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巴伐利亚-慢旅在德国之一

每年的九月底是德国的巴伐利亚啤酒节!

卡玛巴伐利亚滑雪度假村

这家四星级度假村位于施利尔塞（Schliersee），坐拥风景优美的地理位置，提供

传统巴伐利亚风格客房，邻近施利尔塞湖（Schliersee）。

Karma Bavaria 度假村提供享周围乡村美景的小屋风格客房。

Karma Bavaria 度假村设有游泳池、热水浴池和桑拿浴室，提供按摩服务和美容

护理。酒店提供覆盖各处的额外收费 WiFi。



度假村的 Karmasee餐厅和 Wolpertinger酒吧供应国际和亚洲美食、丰盛自助早

餐以及多种精选葡萄酒和鸡尾酒。

客人可在度假村附近进行远足、网球和滑雪活动。

附近地标

斯列斯博格缆车 0.8 km
Bahnhof Tegernsee 8 km
Nordhanglift 8.2 km
Dreitannenlift 8.3 km
Drei Tannenlift 8.3 km
Kurvenlift 8.5 km
Osthanglift 8.8 km
斯图林格缆车 9 km
洛斯烤缆车 9.1 km

Lyralift 9.2 km

餐厅及集市

Netto Supermarket 超市/便利店

0.5 km

Schliersee Village 市集

0 km
自然风光

Schliersee Lake 湖泊

1 km

Spitzingsee Ski Slopes 滑雪缆车站

9 km
邻近机场

因斯布鲁克机场

65.7 km

慕尼黑机场

68.5 km

萨尔茨堡莫扎特机场

85.4 km



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拥有现代化的大城市，也有田园诗意的乡村，还有迷人的中世纪气息和

阿尔卑斯山美景，这里的一系列景点，使巴伐利亚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度假胜

地。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bavaria.us

1.新天鹅堡

新天鹅堡（Neuschwanstein Castle）的景色是华丽的、令人惊艳的、绝无仅有的，

也是来德国必看的。沿着陡峭的山坡徒步走上“新天鹅堡”可能会让你气喘吁吁，

但是从这座童话般的城堡俯瞰村庄的的景色 ，会让你感受到这美景的不可方物。

路德维希二世曾经请他的建筑师建立一个理想化的中世纪骑士城堡。而结果是

“浪漫主义城堡”最好的满足了他的要求。国王原本打算将此作为自己的私人住

所，路德维希二世的城堡在他于 1886年去世后的几周内便向公众开放。每年这

个独特而迷人的宫殿会吸引大约一百万人到此进行参观。

http://www.bavaria.us/


2.世界之巅：楚格峰

楚格峰（Zugspitze）是德国最高的山峰，高达 9,717英尺（约 2,962米），你可

以徒步爬上山顶，也可以乘坐山地铁路和缆车等。当你爬到山顶时，可以看到

400多座高山。在附近的阿尔卑斯山脉上矗立着令人叹为观止的 X 型观景台，在

观景台上游客可以看到巴伐利亚南部山区的壮观景色。

3.慕尼黑：令人兴奋的巴伐利亚首府

对于那些爱购物的人来说，慕尼黑可以提供许多选择，包括 Kaufinger大街，玛

利亚广场（英语：Mary's Square，德语：Marienplatz）的世界知名的钟琴，或是

维克图阿立安市场（Viktualienmarkt）——一个出售水果、蔬菜和海鲜的种类丰

富的市场。慕尼黑的文化亮点是拥有许多大型国营美术馆和博物馆。新的和老的

绘画陈列馆（Neue and Alte Pinakothek），现代艺术陈列博物馆（Pinakothekder
Moderne），布兰德霍斯特博物馆（Museum Brandhorst），装修后于 2013年 5
月重新开放的连巴赫市立美术馆（Lenbachhaus Gallery），以及新开放的国家埃

及艺术博物馆（State Museum ofEgyptian Art），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系

列博物馆。值得关注的还有宝马博物馆和汽车厂，以及旁边非常受欢迎的宝马世

界（BMWWelt）。



4.音乐气息无处不在：巴伐利亚的节日

巴伐利亚全年都会举办许多活动和节日，可以迎合游客的各种口味。摇滚音乐爱

好者将会尽情享受纽伦堡的公园摇滚（Rock in Park）音乐节或罗滕堡的陶伯河谷

露天音乐节（Taubertal Open-Air Festival） 。其他重要节日包括布格豪森国际爵

士乐周（International Jazz Week）和慕尼黑国际新音乐剧节（International Festival
for New Music Theater）。年度古典音乐节有奥格斯堡的莫扎特音乐节（Mozart
Festival）和拜罗伊特著名的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Richard Wagner Festival）。



5.巴伐利亚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奇观

巴伐利亚可以欣赏到七大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拜罗伊特的侯爵歌剧院

（Margravial Opera House）被列入最值得保护景点名录。这座位于拜罗伊特市中

心的壮丽古迹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剧院之一，至今仍然保持着它

最初的模样。同样美丽的还有维尔茨堡官邸（Würzburg Residential Palace）（著

名的巴洛克式宫殿）和维斯朝圣教堂（Pilgrimage Church of Wies）（洛可可宝石

和华丽的内饰）。雷根斯堡和班贝格的老城（Old Towns of Regensburg and
Bamberg）的中世纪建筑，以及阿尔卑斯地区的史前湖岸木桩建筑和上日耳曼雷

蒂安边墙（UpperGermanic Raetian Limes），这是世界上长度第二长的人造结构，

也是都是巴伐利亚世界遗产奇观的一部分。

6.美味的巴伐利亚啤酒、葡萄酒和香肠

巴伐利亚美食在世界各地闻名遐迩：配上奥巴斯达奶酪的饼干，马铃薯丸子，各

种鱼和肉类菜肴，当然，更不会少了巴伐利亚香肠。品尝慕尼黑的白香肠，纽伦

堡的油煎香肠（Rostbratwurst）和雷根斯堡的香肠（Knacker）。巴伐利亚人经常

与家人和朋友在当地的小酒馆或在啤酒花园里的椴树阴下享受美食，这已经成为

巴伐利亚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你可以品尝来自弗兰肯的大肚瓶葡萄酒，抑或

是尝试源自巴伐利亚 600余家啤酒厂，4000 多种啤酒中的任意一款。





7.原汁原味的巴伐利亚：风俗与传统

巴伐利亚的人们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庆祝和歌唱的机会。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传

统的节日都充满了活力，比如五朔节花柱周围的舞蹈，牛羊辞山节的迁徙放牧，

还有列昂哈迪骑行节的游行。所有这些庆祝活动中都少不了食物，啤酒，葡萄酒，

传统服装，音乐和舞蹈，这些都是巴伐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创造了巴

伐利亚人自由而欢乐的民族风情。

8参观巴伐利亚圣诞市场

在巴伐利亚，圣诞节市场承担了圣诞前夕准备工作的重要角色。在这个传统的市

场上，游客可以欣赏手工艺品，听节日音乐，在舒适的氛围中品尝当地美食。最

古老和最著名的圣诞市场要数纽伦堡圣诞市场（Christkindlesmarkt）。在一家叫

做“木头布料小镇”的木屋中，你可以找到传统手工制作的圣诞首饰，同时还有著

名的纽伦堡姜饼和油煎香肠等美味佳肴。纽伦堡圣诞市场，连同纽伦堡的教堂和

博物馆，共邀游客在圣诞前昔参加节日的音乐会，观光旅行和展览。



9.沿着浪漫之路旅行

浪漫之路，长达 410公里（255 英里），是德国最美丽的旅游线路之一。浪漫之

路穿过风景秀丽的巴伐利亚乡村，路上遍布美丽的城镇，许多都是半木结构的房

屋，其中有一些仍然保留着周身的中世纪墙壁。沿着这条中世纪时期建立的旧商

路，你可以欣赏著名的维尔茨堡官邸，中世纪古镇罗滕堡和菲森（位于阿尔卑斯

山脉边缘，靠近新天鹅堡）。游玩浪漫之路可以驾车，骑自行车或坐火车，还可

以乘坐连接着大多数城镇的“浪漫之路”巴士。



10.高性价比

巴伐利亚不仅是户外活动，自然体验和滑雪的天堂，也是高性价比有竞争力的度

假选择。几个巴伐利亚的目的地，如鲁波尔丁和上斯陶芬，纽伦堡和奥格斯堡，

还特别推出了特色游览卡，游览卡提供了享受壮观的山地风光和一系列的附加景

点和服务的机会，且不收取额外费用。廉价的航班和公共交通，价格合理的住宿、

食品和饮料，使得巴伐利亚成为美妙的旅游目的地。



不论是古罗马帝国的界墙还是现代音乐节、历史古城还是现代展馆建筑 — 巴伐

利亚的文化游走于现代和传统之间，令人们目不暇给。

巴伐利亚的文化丰富多彩，无数精彩等待您来发现。譬如，可以在纽伦堡或奥格

斯堡的中世纪古城区漫步，领略巴伐利亚自由邦丰富的历史 — 尤其是那里众多

的历史建筑和古迹令人印象深刻。当代文化则融于现代展馆建筑中，如慕尼黑新

建的埃及博物馆，以及整个巴伐利亚州各地的各种盛会和节日。

独一无二且值得保护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尤其是巴伐利亚那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都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其中包括可以在巴伐利亚的三个出土地点参观的

千年太古木桩建筑，以及穿过当今弗兰肯地区的古罗马帝国的莱姆界墙。另外，

班贝格和雷根斯堡这两个城市的风景如画的古城区也被授予了这项殊荣。雷根斯

堡还是德国当前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中世纪大城市。宏伟的古建筑包括诸如巴洛

克风格的维尔次堡宫殿以及位于 Pfaffenwinkel 的最美洛可可风格维斯教堂。

2012 年，位于拜罗伊特的侯爵歌剧院被纳入总计七个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华丽的古迹：巴伐利亚的城堡、宫殿和博物馆



高超的建筑与精彩的故事互相辉映：巴伐利亚总共有 45 座国有宫殿、城堡和官

邸。最吸引游客的是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修建的宏伟建筑，它们童话般梦幻的辉煌

无可匹敌 — 其中包括林德霍夫城堡、海伦基姆城堡以及这座大概是世界上最为

著名的城堡：新天鹅石堡巴伐利亚很多其他景点也同样值得一游：建于中世纪的

纽伦堡古城堡、位于博格豪森的欧洲最长的城堡以及其他小明珠如阿莎芬堡的

Sch.nbusch宫、克尔海姆的解放纪念堂以及阿尔特米尔塔尔的 Prunn 城堡等。



除了浪漫的城堡和宫殿，巴伐利亚的文化风景还包括 12 个大型国有艺术和文化

历史博物馆，其中许多都是闻名全球的著名展馆。其中，新旧绘画陈列馆和现代

艺术陈列馆、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德国博物馆、布兰德霍斯特博物馆以及经过

全面整修后于 2013 年 5 月重新开放的伦巴赫故居内的城市画廊都在世界最重

要的博物馆之列。

徜徉漫步、放松心情



遍布巴伐利亚的休闲度假大道等着您发现和漫步；沿着历史古迹的旅游线路如从

福森穿过风景如画的小镇陶伯尔河畔罗腾堡、福格尔城奥格斯堡，最后到达维尔

茨堡的浪漫之路。又或是 Via Claudia Augusta 罗马大道，最好的方式是像那时的

罗马人一样徒步行走，一路欣赏沿途的美丽风景。

文化亮点是全年在巴伐利亚各地区举行的不乏国际吸引力的节日和盛会。其中影

响力最大的活动包括博格豪森的国际爵士音乐节、纽伦堡的公园摇滚节、奥格斯

堡的莫扎特音乐节以及拜罗伊特著名的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



1.科隆大教堂（上午 9 时 45 分 至 上午 11 时）

一天行程始于参观游览科隆大教堂( 英语：Cologne Cathedral；德语：Kölner
Dom )。大教堂不仅是科隆的中心地带，也是德国的首屈一指的景点，每年有超

过六百万人次来到这里参观。这座哥特式大教堂与其 157米高的塔在 1880 年建

成，并且保持了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的称号长达八年。如今，它仍然是世界第三高

的大教堂。由于大教堂令人印象深刻的哥特式建筑，独具特色的三王圣龛，彩色

玻璃窗和许多其他重要的艺术品，使得教科文组织于 1996年将科隆大教堂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票价：免费入场

开放时间：11月至 4 月：上午 6 时 至 下午 7时 30 分

五月至十月：上午 6时 至 晚上 9 时

地址：Domkloster 4，50667Köln

主页：www.koelner-dom.de /

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cologne-cathedral

2.霍亨索伦桥和桥上的情人锁（上午 11 时 至 11 时 30分）

观光大教堂之后，您可以去附近的霍亨索伦桥（英语：Hohenzollern Bridge，德

语：Hohenzollernbrücke）散步。 在那里挂有超过 40000 个多彩的情人锁，这些

http://www.koelner-dom.de/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cologne-cathedral


锁由幸福的夫妇，家人和朋友挂在桥上。每一个锁上都印刻着主人的名字，锁的

钥匙被主人扔进莱茵河，以此铭记他们之间永恒的爱。

主页：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memorials-wells/love-locks

3. 科隆三角大楼（上午 11时 30 分 至 下午 12 时）

在莱茵河的另一畔，您可以看到科隆的新地标：科隆三角大楼（KölnTriangle）！

三角大楼屋顶上方的公开游览平台高达 100米，站在上面可以看到令人叹为观止

的景象。有些人甚至说这里能看到莱茵河及其桥梁，大教堂及周边地区，乃至整

个科隆市的最佳景观。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memorials-wells/love-locks


票价：大人：3.00€；儿童（12岁及以下）：免费入场；团体（5 人）：2.50€每
人

开放时间：10 月至 4 月：周一至周五：上午 12时至晚上 8 时；周六，周日和节

假日：上午 10时至晚上 8 时；

5 月至 9 月：星期一至五：上午 11时 至 晚上 10 时;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上

午 10时 至 晚上 11时

地址：OƩoplatz 1, 50679 Köln

主页：www.koelntriangle.de

4.科隆酿酒厂（12时 至 下午 2 时）

之后，您可以原路返回霍亨索伦桥并在老城区找一家舒适的啤酒厂享用午餐，如

大教堂旁边的“Gaffel”或“Früh”。品尝当地美味的科什（Kölsch）啤酒，体验叫做

“Köbesse”的经典专业服务员的热情招待，极尽您旅途中的感官体验。

http://www.koelntriangle.de/


Gaffel 大教堂店（Gaffel am Dom）

票价：免费入场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上午 11时 至 晚上 12 时；周五至周六：上午 11 时 至

次日凌晨 2时

地址：Bahnhofsvorplatz 1，50667Köln

主页：www.gaffelamdom.de/en_GaD_brewhouse

Früh 大教堂店（Früh am Dom）

票价：免费入场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8时 至 晚上 12 时

地址：Am Hof 12-18

主页：www.frueh-am-dom.de

5. 4711香水之家和香水工坊（下午 2 时 30 分 至 下午 4 时）

在饱餐一顿后，是时候开始 4711香水之家的参观之旅了，在这里您可以找到科

隆最知名的香水品牌之一，著名的“4711”香水。您可以在 Glockengasse 街 4 号，

http://www.gaffelamdom.de/en_GaD_brewhouse
http://www.frueh-am-dom.de/


拜访昔日研发和制作 4711香水的“家”，现在这里叫做 4711香水之家。这里设有

一个 4711香水旗舰店和一个 4711香水历史的博物馆。

此外，在香水工坊中，您还可以将自己沉浸在一个香水的世界，在其中您有机会

在专业人士协助下创造一款自己专属的古龙香水。当然，您的香水可以在制作完

成后带回家里。

票价：免费参观，导游 5.00€

开放时间：周一 至 周五：上午 9时 30 分至下午 6 时 30分；星期六：上午 9
时 30分 至 下午 6 时

地址：Glockengasse 4 50667 Köln

主页：www.4711.com/en/

替代 4711香水之家的可选路线：

科隆香水博物馆（下午 3 时 至 下午 4 时）

如果您选择不参观 4711香水之家，那么您可以参观科隆香水博物馆（英语：Farina
Fragrance Museum，德语：Duftmuseum im Farina-Haus）作为代替。在那里，您

可以了解到法利纳近三百年的香水历史。在香水室里，您将沉浸在约翰·玛丽亚·法
利纳（Johann Maria Farina）的世界中，闻到不同精华的芳香。这里详细地展示

了香水师的天才和创意。您甚至可以参观 300年前生产香水的原始地窖。

http://www.4711.com/en/


票价：香水博物馆只能在导游陪同下参观，导游费 5.00€

开放时间：周一 至 周六：上午 10时 至 晚上 7 时；周日：上午 11 时 至 下午

5时

地址：Obenmarspforten 21，50667 Köln

主页：www.farina1709.com/gb

6.步行穿过老城区前往莱茵河畔（下午 4 时 至 下午 4时 30分）

您在经历过古龙香水的深刻体验之后，最好去老城区里走一走，沿着独具历史魅

力的老城走向莱茵河畔。老城区里风格纯朴的狭窄巷道，一排排传统特色的老房

子。 位于莱茵河畔的老城区，与科隆大教堂，罗马式的圣马丁教堂以及历史悠

久的市政厅塔楼，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世界著名的莱茵全景图。下

图为科隆市政厅塔楼。

http://www.farina1709.com/gb


主页：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old-town

7.巧克力博物馆（下午 4时 30分 至 晚上 6时）

除了华丽的高楼大厦之外，您还可以在莱茵河畔找到科隆最受欢迎的博物馆：著

名的巧克力博物馆（英语：Chocolate Museum，德语：

Imhoff-Schokoladenmuseum），博物馆不仅展示了巧克力的历史，而且还展示了

他们生产巧克力的过程！

除了常规参观巧克力博物馆，您也可以预订品尝巧克力或参观果仁糖加工车间。

http://www.cologne-tourism.com/attractions-culture/old-town


票价：大人：9.00€；儿童（6 岁及以下）：免费入场；团体（15人）：8.50€每
人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上午 10时 至 下午 6 时；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上午

11时 至 晚上 7 时

地址：Am Schokoladenmuseum 1A，50678 Köln

主页：www.chocolatemuseum-cologne.com

http://www.chocolatemuseum-cologne.com/


文化

迄今为止，东巴伐利亚的城堡数居德国之首：虽然其中不少中世纪的城堡目前都

只留下了废墟，不过还有一些如法尔肯施泰因城堡，尽管衰败，但也仍能参观。

除此之外，东巴伐利亚广阔的云杉林为巴伐利亚玻璃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

为它为第一批玻璃工厂提供了木材和石英砂。而且这条长约 250公里的大道也是

德国最美的度假大道之一。沿着玻璃之路，可以了解到许多关于 700多年玻璃生

产的传统，而玻璃生产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门玻璃艺术。从瓦尔德纳布河畔的

诺伊施塔特通往帕绍的路线上，沿途有许多玻璃厂、画廊和博物馆，展示着关于

这门传统手工艺术的知识。一些东巴伐利亚企业至今还依靠这门传统工艺生存，

其产品远销阿联酋和美国。东巴伐利亚的主要大城市是雷根斯堡、兰茨胡特和帕

绍。最初由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雷尔建造的雷根斯堡市，其源自中世纪的市中心

老城区得以保存至今。雷根斯堡老城和施塔特阿姆霍夫一起自 2006年起被列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纪遗产。兰茨胡特是古巴伐利亚城市的典型范本。尤其是带

有尖顶房屋、彩色外墙、凸窗和连拱廊的市中心，可说是德国最美的老式街区之

一。三河城市帕绍，城市建筑风格为意大利巴洛克式，最初凭借食盐贸易而致富。

因为它与奥地利接壤并且离捷克边境仅 30公里，因此吸引着人们从这里出国游。

当然，在其他东巴伐利亚城市如魏登、上普法尔茨的诺伊马克特县、丁格芬、代

根多夫、施特劳宾和安贝格也同样可以尽情且原汁原味地体验巴伐利亚的生活方

式。



自然景观

北部的菲希特尔山脉和南部的多瑙河之间延伸着一片长约 230公里的森林地带

——山脉的北麓地区是上普法尔茨森林，南部为巴伐利亚森林。上巴伐利亚也包

括巴伐利亚亚汝拉高地。宁静的河流和小溪、闪耀的汝拉岩石以及独特的动植物

世界是这一带的景观特色。

巴伐利亚森林和波西米亚森林一起形成了欧洲最大的连片森林地区。东巴伐利亚

有四条供远足者选择的远足路线。其中最著名的是 Goldsteig。它位于马克特雷德

维茨和帕绍之间，长 660公里，是获德国最佳路线认证的优质路线。不过这个地

区不仅是远足者的乐园。目前，东巴伐利亚拥有欧洲最大的电动自行车地带。巴

伐利亚森林和巴伐利亚高尔夫及水疗中心既和传统的自行车运动相辅相成，有提

供环保的健身环境，并为电动车爱好者们提供广阔的电动车租赁和充电站网络。

更愿意享受放松和悠闲时光的游客可以在巴伐利亚的高尔夫球场和水疗中心找

到舒适的休闲项目：疗养胜地和矿泉浴场如巴德菲辛、巴德格里斯巴赫、巴德比

恩巴赫、多瑙河温泉胜地巴德古京、巴德阿巴等，可不是因为前些年的“养生热

潮”才开始以疗养假期为主题的。这些传统的矿泉浴场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并

且不断根据现代的需求改善这里的酒店和相应的服务项目。



美食

上普法尔茨森林拥有众多全球独有的且受保护的认证产品。例如来自上普法尔茨

森林中未经过滤和下层发酵的传统啤酒 Zoigl，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该啤酒是

由村社在集体酿酒厂酿造，并且只在专门卖 Zoigl的小店出售。如果想享受新扎

的 Zoigl桶装啤酒，那么就要注意看有没有“啤酒牌”——一个固定在一条杆上的六

角星。它表示，哪家小店才刚开了一桶 Zoigl啤酒。喝啤酒时，可以点上另一个

当地的美味：即新鲜捕获的鲤鱼。蒂申罗伊特县被称为“千池县”。这是欧洲最古

老的池塘养殖区域，约 6900个池塘，自 1100多年前起就开始养殖、加工、出售

和享受鱼类。这里养殖鱼类的方法是在中世纪时期由西妥教团的僧侣发明的。从

那时起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今年又有约 6000吨在上普法尔茨新鲜捕获的

鲤鱼被做成叫做“蓝色鲤鱼”的脆壳烤鱼或者其他烧烤鱼类搬上餐桌。最后再来上

一杯 Stonewood1818年的单粒威士忌，这款由来自施泰因瓦尔德（Steinwald）
的家庭烧酒厂 Schreml酿制的烧酒已经传承了几代人。



文化

弗兰肯地区有闻名于世的瓦格纳故乡拜罗伊特（Bayreuth），每年夏末，这里青

翠的丘陵变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歌剧迷们来此朝圣。城里那座宏伟壮观的侯爵歌剧

院，这是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真正原因，于 2012年 7 月荣获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文化遗产”称号。文化与弗兰肯的真正意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早已经认识到：仅在多瑙河北部，现在就有四处地点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它们是：班贝格的老城区、巴尔塔萨·诺依曼的

维尔茨堡宫以及巴伐利亚州维森堡附近的莱姆城墙（Limes-Grenzwall）。不过这

并不是弗兰肯自信的唯一原因。因为弗兰肯地区的大小城镇都一定会让游客不虚

此行：宫殿和城堡、官邸和寺庙、教堂以及历史悠久的古城中心。从前的自由帝

国城市如陶博尔河畔的罗腾堡或者丁克尔斯比尔，至今仍凭借其半木结构房屋保

留着中世纪的小镇风格。在前主教城市如班贝格和埃赫施塔特、特别是老皇城纽

伦堡，都能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宫殿和教堂。直至今天，它们仍凭借其宝贵

的文化宝藏和历史建筑吸引着人们。文化之都弗兰肯之旅同时也是历史之旅：在

这个文化之旅中，游客可以沉浸在弗兰肯 2000年的历史及文化当中：从古罗马

时期到弗兰肯帝国的鼎盛期，再到工业化时期以及之后弗兰肯被并入巴伐利亚王

国。即使那些对弗兰肯十分了解的行家也会时常惊讶地发现许多新的东西。



自然景观

弗兰肯地区绿化的形式也丰富多彩：面积约 14000 平方千米的森林公园，占这个

以旅游度假为主的地区总面积的一半。其中包括譬如带有板岩山的弗兰肯森林自

然公园，生长着极为古老的橡树的施佩萨特森林公园，尤其以葡萄园闻名的斯泰

格林山自然公园，以及风景如画的勒恩山脉等。弗兰肯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风光

还体现在阿尔特米尔塔尔自然公园，它是整个南德地区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每个

公园的特色都别具一格。许多可以横穿弗兰肯地区的远足路线——不论是适合骑

行还是步行、也不论是穿过高沼泽地还是茂密的丛林——都经过严格的质量认证

并保证满足高标准和高要求。其中著名的“弗兰肯道”仅是弗兰肯地区 16 条获得

认证的远行道之一。它从弗兰肯森林的雷恩施泰克（Rennsteig）延伸至施瓦本阿

尔卑斯山，总长 520 公里。从弗兰肯森林通向弗兰肯阿尔卑斯山的“弗兰肯山路”
上，远足者们可以看到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和无数文化著名的景点，例如拉本施

泰因堡（Rabenstein）和 Sanspareil岩石公园。弗兰肯地区总共有长达四万公里

的进行了标记的远足路径。想要骑自行车欣赏弗兰肯美景的人们，可以选择数目

众多且变化丰富的自行车道。其中两条车道是获得德国自行车俱乐部优质骑行线

路的五星级车道——是德国仅有的五星级自行车道：即“美茵河自行车道”和“车道

经典——可爱的陶伯河谷”车道。此外还有三条四星级车道：“从美茵河到勒恩山”
车道，“佩格尼茨车道”以及“艾希塔尔河谷车道”。除了远足和骑行，人们在弗兰

肯还可以以其他方式养精蓄锐，如在“养生园”中的矿泉浴场或者疗养胜地。天然

水疗宝藏如含铁、氡和盐水的热温泉，以及不计其数的历史悠久的温泉浴场，再

加上特殊的亚高山气候，为您的弗兰肯疗养假期锦上添花。



美食

一想到弗兰肯地区的美食，眼前首先浮现的就是纽伦堡烤肠、姜饼以及装在扁圆

形酒瓶中——当地俗称大肚瓶的弗兰肯白葡萄酒。在建筑风格新奇的葡萄酒酒窖

中最能体会弗兰肯葡萄酒种的丰富多样。在弗兰肯，酒与建筑这两个主题能带给

人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因此就有譬如在古老的葡萄酒窖中加入现代的元素

和氛围，而将其改造成名副其实的葡萄酒体验胜地。游客在那里不仅可以品尝美

酒，还可以直接与酿酒师和葡萄园的葡萄农交流。虽然弗兰肯是当之无愧的葡萄

酒爱好者的乐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好的啤酒：再怎么说，这个地区酿酒

厂多达 300家左右，是世界上酿酒厂最密集的地方。在弗兰肯，大啤酒杯杯称为

Serdla。人们点啤酒时通常都会点上一份烤猪肩肉“Schäufela”、一种叫做

“Aischgründer Karpfen”的鲤鱼、或者泡在醋里煮的香肠“酸尖角 Saure Zipfel”。除

了这些经典的弗兰肯当地美食，这里当然也有现代风味的高级美食料理。并且人

们经常在传统的菜谱中寻找灵感，通过想象力和当地的特产不断对其进行完善。



文化

海伦基姆湖宫、埃塔尔的修道院、维斯教堂以及博格豪森的世界上最长的城堡等

朝圣地早已远近驰名。在上巴伐利亚，让游客们尤其看重的一点是：在这里，历

史和习俗不仅备受尊崇，而是切切实实地融合在生活中——直至今天。譬如每年

的赶牛会、五朔节花柱、各种教会和民族节日，以及叫做 Goaβlschnoizn 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上使劲儿甩动鞭子、使其通过快速改变方向发出清脆的响声。巴伐利

亚的地方博物馆也同样展示着这个地区的传统。这些德国博物馆中的一流展览尝

试为您解释将世界凝聚在一起的最根本原因——另外，慕尼黑博物馆是目前世界

上同类展览中最大的自然科学技术博物馆。在这座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城市，博物

馆和画廊密度居上巴伐利亚首位。而且在这里举办的展览含金量极高，绝不仅仅

是游客们天气糟糕时才来逛逛的选择哦。除了历史悠久的设施如绘画陈列馆、古

代雕塑展览馆以及艺术之屋外，还总会冒出新的展馆。譬如近期的布兰德霍斯特

博物馆（2009年 5 月）、正在建设埃及博物馆（2013）或是纳粹文档中心（预

定开馆时间：2014年）。



自然景观

上巴伐利亚位于莱赫和萨尔斯之间，夹在阿尔特米尔塔尔河谷、巴伐利亚阿尔卑

斯山脉和基姆高当中。该地区的山岭从西部的韦特施泰因山脉（德国最高峰楚格

峰也在其中）的岩石地貌、经过卡尔文山脉、再延伸到东部的贝希特斯加登阿尔

卑斯山脉（包括贝希特斯加登地区自然公园）。不想登高的游客也可以待在山脚

下，徒步或骑自行车环绕施力尔湖和国王湖等高山湖泊。湖泊风景中最大的看点

是名叫 Spitzingsee的湖，离施力尔湖南部约五公里。海拔为一千米。它以 28 公

顷的面积成为巴伐利亚自由邦最大的高山湖泊。从它的岸边就开始延伸着芒法尔

山脉和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如果喜欢在大自然中漫步，那么新的莱赫路

（Lechweg）无疑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2012年夏季才正式开放。这条远程徒步

路线长达 125公里，穿过了欧洲仅存的几个野生河流景观之一：从 Formarinsee
湖的源头穿过阿尔贝格的莱赫河、蒂罗尔森林公园中的莱赫谷和罗伊特，到达福

森的莱赫瀑布。上巴伐利亚给喜爱运动的游客和追求美食的人们提供了最佳的环

境——从远足、山地骑行、骑脚踏车，到在山谷中漫步，总有一款活动适合您。

寻求放松的人们可以获得放松的空间，热爱运动的人们也可以在阿尔卑斯山里找

到自己的休闲方式。



美食

啤酒在上巴伐利亚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也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哪里的啤酒花也

没有这里生长得好。面积约为 18000公顷的哈拉道是德国最大的啤酒花种植区、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成片啤酒花种植区，其中一部分就位于上巴伐利亚。种植

面积涵盖了四个县城：分别是伊尔姆河畔普法芬霍芬县克尔海姆、弗赖辛和兰茨

胡特，而且有资料证明，这片种植区在公园八世纪时已经是这样的规模。这个地

区味道相对浓郁的传统饮食是啤酒的最佳佐餐，例如土豆丸子、烤香肠和烤肉排

等。当地的经典美食还包括：著名的巴伐利亚小牛肉香肠搭配面包圈和甜芥末、

炸肉丸、烤肉饼、面包丸子、烤猪排、巴伐利亚香肠沙拉、巴伐利亚奶酪以及作

为甜品的奶小馒头。在巴伐利亚，随处都可以美餐一顿：无论是乡间的啤酒园、

高山牧场上的小木屋餐馆、众多的啤酒馆如慕尼黑的皇家啤酒馆、或是市中心不

计其数的本地小餐馆里。



文化

一想到阿尔高或者巴伐利亚施瓦本，眼前通常浮现的画面是：新天鹅堡。直至今

天，路德维希二世的国王城堡在最受欢迎的德国旅游景点名单里依然位居前茅。

每年，全世界有 12亿游客前来福森（Füssen）参观这座童话城堡。几乎没人有

首先会想到如奥格斯堡、坎普顿、梅明根、旺根或者诺德灵根等城市。想到那些

都具有悠久历史因而十分值得一看的地方。最好的例子就是梅明根，这座拥有许

多城门、塔楼和山墙的古城，有着至今保存完好的原始中世纪小镇的市容。



参观福格尔城奥格斯堡或者阿尔卑斯山北部最重要的罗马圣地之一、

Apollo-Grannus 寺庙，能对施瓦本地区的历史有特殊的了解。奥地利皇后伊丽莎

白至今仍是这个地区历史的一部分：当时巴伐利亚州马克西米利安公爵的狩猎城

堡，也成为茜茜公主城堡，至今仍吸引着皇后的粉丝们。

在阿尔高/巴伐利亚施瓦本地区，传统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例如赶牛仪式就能

体现这一点，这是阿尔地区版本的上巴伐利亚式驱赶牲畜的方式。在九月，当山

区的夏天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会吧壮牛和奶牛赶到山谷中去。如果阿尔卑斯山

中的夏天过得很顺利，没有任何牲畜遇难，人们就会给牛群的领头牛带上编织的

花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花圈奶牛——是阿尔高地区很受欢迎的拍照题材。山谷

中，人们在赶牛仪式上喜庆地把牲畜转交给它们的主人。传统是，转交牲畜时必

须有音乐和盛宴。此外，还能在阿尔高/巴伐利亚施瓦本地区的多种传统历史节

日上体验当地的习俗。



自然景观

Säuling、Hochvogel、Trettachspitze、Höfats、Nebelhorn和 Hochgrat都是阿尔高

地区著名的山峰。几乎每一个山峰上都 能看到被称为阿尔卑斯湖泊的高山湖泊，

如福尔根湖或者霍普芬湖。仅福森镇就被九个湖泊环绕。巴伐利亚施瓦本地区的

一个地址奇观就是里斯地址公园。“里斯时间”，即 1450万年前的陨石坠落至今

影响着这个地区的景观，位于伊勒尔河和莱希河之间的施瓦本河谷也是如此，属

于德国最大的连片低地森林复合体。因此阿尔高/巴伐利亚施瓦本地区是喜欢运

动的游客们的理想选择。喜欢惬意舒适的徒步者可以在小山谷中或者湖泊胖找到

很好走的、能通行婴儿车的短道小路。喜欢更刺激一点的游客则可以在阿尔卑斯

山脚从一个小木屋徒步到另一个小木屋。那些很受欢迎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就居住

在这些地方，他们至今仍手工制作奶酪。在高山地区运动量更大，那里的山路和

陡峭的山径都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作为奖励，可以在接近天空的地方观赏壮观

的景色。通常还会发现提供当地特色的“山地美食”的山区小餐馆。骑自行车、滑

雪和滑雪板——在阿尔卑斯山脚和阿尔卑斯山中，这些都能体验。每个人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偏好选择喜欢的阿尔高地区运动项目。



美食

阿尔高被称作是德国的奶酪之乡。因为该地区大部分农民至今仍是奶农，因此其

奶酪的产量位居德国第一。初夏时分，牧民们把他们的牲畜从农场赶到高山牧场。

奶牛们在那里吃野菜和新鲜的草，因此它们的奶味道尤其香浓。山区农民们从中

制作奶酪、黄油和奶油，配上新乡的自制农家或辫子面包，带来完美的享受。阿

尔高/巴伐利亚施瓦本的当地菜肴是农民在辛苦劳作后、或者游客们在山里徒步

后的最好能量补充。洋葱烤牛肉、方形饺子或者 Geschwollene在很多地方的菜

单上都能找到。最具传统特色的菜可算是奶酪面条，是用香浓的山区奶酪制成，

并配上大量香脆烤洋葱。最著名的奶酪是山奶酪，味道最香浓的是啤酒奶酪。这

种奶酪发明于大约 150年前的阿尔高地区，并且是巴伐利亚州首个获得专利的奶

酪。野菜在厨房中作用也很重要——毫不奇怪，因为阿尔高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可

是德国物种最丰富的山脉。而在博登湖则邂逅鱼和美酒。在下阿尔高地区可以品

尝到来自巴伐利亚最长河系 Günztal 山谷的新鲜鳟鱼。另一个特色名点是奥格斯

堡李子蛋糕。奥格斯堡人宣称是他们发明了李子蛋糕。它被誉为是这座城市的代

表性美食，现在还是按照原始配方用酥皮糕点的面团制成。



无论冬夏 – 巴伐利亚的大自然都能提供丰富多样的运动项目。不论轻松闲适还

是激情速度、不论什么难度等级、也不论哪个年龄层，都能在巴伐利亚找到适

合自己的运动。

高耸的悬崖、清澈的湖泊、连绵起伏的丘陵、河畔郁郁葱葱的平原，巴伐利亚的

景色以优美和多样性而著名。远足者、骑行者以及冬季运动爱好者都能在这如诗

如画的美景中找到适合自己健身水平和要求的运动路线。

自行车之国 - 巴伐利亚



无数宽敞便利的自行车道使巴伐利亚成为充满无限可能的自行车之国。偏好舒适

的人们可以沿着多瑙河畔在平坦的自行车道上或者在贯穿阿尔特米尔塔尔的利

姆（Limes）自行车道上骑行。想挑战自身运动极限的人则可选择跨上山地自行

车，征服像弗兰肯森林公园那样带有 长达 300 公里山地自行车道的地方。而且，

现在巴伐利亚也修建了很多针对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路线。在电动马达的帮助下，

骑着电动自行车也能毫无困难地征服路途遥远而且充满起伏丘陵的道路。除了巴

伐利亚东部的自行车线路，横穿巴伐利亚南部的博登湖-国王湖自行车路线也配

备了许多服务站，人们可以在这里免费给电池充电，以应对接下来的路程。巴伐

利亚州最高的充电站就位于巴伐利亚森林的大阿尔伯（Arber）山上。

步行在路上

远足者在整个巴伐利亚州都可以找到修建完好且配有完善标记的远足路线。从起

伏的丘陵到陡峭的高山 - 总能找到适合自身条件的路线。例如，普通休闲度假

游客可以选择在著名的雅克布路（Jakobweg）上步行半天，路线是从 Eschlkam 走

到位于 Heilig Blut 的朝圣教堂 Neukirchen。雄心勃勃的远足者可以沿着德国数一

数二的步行路线 Goldsteig 步行，这条路线从森林内的菲尔特（Furth） 出发，

沿着一条陡峭向上的山路通向 Hohenbogen 山的顶峰。名为 “巴伐利亚二十四

小时”的远足活动如今已是人气高涨。这是一项每年在不同地区举行的有 444 名

参与者的远足运动，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不那么辛苦却因而更美妙的是穿过弗兰肯葡萄园区和上普法尔茨森林的放松休

闲之旅。这个旅程当中，也会让您在美食方面不虚此行。这段路线沿途的小餐馆

可供游客们休息以及享受当地特色美食。

既不想远足也不喜欢骑行的人，可以在自然保护区找到很多其他的活动项目：从

滑翔伞到夏季滑雪道、从野外漂流到在巴伐利亚的河流上划皮艇或者竹筏，每天

都有新的体验等待着热情的夏季游客们。同样吸引人的还有在巴伐利亚宽阔的湖

泊或者弗兰肯湖区上的乘舟扬帆之旅。

雪域天堂 – 巴伐利亚

在冬天，巴伐利亚就成为一个雪域天堂。不仅是巴伐利亚州内的阿尔卑斯山脉，

凭借其在如卡尔文德尔山脉、贝希特斯加登或者阿尔高的现代滑雪缆车及安全稳

定且高级的滑雪道吸引着众多游客。还有一些高地如巴伐利亚森林、勒恩山区、

菲希特尔山脉也能带来很多乐趣，尤其对于家庭出游。不过，雪地里的乐趣绝不

仅限于用雪橇或滑雪板快速冲下山坡。长长的、修建完好的越野滑雪道，如 Tölzer
Land 内 200 公里长的滑雪道，也是众多丰富的选择当中的一个。另外，在上普

法尔茨森林或者基姆高山脉中穿着雪地靴行走同样也是倍受欢迎的休闲活动。

或者来尝试下狗拉雪橇、攀登冰冻的瀑布、在结冰的湖面或冬季两项障碍训练场

滑雪橇、滑冰或者玩冰壶怎么样呢？度假者们甚至能以 120 公里的时速用原始

赛跑雪橇在著名的国王湖冰道内互相追逐，或者选择在“雪管”中坐在充气橡胶轮

胎上沿滑道极速冲下。不论冬季运动爱好者想体验什么样的运动，在巴伐利亚都

能找到。

雪中忙碌的一天过后，品尝当地热腾腾的饺子和美味的皇家甜煎饼是必不可少

的，而且在原始的巴伐利亚小屋里那轻松而原汁原味的氛围中吃起来味道尤为美

妙。传统的当地餐厅里舒适而又热情好客的气氛，给整个家庭带来美好而愉悦的

休闲时光。



无论冬夏 – 巴伐利亚的大自然都能提供丰富多样的运动项目。不论轻松闲适还

是激情速度、不论什么难度等级、也不论哪个年龄层，都能在巴伐利亚找到适

合自己的运动。

高耸的悬崖、清澈的湖泊、连绵起伏的丘陵、河畔郁郁葱葱的平原，巴伐利亚的

景色以优美和多样性而著名。远足者、骑行者以及冬季运动爱好者都能在这如诗

如画的美景中找到适合自己健身水平和要求的运动路线。

自行车之国 - 巴伐利亚

无数宽敞便利的自行车道使巴伐利亚成为充满无限可能的自行车之国。偏好舒适

的人们可以沿着多瑙河畔在平坦的自行车道上或者在贯穿阿尔特米尔塔尔的利

姆（Limes）自行车道上骑行。想挑战自身运动极限的人则可选择跨上山地自行

车，征服像弗兰肯森林公园那样带有 长达 300 公里山地自行车道的地方。而且，



现在巴伐利亚也修建了很多针对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路线。在电动马达的帮助下，

骑着电动自行车也能毫无困难地征服路途遥远而且充满起伏丘陵的道路。除了巴

伐利亚东部的自行车线路，横穿巴伐利亚南部的博登湖-国王湖自行车路线也配

备了许多服务站，人们可以在这里免费给电池充电，以应对接下来的路程。巴伐

利亚州最高的充电站就位于巴伐利亚森林的大阿尔伯（Arber）山上。

步行在路上

远足者在整个巴伐利亚州都可以找到修建完好且配有完善标记的远足路线。从起

伏的丘陵到陡峭的高山 - 总能找到适合自身条件的路线。例如，普通休闲度假

游客可以选择在著名的雅克布路（Jakobweg）上步行半天，路线是从 Eschlkam 走

到位于 Heilig Blut 的朝圣教堂 Neukirchen。雄心勃勃的远足者可以沿着德国数一

数二的步行路线 Goldsteig 步行，这条路线从森林内的菲尔特（Furth） 出发，

沿着一条陡峭向上的山路通向 Hohenbogen 山的顶峰。名为 “巴伐利亚二十四

小时”的远足活动如今已是人气高涨。这是一项每年在不同地区举行的有 444 名

参与者的远足运动，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不那么辛苦却因而更美妙的是穿过弗兰肯葡萄园区和上普法尔茨森林的放松休

闲之旅。这个旅程当中，也会让您在美食方面不虚此行。这段路线沿途的小餐馆

可供游客们休息以及享受当地特色美食。

既不想远足也不喜欢骑行的人，可以在自然保护区找到很多其他的活动项目：从

滑翔伞到夏季滑雪道、从野外漂流到在巴伐利亚的河流上划皮艇或者竹筏，每天

都有新的体验等待着热情的夏季游客们。同样吸引人的还有在巴伐利亚宽阔的湖

泊或者弗兰肯湖区上的乘舟扬帆之旅。



雪域天堂 – 巴伐利亚

在冬天，巴伐利亚就成为一个雪域天堂。不仅是巴伐利亚州内的阿尔卑斯山脉，

凭借其在如卡尔文德尔山脉、贝希特斯加登或者阿尔高的现代滑雪缆车及安全稳

定且高级的滑雪道吸引着众多游客。还有一些高地如巴伐利亚森林、勒恩山区、

菲希特尔山脉也能带来很多乐趣，尤其对于家庭出游。不过，雪地里的乐趣绝不

仅限于用雪橇或滑雪板快速冲下山坡。长长的、修建完好的越野滑雪道，如 Tölzer
Land 内 200 公里长的滑雪道，也是众多丰富的选择当中的一个。另外，在上普

法尔茨森林或者基姆高山脉中穿着雪地靴行走同样也是倍受欢迎的休闲活动。

或者来尝试下狗拉雪橇、攀登冰冻的瀑布、在结冰的湖面或冬季两项障碍训练场

滑雪橇、滑冰或者玩冰壶怎么样呢？度假者们甚至能以 120 公里的时速用原始

赛跑雪橇在著名的国王湖冰道内互相追逐，或者选择在“雪管”中坐在充气橡胶轮

胎上沿滑道极速冲下。不论冬季运动爱好者想体验什么样的运动，在巴伐利亚都

能找到。

雪中忙碌的一天过后，品尝当地热腾腾的饺子和美味的皇家甜煎饼是必不可少

的，而且在原始的巴伐利亚小屋里那轻松而原汁原味的氛围中吃起来味道尤为美

妙。传统的当地餐厅里舒适而又热情好客的气氛，给整个家庭带来美好而愉悦的

休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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