无限的冬季
运动，如滑雪、溜冰、雪橇

等。
8 异彩纷呈、全年无休的各类
精彩节庆活动。

9 社会稳定、和谐，民风淳
朴、热情好客。

克恩顿精彩视频

每日航班:
香港 → 维也纳 → 克拉根福
北京 → 维也纳 → 克拉根福
上海 → 维也纳 → 克拉根福

新浪微博:
克恩顿州旅游局

10 位于著名的阿尔卑斯-亚德
里亚海旅游线路之上，毗邻
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的旅

Food”主题旅游度假区。

游胜地，同时也是从维也纳

俗风情。

之地。

5 悠久的历史传统、独特的民

微信号:
kaernten-travel

夫球场、丰富多彩的户外活

前往意大利各大景点的必经

克恩顿州旅游发展局
Völkermarkter Ring 21 – 23
9020 Klagenfurt am Wörthersee
手机: +43 677 61664857
邮箱: info@kaernten.at
微信: Kaernten-Travel
网站: www.carinthia.cn

春、夏、秋
的不同体验

四星级特拉特勒霍夫农庄酒店
(Gutshofhotel Trattlerhof )
独家推出马术假日
特拉特勒霍夫农庄酒店位于巴特克莱因可希海
姆，来这里度假的家庭可以说是“选对了好马”：
这家富有高山魅力的传统酒店推出了马术假日，
内容包括马术培训课、骑矮马以及在克恩顿州的
诺克山脉里自由驰骋。农庄的骑术学校每天都为
初学者和高级骑手提供骑术训练课程。采用练马
索训练时，您将掌握这一贵族运动的基本知识；
高级骑手将通过学习花样骑术与障碍马术让骑技
更加娴熟。乘马车出游则是全家一起娱乐的好机
会。

我们将带您去最美丽的景点，
克恩顿庄园 ---- 位于壮丽的大自然之中

衷心欢迎您光临克恩顿庄园（Kärntnerhof），这座由我们的家庭经营的四星级酒
店位于徒步天堂诺克山生态圈公园之内。
您将在温馨的家庭氛围里享受舒适的假
期：品尝美味的当地菜肴，住宿在克恩顿
风格的客房内，每天从酒店门前开始新的
徒步探险之旅。

这些地方会让您流连忘返。您

马术爱好者之周
7晚双人房，包括特拉特勒享乐食宿

能潜入湖泊之中，湖水纯净得

- 6节马术训练课（练马索或花样骑术）或
专人陪同骑马出游
- 骑手及教练的固定餐桌
- 骑着矮马和大马进行火把漫游
- 享用酒店养生服务，体验米尔施泰特湖湖
滨游泳场，各类体育运动及娱乐活动
- 克恩顿州游览卡及巴特克莱因可希海姆游
览卡，包含100多个精彩的旅游景点

能供您饮用；这里的空气会让
您心旷神怡；您会结识友好的
人们，他们将是热情欢迎您的

双人房，每人569欧元起
儿童享有折扣优惠！

东道主。

联系方式与地址

Hotel Trattlerhof ****
Gegendtalerweg 1
9546 Bad Kleinkirchheim, AUSTRIA
电话：+43 (0)4240/8172
传真：+43 (0)4240/8124
邮箱：hotel@trattlerhof.at
网站：www.trattlerhof.at

春季、夏季和秋季的旅游行程：
山景阳光露台，设有休憩躺椅和养生区

（8天7晚）
纯自然游
在奥地利美丽的克恩顿州放松身心！

您将从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出发，和我们一起分成小组体验精彩的活动，让您的身心得到放松！您在酒店度
过舒适的夜晚之后，我们将每天驱车送您去我们精心挑选的景点，这些地方的美丽与纯净无与伦比。当您返
回中国时，您会变成拥有力量和健康的另一个人！行程安排非常适合自由行游客和家庭参与！

第1天：抵达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

从机场乘车抵达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后，办理入住手续。旅游领队和酒店经理欢迎您的到来。享用具有本地特色的迎宾
饮料和美味的晚餐。中文领队将向您介绍一周的活动安排！

第2天：搭乘游船畅游“水晶般清澈的湖泊”

Family & Sporthotel Kärntnerhof****
Maibrunnenweg 15
9545 Radenthein, AUSTRIA
www.hotel-kaernten.cn
kaho@bkkmail.at
4
图片版权：Kärntnerhof/Tom Lamm

今天是游览的第一天，我们将驱车前往克恩顿州最秀美的湖泊之一。这些湖泊由几千年前的冰川作用形成，属于全世界
最纯净的水域，湖水甚至可供您饮用。乘船游览沃特湖（Wörthersee）或白湖（Weißensee）时，您将欣赏到最秀丽的
自然风景，随后您可以在水温达28摄氏度的温暖而清澈的湖水中畅游。 全程耗时：6小时

第3天：充满活力的山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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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恩顿州格里岑山上的
双人滑翔伞飞行
和我们一起翱翔吧……让你的双脚在空中自由摆动，
让你的双眼饱览克恩顿州壮丽的湖光山色！

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趟不同寻常的郊游。我们将驱车
带您驶入山区，参观近150米高的水坝Kölnbreinsperre，这道水坝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水库，用于进行水力
发电。在这个海拔2000米的地方，您不仅能了解如何
不污染环境而获取清洁的能源，而且能一边散步一边
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我们还将邀请您在山区餐厅里
舒适地享用一顿美味的点心。 全程耗时：7小时 / 步
行时间2小时

第4天：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

日常生活充满了压力？那今天的活动肯定会让您放松
身心！您将拜访并参观一幢美丽的奥地利传统农庄，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用全天然的方法生产健康的食品！
您有机会品尝放养在翠绿草场上的奶牛产出的鲜奶，
为您准备的点心里还有奶酪、火腿和美味的农庄面包
等耐贮食品。 之后大家去附近的森林里散步，我们将
向您讲述关于大自然的精彩故事！全程耗时：5小时 /
步行时间1.5小时

价格：
双人滑翔伞飞行以及乘坐缆车上下山、
拍照及摄像，共180欧元。
• 海拔高度差达1400米
• 飞行时间约15分钟
• 整个过程约耗时一个半小时

Fly4you Erich Plieschounig
邮箱：erich@fly4you.at | www.fly4you.at
电话：0043 676 93 94 779

第5天：骑车环绕奥西亚赫湖（Ossiacher
See）
骑车环绕克恩顿州的任何一条湖泊都是一种享受！在
自行车专用车道上，没有来来往往的汽车，您尽可放
心地一边骑车一边欣赏自然美景。沿途我们会停下来
品尝美味的冰激凌并参观奥西亚赫修道院，这座修道
院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您一定不能错过。修道院里
经常有音乐活动举行。此外，奥西亚赫湖湖边还有一
个野生动物观察站，您可以在那里观察生活在湖边的
动物。全程耗时：5小时

图片版权：Franz Gerdl

6

价格：每人1995欧元起
周六出发周六返回，可预订之旅游时间为五月初至十月底！

Alpin Süd Tourismus旅游公司，地址 Kirchgasse 8，A-9560 Feldkirchen，
电话：+43 699 19540157，office@alpin.sued.at；www.alpin-sued.at/china

第6天：漫步在美丽的大自然中

今天也会是让您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将一起去克恩
顿州的山区里徒步旅行，那里的空气清新，令人心旷
神怡。我们将步行经过开满野花的翠绿草场，邂逅奶
牛、牡鹿、岩羚羊、旱獭等山区特有的动物。登上山
顶后，您将欣赏到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景，把四周
300多座山峰尽收眼底。往山下走一小段路后，我们
将在一座高山牧场餐厅里稍事休息并品尝这里自制的
美味佳肴，如奶酪、熏肉和可口的皇帝松饼（Kaiserschmarren）。 全程耗时：6小时 / 步行时间2小时

第7天：骑士的生活

漫步在克恩顿州的诺克山里，体验壮丽的自然美景！

本产品包含以下内容：
- 8天7晚，住宿在克恩顿州的四星级酒店，半膳制，包括酒店内的所有服务项目（参阅附件）
- 维也纳或慕尼黑机场接送
- 中文（如有需求）或英文旅游领队和导游
- 行程安排内的所有游览项目和活动，包括往返交通
- 行程安排内的所有额外餐饮
- 所有门票和费用
- 自愿参加的城市与文化之旅除外

今天您将体验400年前的中世纪克恩顿州。您将参
观欧洲最美丽的骑士城堡之一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
（Burg
Hochosterwitz），了解这里的人们以前是
如何生活的。之后我们将驱车前往古城弗利萨赫
（Friesach），看看那里在如何用古代的工具建造一
座新的城堡。您可千万别忘了带照相机，这些精彩的
印象肯定会永远留在您的记忆之中 。无论对父母还是
孩子来说，今天都将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全程耗
时：7小时 晚上：告别晚餐及克恩顿假期照片秀！

游览克恩顿州时您将参观雄伟的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

第8天：告别并乘车去机场，返回中国

在克恩顿州逗留期间，您将途径诺克高山公路前往自然天堂诺克山生态圈

奥地利最高山上昔日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的雕像。我们的导游Robert

公园。图片版权：克恩顿州官方旅游发展局，Franz Gerdl

Graimann及其团队将带您游览克恩顿州最美丽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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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恩顿州心脏地带的一块陡峭的岩石上，矗立着一座
犹如童话城堡一般巍峨壮观的建筑。470年以来，这座
从前的骑士城堡一直是凯文旭乐（Khevenhüller）家族
的财产。自2010年起，城堡的业务由伯爵Kari Khevenhüller、伯爵夫人Lelia及他们的四位子女负责管理。军
械库、兵器收藏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展品都见证了
这座举世无双的防御堡垒的伟大历史。游客既可以穿过
14座历史悠久的城门徒步登上城堡，也可以搭乘地轨缆
车Fürst-Max-Bahn径直抵达主堡。除了参观博物馆，游
客还可以体验中世纪手工艺世界。每年城堡内都会举行
各种活动，如骑士节、家庭聚会、展览和音乐会等。霍
赫奥斯塔维茨城堡是克恩顿州最精彩的旅游景点之一。

联系与咨询
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 ---- 城堡管理处

历史的重现！

克恩顿州的
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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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osterwitz 1
A - 9314 Launsdorf
电话 +43 (0) 4213 34597
传真 +43 (0) 4213 202016
info@burg-hochosterwitz.com
www.burg-hochosterw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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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14晚）
自然与文化之旅
天堂般的克恩顿州，极致的身心体验！
您将从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出发，和我们一起分成小组体验精彩的活动，您的身心将充满愉悦！ 10
项活力体验与文化活动在等待着您，此外您还可以在逗留期间挑选我们的自费项目“城市与文化之
旅”游览著名的城市。行程安排非常适合自由行游客以及自然与文化的爱好者！

第12天：瀑布之谷

从100多米的高处一泻而下，化作成千上万的水珠，这样
的瀑布在克恩顿州不计其数。瀑布是生命的甘泉，因为它
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活力四射的氛围，它的纯净将清新
净化您的肺脏。今天我们就去游览克恩顿州最美丽的瀑布
之一，让我们的呼吸道体验它独特的力量和活力。您会有
焕然一新的感觉！ 全程耗时：5小时 / 步行时间1小时

第13天：眺望天堂并参观克恩顿州首府

今天是游览的第一天，我们将驱车前往克恩顿州最秀美的湖泊之一。这些湖泊由几千年前的冰川作用形成，属于全世界
最纯净的水域，湖水甚至可供您饮用。乘船游览沃特湖（Wörthersee）或白湖（Weißensee）时，您将欣赏到最秀丽的
自然风景，随后您可以在水温达28摄氏度的温暖而清澈的湖水中畅游。全程耗时：6小时

我们今天驱车前往皮拉米登峰（Pyramidenkogel）及克恩
顿州的首府克拉根福市。沃特湖湖边树木丛生的山峰上矗
立着一座设计别具一格的木质观光塔，塔高100米，是全
世界最高的木质眺望塔。站在塔上放目远眺，一片明媚的
湖光山色伴着苍翠的草坪与森林，您会以为看到了天堂！
之后我们驱车去克拉根福市并参观主广场上的石制纪念
碑。传说很久以前有一条怪龙威胁着克拉根福市及其居民
的安全，直到一位拥有超人力量的英雄将其杀死。我们随
后去参观Minimundus，沃特湖湖畔的微缩景观世界，您将
在那里看到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物。 全程耗时：6小时

第3天：充满活力的山地体验

第14天：徒步游览大型水源地

第1天：抵达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

从机场乘车抵达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后，办理入住手续。旅游领队和酒店经理欢迎您的到来。享用具有本地特色的迎宾
饮料和美味的晚餐。中文领队将向您介绍一周的活动安排！

第2天：搭乘游船畅游“水晶般清澈的湖泊”

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趟不同寻常的郊游。我们将驱车带您驶入山区，参观近150米高的水坝Kölnbreinsperre，这道水坝
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水库，用于进行水力发电。在这个海拔2000米的地方，您不仅能了解如何不污染环境而获取清洁的能
源，而且能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我们还将邀请您在山区餐厅里舒适地享用一顿美味的点心。
全程耗时：7小时 / 步行时间2小时

第4天：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

日常生活充满了压力？那今天的活动肯定会让您放松身心！您将拜访并参观一幢美丽的奥地利传统农庄，居住在这里的
人们用全天然的方法生产健康的食品！您有机会品尝放养在翠绿草场上的奶牛产出的鲜奶，为您准备的点心里还有奶
酪、火腿和美味的农庄面包等耐贮食品。 之后大家去附近的森林里散步，我们将向您讲述关于大自然的精彩故事！
全程耗时：5小时 / 步行时间1.5小时

克恩顿州有一处水源，那里的地下水以每秒钟600升的速
度涌出。替贝尔水源（Tiebelquellen）是自然界罕见的奇
观。地上到处是源头，它们呈环状排列，其水质极其纯
净，称得上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饮用水。水源下游的山涧
边有一座水磨磨坊，这里至今还在用磨盘研磨面粉。我们
将参观水源和磨坊并品尝这里生产的面包。 全程耗时：4
小时

第15天：

告别并乘车去机场，返回中国

第5天：骑车环绕奥西亚赫湖（Ossiacher See）

骑车环绕克恩顿州的任何一条湖泊都是一种享受！在自行车专用车道上，没有来来往往的汽车，您尽可放心地一边骑车
一边欣赏自然美景。沿途我们会停下来品尝美味的冰激凌并参观奥西亚赫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您
一定不能错过。修道院里经常有音乐活动举行。此外，奥西亚赫湖湖边还有一个野生动物观察站，您可以在那里观察生
活在湖边的动物。 全程耗时：5小时

第6天：漫步在美丽的大自然中

今天也会是让您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将一起去克恩顿州的山区里徒步旅行，那里的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将
步行经过开满野花的翠绿草场，邂逅奶牛、牡鹿、岩羚羊、旱獭等山区特有的动物。登上山顶后，您将欣赏到一片令人
叹为观止的山景，把四周300多座山峰尽收眼底。往山下走一小段路后，我们将在一座高山牧场餐厅里稍事休息并品尝
这里自制的美味佳肴，如奶酪、熏肉和可口的皇帝松饼（Kaiserschmarren）。 全程耗时：6小时 / 步行时间2小时

第7天：骑士的生活

今天您将体验400年前的中世纪克恩顿州。您将参观欧洲最美丽的骑士城堡之一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Burg Hochosterwitz），了解这里的人们以前是如何生活的。之后我们将驱车前往古城弗利萨赫（Friesach），看看那里在如何用古代
的工具建造一座新的城堡。您可千万别忘了带照相机，这些精彩的印象肯定会永远留在您的记忆之中 。无论对父母还是
孩子来说，今天都将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全程耗时：7小时晚上：告别晚餐及克恩顿假期照片秀！

第8天与第9天

从皮拉米登峰上全世界最高的木质观光塔远眺沃特湖秀丽的风景。
图片版权：Franz Gerdl

克恩顿州美味的砧板点心深受游客喜爱，您也来品尝一下，看看克
恩顿州的美食是多么诱人吧！图片版权：©克恩顿州官方旅游发展
局，Michael Seyer

本产品包含以下内容：
- 15天14晚，住宿在克恩顿州的四星级酒店，半膳制，包括酒店内的所有服务项目
- 维也纳或慕尼黑机场接送
- 中文（如有需求）或英文旅游领队和导游
- 行程安排内的所有游览项目和活动，包括往返交通
- 行程安排内的所有额外餐饮
- 所有门票和费用
- 自愿参加的城市与文化之旅除外
价格：每人2875欧元起
周六出发周六返回，可预订之旅游时间为五月初至十月底！

自由活动或在酒店休息。您也可以参加自费项目“城市与文化之旅”。

第10天与第11天：体验最美丽的高山公路

克恩顿州拥有诺克山地牧场公路（Nockalmstraße）和大钟山高山公路（Großglockner Hochalpenstraße）两条全欧洲
最美丽的可供汽车行驶的高山公路。我们一天走诺克山地牧场公路，另一天走大钟山高山公路。两条道路都通往海拔
2500米以上的高地，您会看到山区特有的动植物世界。此外，您将参观这里的博物馆，通过展览了解很久以前居住在
这儿的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当时是如何淘金淘银的。您还会看到3亿年前生长在这个地区的树木变成的化石。运气好的
话，我们还会看到生活在山区里的旱獭，也许还能抚摸它呢！ 全程耗时：6-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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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矿长办公厅酒店，克恩顿州奥巴法拉赫
美丽而富有历史意义的度假胜地
数百年前，奥地利的山脉曾经是最重要的黄金开采区
域之一。奥地利最高的山区，即现在的高陶恩国家公
园，曾在世界金融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个时
代的黄金交易可不是在伦敦、巴黎、北京或纽约进行
的，克恩顿州山区里的一座名叫奥巴法拉赫（Obervellach）的小镇才是当时世界瞩目的焦点。15世纪
时，奥皇马克西米安一世将一名官员任命为“总矿长”，
由他来负责管理奥地利的所有矿山。由于奥巴法拉赫
距离高陶恩的黄金开采区特别近，因此总矿长办公厅
被设立在那里。他的主要任务在于监管金矿的开采工
作，16世纪上半叶正是这项业务在整个东阿尔卑斯山
地区的全盛时期。全世界大部分的黄金开采均由这个
办公厅来管理，其管辖范围涵盖了当时的哈布斯堡皇
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之后的270多年中，奥巴法拉赫的
总矿长办公厅始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黄金转运中心！
直到1778年，该办公厅才被迁往州府克拉根福市。

在克恩顿州探索自然与文化
本次假期的行程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奥巴法拉赫（Obervellach）的总矿长办公厅酒店（Hotel Oberst Bergmeisteramt）则是
度过这一假期的理想场所。您每天都会欣赏到无与伦比的自然美
景，了解丰富的文化与历史。总矿长办公厅酒店所在地以前曾掌
控着全世界的黄金交易，因此您在假期内入住这一酒店真是再合
适不过了。请尽情享受您的假期，它一定会成为一趟令人难忘的
探索之旅。
第一天 ---- 接机，抵达奥巴法拉赫，参观酒店并了解酒店历史，享
用迎宾饮料。
第二天 ---- “奥巴法拉赫及其周边” ---- 休息调整，在壮观的格若盆
施泰因峡谷（Groppensteinschlucht）内作短暂的徒步旅行，观赏
清澈的瀑布。
第三天 ---- 驱车前往奥地利最壮丽的高山公路大钟山高山公路，游
览美丽的观景台并参观博物馆，了解奥地利海拔3798米的最高山
山麓的地方历史。
第四天 ---- 与护林员Ron一起在卡泊尼希谷（Kaponigtal）或塞巴
赫谷（Seebachtal）观察野兽。

总矿长办公厅酒店
历史悠久的建筑，令人神往的风光
这里称得上是最有意义且最美丽的度假胜地之一。总
矿长办公厅所在楼栋如今是一座具有中世纪风格的优
雅而舒适的酒店。置身其中，您依然能感受到这幢建
筑当年在黄金开采方面的世界地位。这家四星级酒店
的客房温馨舒适，公共活动场所富有中世纪情调，您
将在别具一格的氛围下度过美好的假期。黄金开采区
等历史遗迹就在酒店附近，部分区域可供游客参观。
作为高陶恩国家公园的门户，奥巴法拉赫小镇位于中
阿尔卑斯山区域之内，四周环绕着壮丽无比的崇山峻
岭，是探索无穷的自然与文化宝藏的理想出发点。

第五天 ---- 搭乘火车前往萨尔兹堡（Salzburg），途径历史悠久的
陶恩隧道（Tauerntunnel）。
第六天 ---- 探索高陶恩山脉（hohe Tauern）上罗马人的足迹。早
在2000年前，罗马士兵及商人就已从这里越过高山。我们将沿着
他们的足迹跋涉！
第七天 ---- 前往海利根布鲁特（Heiligenblut）淘金并参观普岑霍
夫（Putzenhof）的黄金博物馆。拜访海利根布鲁特举世闻名的朝
圣教堂。
第八天---前往奥地利最著名的骑士城堡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
（Burg Hochosterwitz）。
第九天 ---- 前往莫尔塔勒冰川（Mölltaler Gletscher），这里有海
拔最高的滑雪场（有机会滑雪）。
第十天 ---- 送机
价格：双人房1590欧元，半膳制，包括行程中的所有活动安排，往返交通及中文导游。
单人房：1690欧元
儿童折扣请询价！
(参团人数：2至最多8人 / 第5人起优惠15%)

Alpin Süd Tourismus旅游公司，地址 Kirchgasse 8，A-9560 Feldkirchen，
电话：+43 699 19540157，office@alpin.sued.at；www.alpin-sued.at/china

匹夫卡
1620米

大钟山 高山公路

大自然的魅力！

大钟山旁的海利根布鲁特
1301米

大钟山公路边的弗士
815米

大钟山高山公路被誉为是欧洲最美丽最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
及景观道路之一。
置身于高陶恩国家公园的心脏地区，您将亲身体验奥地利最
高山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并领略它的神秘风采。
主题各异的教益路径、精彩的展览和有趣的儿童游戏场会让
游客拥有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
大钟山
3798米
大钟山
3798米
大维斯巴赫峰
3564米
大维斯巴赫峰
大钟山
3564米
3798米
约翰尼斯山
大钟山
3453米
约翰尼斯山
3798米
3453米
大维斯巴赫峰
3564米
大维斯巴赫峰
3564米
约翰尼斯山
3453米
约翰尼斯山
3453米
雪绒花峰
2571米
雪绒花峰
2571米
高门隘口高地
2504米
高门隘口高地
2504米
雪绒花峰
弗舍门
2571米
2428米
弗舍门
2428米
弗朗茨约瑟夫皇高地
雪绒花峰
高门隘口高地
2369米
2571米
弗朗茨约瑟夫皇高地
2504米
2369米
高门隘口高地
弗舍门
2504米
2428米
弗朗茨约瑟夫皇高地
弗舍门
2369米
2428米
弗朗茨约瑟夫皇高地
2369米
匹夫卡
1620米
匹夫卡
1620米

匹夫卡
1620米
大钟山旁的海利根布鲁特
1301米
大钟山旁的海利根布鲁特
匹夫卡
1301米
1620米

大钟山旁的海利根布鲁特
1301米
大钟山旁的海利根布鲁特
1301米

凭一日票
即可游览

48公里的景观公路
8项展览
线
7条主题各异的徒步旅行路
30座三千米以上的山峰

大钟山公路边的弗士
815米
大钟山公路边的弗士
815米

大钟山公路边的弗士
815米
大钟山公路边的弗士
815米

免费导览
14家餐厅与高山牧场
4所儿童游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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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自费项目：城市与文化之旅
在您的逗留期间，我们还可以组织您去游览克恩顿州附近值得一看的著名城市。萨尔兹堡、威尼
斯、维也纳和卢布尔雅那都仅需2-3小时的车程即可到达。城市游览将持续一整天，去维也纳的游客
需要在当地住宿一晚！
本产品包含以下内容：
- 乘坐巴士往返，导游陪同（中文）
- 乘坐观光车游览城市
- 参观最著名的景点
- 在具有地方特色的餐厅用餐！
每人价格：
萨尔兹堡：195欧元 / 威尼斯：195欧元 /
卢布尔雅那：175欧元 / 维也纳包括一晚住宿：285欧元
（两人起即可成行）
儿童优惠：				
0 - 2岁			
免费		
2.99 – 5.99岁		
优惠50 %
6 – 14.99岁		
优惠25 %

米尔施泰特湖湖畔的湖滨别墅城堡酒店 (Schlosshotel See-Villa)

两人以上预订优惠：
4位成人 		
– 10 %
至少6位成人 		
– 15 %

体验克恩顿州冬季的魅力
第1天：抵达您的酒店
中文旅游领队和酒店经理欢迎您的到来。享用迎宾饮料和晚餐。
第2至第5天：滑雪课程
您每日上半天滑雪课，跟着会说中文的滑雪教练您会在短短几天内就掌握或
提高您的滑雪技能（每天4小时） 。滑雪课结束后，您可以在酒店里享受养
生服务、桑拿和温泉浴！
第6天：滑雪橇和溜冰
您还能在克恩顿州尝试许多其它的冬季运动。滑雪橇和溜冰是最受欢迎的项
目，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一试。晚上大家步行去一座高山小木屋，我们在那
里为您准备了饮食，您将度过一个愉快的木屋之夜。之后，我们滑雪橇下
山。
第7天：穿着踏雪板体验美丽的大自然
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穿着踏雪板在克恩顿州迷人的山区里作一次美妙的徒步
之旅。自然景象和冬季风光会让您流连忘返。全程耗时：4小时
第8天：告别及乘车去机场，返回故乡
本产品包含以下内容：
- 8天7晚，住宿在克恩顿州的酒店，半膳制，包括酒店内的所有服务项目
- 维也纳或慕尼黑机场接送
- 中文（如有需求）或英文旅游领队和导游
- 行程安排内的滑雪课和滑雪教练，包括往返交通
- 行程安排内租借溜冰鞋和雪橇的费用
- 自愿参加的城市与文化之旅除外

价格：每人1459欧元起
周六出发周六返回，可预订之旅游时
间为十二月中旬至次年四月初！

Alpin Süd Tourismus旅游公司，地址 Kirchgasse 8，A-9560 Feldkirchen，
电话：+43 699 19540157，office@alpin.sued.at；www.alpin-sued.at/china

自由行旅客和追求生活享乐者的归宿 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湖滨别墅位于米尔施泰特湖湖畔一个
僻静的公园之内，这里称得上是湖边
最秀丽的景点。酒店拥有200米长的湖
岸、专属浴场和宽敞的露台，游客可
在那里的椴树下欣赏美得令人窒息的
湖光山色。湖滨别墅建于1884年，由
著名建筑师Mayreder和 Köchlin共同设
计，是米尔施泰特湖湖畔的第一家酒
店。迄今为止，湖滨别墅一直是昔日
优雅与现代奢华的完美结合。酒店备
有42间客房，每间客房的布置、风格
和历史都各不相同，为住客提供别具
一格的舒适体验。宽敞的休憩草坪供
客人放松休息、沐浴阳光；草坪尽头
的室内游泳场内设有桑拿浴、蒸汽浴

和按摩室。除了历史和建筑风格，湖
滨别墅与其它酒店的区别还在于产权
家族的第二代伯爵塔阔利及其家庭营
造的家庭氛围。酒店的点菜餐厅称得
上是湖滨别墅内的一块瑰宝。在总厨
Christian Unterzaucher的带领下，餐
厅为客人提供花样繁多的各类现代国
际美食和传统的当地菜肴。湖滨别墅
餐厅极其重视菜品质量，力求采用新
鲜食料如刚刚捕捞的鲜鱼、酒店菜园
里种植的香辛菜或从酒店猎场捕捉的
野味，餐厅因此享有盛誉并拥有诸多
常客。

Hotel Restaurant See-Villa ****
Seestraße 68, 9872 Millstatt, Austria
电话：+43(0)4766 2102，传真：+43(0)4766 2221
网站：www.see-villa.at， 邮箱：kontakt@see-villa.at

摩瑟尔霍夫酒店
(Hotel Moserhof)

米尔施泰特湖湖畔的婚礼与蜜月！
最新浪漫之地: 米尔施泰特湖！
这个别具一格的地方位于克恩顿州，
在从威尼斯去往萨尔兹堡的途中.

这里的一切都像童话故事一般美妙……

您将在四星级的摩瑟尔霍夫酒店体
验奥地利热情好客的传统，了解这
个国家及其人民最美丽的一面，发
现这里的自然美 景 和文化宝藏。请
进入我们的享乐世界吧！

联系人：

电话：+43 4762 – 81400
网站：www.moserhof.com
邮箱：hotel@moserhof.com

您是想经历一次像
“湖中小岛上的二人晚餐”
这样时尚高雅的约会还是想和至爱之
人徘徊在石榴门前寻找火红的宝石？

Christine Ramsbacher

电话：+43 (0) 4766/3700-214
christine.ramsbacher@millstaettersee.at

米尔施泰特湖. 克恩顿州的瑰宝.
Inserat Süd Alpin 2017.ind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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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X酒店及运动度假村
紧邻米尔施泰特湖
ROYAL X酒店及运动度假村紧邻
米尔施泰特湖，是集自然、运动
与探险为一身的最佳度假地点！
酒店全年开放，为游客提供现
代、灵活和经济的住宿条件 ---- 尤
其适合旅行团下榻。
帆船与冲浪学校、自行车租借、
室内网球场、沙滩排球场、湖滨
通道、美味的国际菜肴等更多精
彩期待着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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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Hotel & Sportresort ROYAL X
Seehofstraße 25
9871 Seeboden, AUSTRIA
电话：+43/4762 81669
邮箱：office@hotelroyalx.at
网站：www.hotelroyalx.at

从高山之巅. . .

(10日9晚)
山水间的梦幻假日
清澈的湖泊，具有饮用水质量的湖水；壮丽的崇山峻岭，清新的空气；还有山
水之间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个假期定会让您流连忘返！
您将从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出发，和我们一起分成小组体验精彩纷呈的山水之行，让您的身心得到放松！每
天，您在酒店度过舒适的夜晚之后，我们将驱车送您去我们精心挑选的景点，这些地方的美丽与纯净无与伦
比。当您返回中国时，您会变成拥有力量和健康的另一个人！行程安排非常适合自由行游客和家庭参与！

第1天：抵达卡赤山上美丽的Hinteregger 酒店

接机后入住克恩顿州美丽的酒店。旅游领队和酒店经理欢迎您的到来。享用具有本地特色的迎宾饮料和美味
的晚餐。 中文领队将向您介绍一周的活动安排！

第2天：领略卡赤山的壮丽山色

清新的空气、巍峨的山峦和浪漫的高山牧场餐厅令人陶醉。短暂的徒步旅行结束后，您将享用当地的美味菜
肴，参观奥地利海拔最高的啤酒厂并品尝啤酒。

第3天：充满活力的山地体验
到卡赤山上的Lärchenhof酒店、Katschberghof活力酒店 或Hinteregger家庭酒店 里来享受清新的高山空气
吧！置身于克恩顿州壮丽的崇山峻岭之中，体验多姿多彩的假期生活：骑着小矮马或小毛驴和全家一起去郊
游、在圣母堂举行婚礼或在浪漫牧场上野餐。
电话：+43 04734 250 邮箱：info@laerchenhof-katschberg.at 网站：www.laerchenhof-katschberg.at

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趟不同寻常的郊游。我们将与您驱车驶入山区，参观近150米高的水坝Kölnbreinsperre，这道水坝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水库，用于进行水力发电。在这个海拔2000米的地方，您不仅能了解如何不
污染环境而获取清洁的能源，还能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并体验山区餐厅里温馨舒适的氛围。

第4天：漫步在美丽的大自然中

今天也会是让您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将一起在克恩顿州的诺克山里徒步旅行，那里的空气清新，令人心旷
神怡。我们将步行经过开满野花的翠绿草场，邂逅奶牛、牡鹿、岩羚羊、旱獭等山区特有的动物。我们还将
在一座浪漫的高山牧庄里稍事休息并品尝这里美味的奶酪、熏板肉和面包。 步行时间2小时。

第5天：体验大钟山高山公路

克恩顿州的大钟山高山公路（Großglockner Hochalpenstraße）是全世界最壮观的高山公路之一。今天您将
置身于奥地利最高最美的山区，体验3798米高的大钟山及其独特的动植物世界。此外，您将参观这里的博物
馆，了解从前的淘金淘银者在这里的生活。数百年前，这个地方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黄金开采地！如果运气
好的话，我们还能亲手抚摸生活在这片山区里的旱獭呢！

在沃特湖湖畔享受南太平洋风情 ---- 沿着湖岸漫步倘佯，走过沃特湖城堡，直至费尔登市中心的赌场。在
SOL湖滩俱乐部您将品尝到用本地鲜鱼精制的创意寿司以及美味的亚洲菜肴。
电话：+43 4274 50 777 邮箱：velden@rocketrooms.at 网站：www.rocket-rooms.at

第6天：搭乘游船畅游水晶般清澈的沃特湖

今天您将换到沃特湖湖畔的酒店Rocket Rooms am Wörthersee。美丽的沃特湖是由几千年前的冰川作用形
成的，称得上是全世界最纯净的水域之一，这里的湖水甚至可以供您饮用。乘船游览沃特湖时，您将欣赏到
秀美无比的自然风景，之后您可以在水温达26摄氏度的温和而清澈的湖水中畅游。

第7天：骑士的生活

今天您将体验400年前的中世纪克恩顿州。您将参观欧洲最美丽的骑士城堡之一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Burg
Hochosterwitz），了解这里的居民以前是如何生活的。之后我们将驱车前往古城弗利萨赫（Friesach），看
看那里的人们在如何用古代的工具建造一座新的城堡。您可千万别忘了带照相机，这些精彩的印象肯定会永
远留在您的记忆之中 。无论对父母还是孩子来说，今天都将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全程耗时：7小时
晚上：告别晚会及克恩顿假期照片秀！

到湖水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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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皮拉米登峰及克恩顿州首府克拉根福

皮拉米登峰（Pyramidenkogel）上矗立着全世界最高的木质观光塔，塔高100多米，别致的建筑风格和四周
壮观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之后我们驱车前往州府克拉根福市并参观Lindwurm，这座雕像展示的是一条很久
以前威胁着克拉根福市居民的怪龙。 全程耗时：约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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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天：骑车环绕沃特湖

骑车环绕克恩顿州的任何一条湖泊都是一种享受！在自行车专用车道上，我们将沿着沃特湖一边骑车一边再
次欣赏梦幻般的自然美景。导游将一路陪伴着您并向您讲述克恩顿州的诸多轶事。如有需求，我们亦可提供
电动自行车供您使用。一路慢慢地绕湖而行，全程约需3到4小时。
第10天：告别及送机，返回中国

本产品包含：

- 10日9晚，住宿在卡赤山上的四星级酒店（半膳制）或沃特湖湖畔的酒店（含早餐）
，包括酒店提供的所有服务项目（参阅附件）
- 维也纳或慕尼黑机场接送
- 中文（如有需求）或英文旅游领队和导游
- 行程内安排的所有游览项目和活动，包括往返交通
- 行程内安排的所有额外餐饮
- 所有门票和费用

价格：每人1995欧元起
儿童折扣请询价！
可预订之旅游时间为五月初至十月底！行程安排有可能因天气变化而有所变更！

Alpin Süd Tourismus旅游公司，地址 Kirchgasse 8，A-9560 Feldkirchen，
电话：+43 699 19540157，office@alpin.sued.at；www.alpin-sued.at/china

千载难逢的机会：2017/18冬季10日游
整个冬季均可预订本旅游产品！
与奥运冠军一起在卡赤山上滑雪
奥地利拥有全世界最棒的滑雪运动员。这里的人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滑雪了。很多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如Matthias Mayer, Fritz Strobl 或Franz Klammer都来自克恩顿州。中国将于2022年举办冬奥会，到时许多
中国人也会想学滑雪，而奥地利当然是学习这项运动的最佳地点。您将通过三天的滑雪培训来学会滑雪或
提高技能，之后您将和一位名副其实的奥运滑雪冠军一起滑雪三天！您将住宿在美丽的四星级酒店Lärchenhof，享受那里的各种优质服务和养生疗法。
产品包含：
- 维也纳、慕尼黑或萨尔兹堡机场的接机服务
- 中文或英文导游
- 入住卡赤山Lärchenhof酒店的普通套房或浪漫套房，半膳制，客房内备有香槟酒
- 滑雪培训课3天，每组最多6人
- 与Franz Klammer或其他奥运冠军滑雪3天
普通套房，每人2775欧元
- 萨尔兹堡一日游，包括往返交通和城市游览
浪漫套房，每人2965欧元
- 葡萄酒品鉴
儿童折扣:
- 参观酒店自己的酿酒厂并品尝啤酒
• 3 至5.9岁 = 优惠60%
- 滑雪票

• 6 至13.9岁 = 优惠40%

预订与咨询请联系Hinteregger家族，地址Katschberghöhe 14，A-9863 Rennweg，电
话：+43 4734 250，info@laerchenhof-katschberg.at；www.laerchenhof-katschberg.at
或 Alpin Süd Tourismus旅游公司，地址 Kirchgasse 8，A-9560 Feldkirchen，
电话：+43 699 19540157，office@alpin.sued.at；www.alpin-sued.a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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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9晚
克恩顿州最美丽的风景

联系方式：

您将通过本产品在极小的区域之内欣赏到克恩顿州最美丽的风景。雄伟的正午峰和碧蓝的法卡湖被誉为州内
最富盛名的景点。 这里的塞来屯（Seeleitn）和顺来屯（Schönleitn）酒店温馨舒适，具有典型的克恩顿州风
格，让您将尽享轻松愉悦的时光。酒店尤其适合家庭和自由行旅客入住！夏天，您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法卡湖
里畅游或在完美的大自然中作短暂的徒步旅行。我们的中文导游将陪同您游览附近最美丽的景点。

Hotel Karnerhof
Familie Melcher
Karnerhofweg 10
9580 Egg am Faaker See
+43 4254 2188
hotel@karnerhof.com | www.karnerhof.com

欢迎光临湖滨公园酒店 (Seepark Hotel)
酒店坐落于克拉根福市沃特湖涟特湖湾之滨

•
•
•
•
•

产品包含以下内容：

142余间客房，4种房型
Laguna餐厅正对着3000平方米的公园
900平方米的水疗区，拥有室内游泳池、
远红外汗蒸舱、桑拿浴室等等
停车场位于酒店门口

- 接机（维也纳、萨尔兹堡及慕尼黑机场）
- 住宿，半膳制
- 游览五大景点，包括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 (Burg Hochosterwitz)、诺克高山公路 (Nockalmstraße)、
皮拉米登峰 (Pyramidenkogel)、州府克拉根福市 (Klagenfurt) 及自然公园多步拉赤 (Dobratsch)
- 中文导游陪同游览并解答您逗留期间的所有问题
- 参加酒店举办的徒步旅行活动
价格因时而异，每人1390欧元起

咨询与联系方式：

Alpin Süd Tourismus旅游公司，地址 Kirchgasse 8，A-9560 Feldkirchen，
电话：+43 699 19540157，office@alpin.sued.at；www.alpin-sued.at/china

电话：+43 463 20 44 99-0
传真：+43 463 20 44 99 739

„

Seepark Hotel - Congress & Spa
Universitaetsstraße 104
9020 Klagenfurt am Wörthersee, Austria

(5月6日至10月20日)
儿童折扣请询价

纳图瑞酒店

带给您的
是无忧无虑的时光。

免费无线上网

邮箱：info@seeparkhotel.at
网站：www.seeparkhotel.at

不同凡响的湖泊之旅：这座大型湖畔度假村面南背
北，坐落在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的绿地与花园之中，拥
有规模庞大的养生中心。
奥地利最南端的游泳湖美得令人陶醉：法卡湖的湖水
清澈见底，犹如一块翠兰色的宝石镶嵌在卡拉王肯山
脉的山麓处。
度假村位于奥地利克恩顿州、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三
国交界处，三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融合在一起，这一
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游客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
及徒步旅行项目，各种活动精彩纷呈，人人都能各得
其所。

欧罗巴湖滨酒店

沃特湖湖畔的四星级高级酒店

国境附近诸多充满情趣的城市是一日游的理想去处。

这里的

几十年以来，Karnerhof的餐厅一直是克恩顿州的最佳
餐厅之一。

尽如人意。

露台与观景大窗让您尽情欣赏法卡湖及其周围令人叹
为观止的湖光山色，巍峨的正午峰尤其引人注目。

图片来源: shutterstock/irvagustin

一切

24

。
酒店。体验
式
落
村
。
假期
顺来屯 村
塞来屯 村

.com

lhotels
www.nature

养生设施包括特色室内游泳池、按摩浴池、3间桑拿浴
室、蒸汽浴室、温水浴室及健身房、恒温露天游泳池
（240平方米）、大型室外按摩浴池（80平方米）以及
开阔的湖滩，浪漫的湖畔桑拿浴室更可直接通往法卡
湖；酒店的各类养生服务一应俱全，能满足您的所有
需求。
养生之余，丰富的娱乐与运动项目让您保持健康尽享
欢乐。

位于费尔登的四星级高级酒店欧罗巴湖滨酒店（****Superior Seehotel
Europa）坐落在沃特湖湖畔的大型公园之内。独一无二的
地理位置和富有情调的氛围将让您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无论是追求生活享受之人、品酒专家、美食之客，还是高尔夫球
迷、运动爱好者或寻觅休闲放松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都
对这家酒店情有独钟。酒店还拥有宽敞的水疗中心，提供按摩、
养生和美容护理，各类服务一应俱全。酒店共有84间客房、套
房和公寓。所有客房均设有空调。免费无线网络覆盖酒店所有客
区。春季及夏末超值优惠价：如“住7天付6天”。酒店距离萨尔兹堡
仅两小时车程，距离威尼斯仅两个半小时车程。

咨询与联系方式：

Seehotel Europa ****Superior
Familie Jakob & Renate Wrann
电话：+43 4274 2770 | 邮箱：seehotel.europa@wrann.at
网站：www.seehotel-europa.at

地址：Wrannpark 1-3 A-9220 Velden am Wörthersee

托维特酒店 (Hotel Torwirt)
沃特湖湖畔
的梦幻婚礼!

酒店简介：
托维特酒店（Hotel
Torwirt）
位于沃尔夫斯贝格市（Wolfsberg）。市中心的老城区距酒
店仅三分钟步行路程。酒店客房
可接收卫星电视、Sky收费电视
台和中文电视台。您可在酒店内
的皮萨店“Pizza per tutti”享用精
致的意大利菜肴，或在“Snabel”
品尝土耳其烤肉（Kebap）。
游客可从酒店出发前往诸多景
点，如巍峨的沃尔夫斯贝格城堡
（Schloß Wolfsberg）。

联系方式
Hotel Torwirt
Am Weiher 4
9400 Wolfsberg, AUSTRIA
电话：0043 / (0) 4352 2075
邮箱：office@torwirt-wolfsberg.at
网站：torwirt-wolfsberg.at

图片： 被誉为克恩顿果园的拉王谷闻名遐迩。

为最美好的时刻
锦上添花！
高雅时尚的婚庆将伴您度过一生中最重
要的时刻。无论是婚宴酒席还是自助西
点---- 各种美食都能让您称心如意。
我们的宴会厅是举办婚庆的最佳选择，
您的庆典在这里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26

DERMUTH HOTELS
Hauptstraße 178 • 9210 Pörtschach am Wörthersee
office@hoteldermuth.com • www. hoteldermuth.com
Tel. +43 4272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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