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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最幸福的事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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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还是感受一次新奇的体验？

近距离接触阿尔卑斯城市巴特赖兴
哈尔、登山、参观世界著名景点，
一切尽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

衷心希望您
在这里度过
一段幸福、
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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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信息

当地问讯中心
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Wittelsbacherstr.15, 拜仁里希格迈因
(Bayerisch Gmain)：Großgmainer Str. 14
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Maximilianstraße 9 和 Königsseer Straße 2, 舍
瑙阿姆克尼格塞 (Schönau a. Königssee)
：Rathausplatz 1 和 Seestraße 3, 比绍夫
威森 (Bischofswiesen)：Hauptstraße 40,
拉姆绍 (Ramsau)：Im Tal 2, 马克特谢伦
贝格 (Marktschellenberg)：Salzburger
Straße 2, 皮丁 (Piding)：Petersplatz 2,
安格尔 (Anger)：Dorfplatz 4, 泰森多夫
(Teisendorf)：Poststraße 14, 弗赖拉辛
(Freilassing)：Hauptstraße 45, 萨尔多福苏尔海姆 (Saaldorf-Surheim): Moosweg
2, 劳芬 (Laufen)：Rathausplatz 1

紧急救援电话
国际移动电话
紧急求救号码/欧盟国际求救电话 112
高山求救电话 (AT) 140

DAV 的高山问讯处
电话 +49 8652 9764615

驾车
快速抵达
从慕尼黑出发经由慕尼黑-萨尔茨堡高速
公路 (A8) 和经扩建的联邦公路。提示：
选择经由慕尼黑 A8 抵达的线路时，我们
建议从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出发。在奥地利境内继续行驶时必须贴
高速公路票！

飞行抵达山区景点
萨尔茨堡机场距此 25 km，慕尼黑机场距
此 18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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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公交和火车
铁路
IC 国王湖：在汉堡阿尔托纳 (Hamburg
Altona) 和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 弗赖
拉辛 (Freilassing) 之间有直达线路。乘坐
Westbahn 的列车抵达萨尔茨堡，然后
在那里换成 Berchtesgadener Land Bahn
(BLB) 的列车经由弗赖拉辛 (Freilassing)
前往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拜
仁里希格迈因 (Bayerisch Gmain) 或贝希
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拜仁州票：乘
坐 Meridian 或 RB 列车从慕尼黑出发经
由弗赖拉辛前往巴特赖兴哈尔/拜仁里希
格迈因或贝希特斯加登。
在列车中携带自行车
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短途列车中可免费
携带自行车。提示：列车满载乘客时，
铁路工作人员有权决定是否可以携带自
行车。
疗养卡 / 国家浴场贵宾卡 = 公交卡
 有贝希特斯加登贵宾卡的酒店住客可
持
以持有贝希特斯加登贵宾卡的酒店住客
可以免费乘坐几乎所有环瓦茨曼
(Watzmann) 和国王湖的线路，环保出
行。部分 RVO 线路除外。
疗养卡/嘉宾卡=公交卡
巴德莱辛哈尔（(Bad Reichenhall)）嘉宾卡
是一张绿色环保的免费车票，有了它便
可以轻松到达众多郊游的目的地、徒步中
心以及这座阿尔卑斯之城内外各处。
免费穿行阿尔卑斯之城！
乘坐巴德莱辛哈尔（Bad Reichenhall）/巴
伐利亚格迈因（Bayerisch Gmain）的城市
巴士和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乡
村铁路，可到达例如老盐场（Alte Saline）
、鲁伯图斯温泉（RupertusTherme）、布雷
迪西特山（Predigtstuhl）以及音乐会、徒
步中心等。

重 要 信息

贝希特斯加登 RufBus
作为贝希特斯加登、比绍夫威森和拉姆
绍市镇公交系统的辅助。
电话 +49 8684 964822
ALMErlebnisBUS
自拉姆绍 Bergsteigerdorf 的 Hintersee
站始发，沿着 Klausbachtal 的牧场一路
行驶（五月末至十月初）。
almerlebnisbus.com
泰森多夫 GemeindeBUS
在市镇范围内将乘客送往想要去的目的
地。可携带婴儿车、轮椅
电话 +49 8666 928853
Flixbus
可免费抵达巴特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
加登。
缆车
缆车可将游客带至各个壮丽的观景点：
• 布道椅缆车 (Predigtstuhlbahn)，巴特
赖兴哈尔
• 耶纳峰缆车 (Jennerbahn)，国王湖畔的
舍瑙 (Schönau a. Königssee)
• Hirscheck 吊椅缆车，拉姆绍
• O bersalzbergbahn，贝希特斯加登
• 温特山缆车 (Untersbergbahn)，A/格
勒迪希

E-能源
促进环保
e-Bike（电动自行车）替代汽车
由服务供应商 “movelo” 提供地区范围内
的租借、电池更换和充电站
服务网。
租借站点
• Spa & 家庭度假村
鲁佩图斯温泉，巴特赖兴哈尔
• Nemo-Point，巴特赖兴哈尔
• 旅游信息，
国王湖畔的舍瑙

• 旅游信息，皮丁
• Intersport Renoth，Triftplatz/
国王湖畔的舍瑙
充电站
阿尔卑斯山城市巴特赖兴哈尔市内，您
可以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政务办事处以
及巴特赖兴哈尔 KU 城市公共事业部门
处为电动汽车充电。在贝希特斯加登的
Buchwinkler 汽车行以及国王湖停车场也
有充电站。
无障碍之旅
从趣味盎然的博物馆参观之行到释放压
力的温泉浴场之旅 – 下面的出游之地/
活动均可自由去感受。婴儿车、轮椅或
助步车可以进入步行区地段以及一些远
足小径。
经过验证的无障碍出游之地/
住宿信息请查阅 reisen-fuer-alle.de

出租车
贝希特斯加登中心站
电话 +49 8654 4041
巴特赖兴哈尔中心站
电话 +49 8651 4545

快速查找
请注意我们的
标识。查找：
1
2

出游目的地
餐馆提示

也可在随附的卡片上查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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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光 &
登山体验
系紧登山鞋出发吧！
适合有雄心的登山爱好者以及
放松身心的徒步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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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沟壑和山间小屋
徒步行走，瞭望，赞叹：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峡谷和沟壑
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
让您难以忘怀。

1

浪漫色彩：因为拥有瀑布 1 ，马克特
谢伦贝格的阿尔姆巴赫峡谷 (Almbachklamm)是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最漂亮
的峡谷。在阿尔姆巴赫峡谷的入口处
有 2 德国最古老的大理石球磨机。自
1683 年起，即在此将大理石块磨成昂贵
的球体。
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随处可见研磨机
和一些山间小屋，如巴特赖兴哈尔附近
的罗特尔巴赫小屋 (Röthelbachklause)–
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牧场小屋 – 还有
阿尔姆巴赫瀑布的特蕾莎小屋 (Theresienklause)。这些古迹印证了古时候的
经济与技术。它们利用水力，用于制盐、
打造石球、研磨谷物、提取能源，或者实
现从难以接近的林区获取木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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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和冰面

3

4

大量的研磨机和小屋已经在一些协会和
义务捐助者的帮助下得以修葺。它们是成
年人和儿童理想的出游之地，今天这里
技术与自然的结合令人们心驰神往。
如果想进一步地尝试峡谷探险，那么应
该去探访拜仁里希格迈因 (Bayerisch
Gmain) 的 施派克河谷 (Speiktal) 和施
派克河 (Speik)。穿过浪漫的维斯巴赫河
谷 (Weißbachtal) 经由一段大上坡路，以
及深邃的峡谷和很多小瀑布，人们可以
到达施派克河宽广的河床上。

如果想去峡谷和沟壑探险，需要有双好
鞋。还要去领略一下温特山上的 4 谢
伦贝格冰窟 (Schellenberger Eishöhle)
(1550 m)，但要做好保暖工作！下坡进入
这个德国最大的冰窟时，每下一级台阶都
能感到 更深一层的寒冷。
eishoehle.net

紧邻临镇施奈茨尔罗伊特 (Schneizlreuth)，可以参观 3 阿绍尔峡谷
(Aschauerklamm) 和希恩塔尔小屋
(Hientalklause)。穿过维斯巴赫河谷来一
段徒步行走，也是不错的选择！

5 蓝色冰川在气候变暖时候依然存在，
因为其位于霍赫卡尔特山 (Hochkalter)
的北面。冰川爱好者进驻蓝色冰屋 (1680
m)，登山之旅变为独一无二的冰川世
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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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上山
大量自行车道通往不同的旅游目的地。例如通往图姆湖
(Thumsee)，环萨拉赫湖，等等。对于来到这些地方的每
个人来说 – 感受都是相同的，无论是带着孩子来探索世
界，还是在接受山地骑行的挑战后进行探险，例如在高
曾阿姆峰 (Gotzenalm) 之上。

徒步行走 – 从一处到另一处
选择步行的人们，可在贝希特斯加登地
区标记清楚的各条小路上进行探索。视
身体条件和心情而定，您可以选择走上
半天或一天，攀登高峰亦或山间行走。
您是否有兴趣结伴而行，还是找一位专
业的登山向导？那么来这里吧：在整个
地区均为徒步旅行者提供向导。建议使
用贝希特斯加登阿尔卑斯国家公园的徒
步者程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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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AV

攀岩中心
登山之家大本营

高尔夫球手的最高海拔场地
在约 1000 米高的上萨尔茨山 (Obersalzberg) 上体验高尔夫的乐趣！不论是何水
平的高尔夫球手，都会为这里美丽的山景
所震撼。在周围约一小时车程的范围内可
以找到其他 20 个高尔夫球场。
位于比绍夫威森 (Bischofwiesen) 的登
山之家
大本营 DAV 攀岩中心是贝希特斯加登山
的攀岩者聚集大厅。拥有 2000 m² 的攀
登面积和 200 条盘旋而上的可变换线
路，为登山者提供足够的空间。针对抱石
爱好者还提供两个抱石攀岩厅。大部分
线路位于 V – VII 区，但在上部高难度区
域提供超过 30 条线路。对于“独自行动”
的攀岩者，在墙壁 15 米高度处提供两个
自我固定保护轮。攀岩结束后，邀请大家
到餐馆小聚一番。

在阿尔卑斯城市
巴特赖兴哈尔和拜仁里希格迈因
也能找到徒步旅行的乐趣。巴特赖兴哈
尔当地的山令众多徒步和登山爱好者步
入大自然，感受与阿尔卑斯城市完全不
同的氛围。拜仁里希格迈因 (Bayerisch
Gmain) 在巴特赖兴哈尔上面：不仅有山
顶花园式的环路，森林田园小径和盐矿，
游客们还能浏览森林中美丽的田园风光
和山间小溪。

Watzmannstraße 4

83483 Bischofswiesen
电话 +49 8652 9764620
info@kletterzentrumberchtesgaden.de
kletterzentrum-berchtesgaden.de
工
 作日
10:00 – 22:00 时，周日和
假日 10:00 – 21:0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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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横
 跨

贝希特斯加登地区

您的家庭放松之旅将从搭乘贝希特斯加
登地区的铁路交通开始，然后通过公交
车和火车可舒适地抵达众多极具吸引力
的目的地。这段旅程可以饱览巴伐利亚州
山区的风光，沿途经过一些历史名城，即
使行经陡峭路段依然美不胜收。您可在
弗赖拉辛和贝希特斯加登之间的 BLB 列
车上直接购买最适合您的无加价车票*，
也可在 BLB 客服中心进行购票。

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铁路

(Berchtesgadener Land Bahn)
客服中心
Hermann-Löns-Straße 4
83395 Freilassing
电话 +49 180 1231236
blb.info

*针对很多景点提供折扣，最多可带三名
14 岁以下的子女（包括孙辈）免费同行。
车票适用于短途列车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 时之后有效，星期六 – 星期
日全天有效；公交线路星期一 – 星期日
从 0:00 时– 次日 3:00 时有效。
12

3 R
 OSSFELD-

PANORAMASTRASSE

这条德国海拔最高的全景大街将游客直
接引领至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独一无二的
山中田地，可以俯瞰萨尔茨堡市和萨尔
察赫河谷。
有多条远足小径和一条景色优美的环
路，沿途有长椅和信息板。两家山间旅店
和一个小亭子（可供残疾人使用的公厕）
可供休息。本条收费公路全年畅通，2018
年起通过了全国统一标识系统“大众旅
游”的无障碍认证。这样一来，您作为嘉
宾就可以自主评判各种设施与您的个性
化需求的匹配程度。

rossfeldpanoramastrasse.de
收费站：电话 +49 8652 2808
过
 路费：小型客车 8,50 €，
摩托车 5 €,公交车 60 €

自然和山地风 光

4 鹰巢

从贝希特斯加登重要的历史景观:鹰巢
(1834 m) 鸟瞰，给人以征服世界的感
觉。鹰巢于 1938 年完工。1960 年，巴
伐利亚州将一个基金会安置于此。鹰
巢交由贝希特斯加登国王湖旅游区，由山顶餐厅的私人雇
主管理。鹰巢大街禁止私人交通 – 特
种公交车搭载游客驶入观景平台，那
里有一条 124 米长的隧道通往铜制的
电梯。
电梯将游客送往上方 124 米处的鹰
巢。

贝希特斯加登-国王湖
旅游区
电话 +49 8652 967-0
K
 ehlsteinhaus
电话 +49 8652 2969
kehlsteinhaus.de
五
 月中旬 – 十月
家
 庭、团体
以及持有贵宾卡可享受优惠
RVO 838 从贝希特斯加登发车
O
 bersalzberg
Salzbergstraße 45
83471 Berchtesgaden

鹰巢大街 KEHLSTEINSTRASSE
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建筑学和工程
艺术的杰作，因为只需一个急拐弯，从
上萨尔茨贝格（Obersalzberg）至鹰巢
的路线便急剧抬升了700米。其间，它
两次穿越了鹰巢陡峭的西北侧坡。其修
建过程同样令人惊叹：这条6.5公里长
的道路仅用时13个月，于1938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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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体验（BERGERLEBNIS）”居家毯
图案：瓦茨曼（Watzmann）山
颜色：阿尔卑斯蓝/浅银灰
尺寸：100 x 150 cm
58% 棉/42% 聚丙烯腈
联系邮箱: marketing@bglt.de

冯腾湖
(FUNTENSEE)
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
登山之旅，从圣巴多罗买
礼拜堂 (St. Bartholomä)向上攀登三至四个
小时即到达冯腾湖。海拔
1633 m 的山间湖是德国水
温最低的湖，但是在夏季
这里的温度还比较适宜。
冯腾湖上的 Kärlingerhaus
是众多游客选择来这座冰
冷之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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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户外旅游中
心预定

29,90 €

自然和山地风 光

5 H OCHSCHWARZECK

的
HIRSCHECKBAHN 缆车

坐 Hirscheckbahn 缆车您可循环地在云
中漫步享受日光。在这里忘记忙碌：一切
以放松为主！死人峰 (Toten Mann)上，人
们可以在 1390 米的高度上将罕见的美景
尽收眼底，这里有美到令人窒息的自然
风光、绿色的高寒草甸，还可体验雄伟的
高谷山脉不寻常的魅力。

Hirscheckbahn
Hochschwarzeck Bergbahn GmbH
Schwarzecker Straße 80
83486 Ramsau
电话 +49 8657 368
hochschwarzeck.info
夏季五月 – 十月
冬季十二月 – 三月
请
 查询家庭
优惠
Hirschkaser 山间旅馆
贝希特斯加登 RufBus
Wimbachklamm, Tourist-Info
Ramsau, Im Tal 2, 83486 Ramsau
电话 +49 8657 9889-20, ramsau.de

6

维 姆巴赫溪谷

(WIMBACHKLAMM)

5
 月 1 日– 1 月 11 日，
7:00 – 19:00 时
根据天气情况可能有变动

凭贵宾卡获得优惠

维
 姆巴赫格里斯小屋
(Wimbachgrieshütte)
Hocheck 旅馆
维姆巴赫城堡
(Wimbachschloss)
维
 姆巴赫桥（保护建筑）
Wimbachweg 1, 83486 Ramsau
RVO 846 从贝希特斯加登发车

在大河谷的入口处，有瓦茨曼峰
(Watzmann)，维姆巴赫溪谷位于此处。
这是一处地理学上重要的名胜古迹，同
样是极富浪漫色彩的自然遗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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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走 进贝希特斯加登盐矿

Beide Bilder zu gering aufgelöst

贝希特斯加登盐矿位于贝希特斯加登所
处阿尔卑斯山的中部 (1517)。您将进入盐
的世界，体验阿尔卑斯山深处矿业的氛
围。岩壁隔开了工作区，650 m 长的矿用
铁路穿梭于此，在此之前偌大的盐矿空
间靠着 震撼的矿工群来回滑行劳作。
在 3D 动画中演示盐矿紧张的开采过程。
大约一个小时的游览过程和穿过地下盐
湖的竹筏旅程，给来到这里的游客无论
大人还是孩子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最好与巴特赖兴哈尔的 Alten Saline 一
起游览。

Salzbergwerk Berchtesgaden
Bergwerkstraße 83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6002-0
salzbergwerk.de
冬
 季：2017 年 11 月 2 日 – 2018
年 3 月 25 日
11:00 – 15:00 时*
夏季：2018 年 3 月 26 日 –
2018 年 10 月 31 日
09:00 – 17:00 时*
（*最后一次导游开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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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休
 闲时光，

畅饮龙胆酒

格拉斯尔 (Grassl) 山脉龙胆酒酒
厂诚挚邀请您前来！著名的格拉斯尔
(Grassl) 山脉龙胆酒于 1692 年首次
在贝希特斯加登酿造。除了这个专业现在
已经出产约35种不同的果酒和香草酒以
及特色杜松子酒。
您不仅能试喝美味的酒，还能听酿酒师
亲自风趣地介绍酿酒设备。此外您还能
观看一部介绍影片并参观有趣的拥有数
百年酿造历史的传统设备展览。另一个亮
点位于一座古老的山区牧场小屋阿尔木
卡泽 (Almkaser) 的酿造屋博物馆（仅
夏天开放）。

Enzianbrennerei Grassl
Salzburger Straße 105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9536-0
grassl.com
五
 月至十月：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 – 18:00 时
星期六 9:00 – 16:00 时
十一月至四月：
星期一 – 星期五 9:00 – 17:00 时
星期六 9:00 – 12:00 时
免
 费参观
RVO 840 从贝希特斯加登发车

9  巴特赖兴哈尔老盐场

(ALTE SALINE
BAD REICHENHALL)

Alte Saline Bad Reichenhall
Alte Saline 9, 83435 Bad Reichenhall
电话 +49 8651 7002-6146
alte-saline.de
5
 月 1 日– 10 月 31 日：每日
10:00 – 16:00 时*，
11月 2 日– 4 月 30 日：
星期一关闭。星期二
至星期六 11:00 – 15:00 时*

这座老盐场 (1834) 是世界上唯一一段白
金历史的见证地。您将走进盐场一百多
年历史的坑道，领略工程设计和大水车
的风采。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11:00 –15:00 时*
*最后一次导游开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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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布道椅缆车

– 永恒的设计

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的布道
椅缆车是现今世界上保持原样的最古老
的悬空缆车。布道椅缆车自 1928 年起就
是完美悬空缆车的样本和缆车制造的卓
越代表。自然受到建筑文物保护。32 米
高冲向云天的悬臂，以及耸立于山尖的缆
车站，让人仿佛置身于 20 世纪。
到达山顶后还可在允许婴儿车的山路上
继续远足，体验乐趣，可在施莱格尔穆尔
德高山牧场小屋 (Almhütte Schlegelmulde) 休息或者在老式的餐馆品尝美食。那
种在壁炉房间或咖啡露台的氛围，以及饱
览巴特赖兴哈尔和周边崇山峻岭的感觉
独一无二的。

Predigtstuhlbahn
Südtiroler Platz 1
83435 Bad Reichenhall
电话 +49 8651 96850
predigtstuhlbahn.de
夏
 季：9:00 – 17:00 时
冬季：9:00 – 16:00 时
往返票

29.- 欧元，持嘉宾卡可享折
扣。价格和信息请参阅网站。保留修
改的权利。

布
 道椅缆车山区餐馆
(Bergrestaurant Predigtstuhl)
施莱格尔穆尔德高山牧场小屋
(Almhütte Schlegelmulde)
BLB：基尔克贝格 (Kirchberg)
火车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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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ERBAHN) | 国王湖畔舍瑙
(SCHÖNAU A, KÖNIGSSEE)

11 全
 新耶讷铁路

经过两年的规划和一年的建造，国王湖
畔的新耶讷铁路于2018年8月4日正式
通车，10个轿厢组成了首条可以行驶至
1,200米高处中间站的索道。中间站的房
屋内坐落着半场（HALBZEIT）饭店，室
内设有８０个座位，阳光露台上还有６０
个座位。

从2018/19年冬季起，耶讷铁路沿
线——包括局部运营路段——迎来了
滑雪旺季。
耶讷铁路通行至中间站，滑雪爱好者
可以在此乘坐4节编组的缆车以及全新
的6节编组的耶讷草坪缆车。2019年夏
季，从中间站至1800米高处耶讷山站的
路段将通车运营，2019年冬季，全新整
修后的中卡瑟铁路（Mitterkaserbahn）
将以6节编组缆车的形式通车运营。

每个人都将在这里获得无与伦比、终
生难忘的现代山地体验。无论是行
动不便的人士，还是携带婴儿车的家
庭，亦或是携带山地车的运动爱好
者，都可以乘坐耶讷铁路，领略山地
的迷人。

Berchtesgadener Bergbahn AG
Jennerbahnstraße 18
83471 Schönau a. Königssee
电话 +49 8652 9581-0
info@jennerbahn.de
jennerbahn.de
facebook.com/jennerbahn

19

水，湖
& 健康
清澈与味咸
清新与惬意，
平滑如镜，华丽存在
感知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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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涧中体味感受
独一无二的山景前气势恢宏，渺小又隐晦，冷淡或热情：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到
处都是湖 – 从湖滨浴场到充满田园诗意的山间湖。
1

12

湖
清新的感觉？– 在夏季，地区内的众多湖
滨浴场和露天游泳场欢迎游客们来体验
清凉。您可享受小型沙滩，例如 1 在
赫格沃特湖 (Höglwörther See)，因沼泽
水的缘故使其整个夏天都保持舒适温暖
的水温。
图姆湖 (Thumsee) 湖水清澈，拥有
湖滨浴场和美丽的草坪，是巴特赖兴哈
尔人最喜欢的游泳湖。环湖的小路也非
常迷人。
2

22

带湖滨浴场、游乐场、大面积泊船区的
3 阿伯特多夫湖 (Abtsdorfer See) 位于
劳芬 (Laufen) 附近，同样是理想的远足
目的地 —— 尤其适合全家游玩。儿童必
将喜欢在此戏水，这是巴伐利亚最温暖
的湖之一。
4 后湖 (Hintersee) 位于雷特拉姆
(Reite-ralm) 山脚的拉姆绍 (Ramsau) 附
近，被雄伟的山峰所环绕，吸引了许多画
家和诗人造访。这里的环境同样充满童
话色彩。

河流、湖泊和温 泉浴场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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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然形成的


一个王国

穿过祖母绿色的湖水，来到贝希特斯加
登国家公园中部气势雄伟的瓦茨曼东壁
进行攀登 – 国王湖将其自然景色打造成
了艺术品。我们运动时刻中所追求的极
致奢华却是宁静。我们在登上装饰华丽
的电动游船那一刻起，便将世间的忙碌与
纷扰留在了岸上。在行船至圣巴多罗买礼
拜堂 (St. Bartholomä) 的途中，游船驾驶
员会用他的小号奏响举世闻名的国王湖
曲调，四处陡峭的岩壁响起回声。
在圣巴多罗买礼拜堂，耸立的圣地教堂
著名的酒红色洋葱圆顶给人印象深刻。

14

基姆湖 – 登岛之旅
含国王堡

游船一整年都从普里恩 (Prien) 港口和戈
斯塔特 (Gstadt) 驶往男人岛和女人岛，
夏季还会经停泽布鲁克 (Seebruck) 、基
明 (Chieming) 、于贝尔塞 (Übersee) 和贝
尔瑙 (Bernau)。各个岛各自有两个基姆
高 (Chiemgau) 地区自身风格的景点。男
人岛主要是因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堡闻名，
而许多人则因为专业建议而慕名前往女
人岛。这一有着丰富美食和本笃会修道
院的小渔村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瑰宝。
您可以靠在座位上，欣赏巴伐利亚湖光
山色和基姆高 (Chiemgau) 地区阿尔卑斯
山的风景。

国王湖游船
Seestraße 55
83471 Schönau a. Königssee
电话 +49 8652 9636-96
全
 年均有游船
旺季自 8:00 时起较短间隔内定
时开船
家
 庭优惠
17 岁以下儿童套餐
24

基姆湖游船
Seestraße 108
83209 Prien am Chiemsee
电话 +49 8051 6090
info@chiemsee-schifffahrt.de
chiemsee-schifffah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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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格镇

(ANGER)

赫格沃特湖 (Höglwörther See)赫格沃特
湖与赫格沃特古老修道院城堡小岛一起
构成了鲁珀特角的浪漫瑰宝。特别建议
沿着湖惬意地徒步旅行，或者踏进温馨
舒适的小草坪。

露天游泳池
从马措尔 (Marzoll) 露天泳池可以眺望
山脉的美景。位于舍瑙 (Schönau) 的绍
尔泳池 (Schornbad) 拥有 900 平米水
域面积，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可在此
享受到戏水的无穷乐趣。拥有一个精
心维护的露天泳池的马克特谢伦贝格
(Marktschellenberg) 同样具有吸引力。
弗赖拉辛 (Freilassing) 露天泳池和泰森
多尔夫 (Teisendorf) 以及安格 (Anger)
露天泳池也都是不错的远足目的地。
“Aschi”，德国最大的天然游泳池，结合了
露天游泳池和登山的两种体验。环绕于
瓦茨曼山 (Watzmann) 和戈尔 (Göll) 高
地壮丽景色间的阿绍尔维尔 (Aschauerweiher) 天然泳池让游客们享受游泳
的乐趣。

奥夫哈姆 - 安格施陶芬泳池 (AufhamAnger Staufenbad) 重新装修改建的施
陶芬泳池 (Staufenbad) 非常适合家庭前
往。除了一片巨大的草地外这个温水露天
泳池还有一个运动池、一个带波浪滑道
的非游泳池、一个大型幼童区以及一个
泥沙及塑胶操场。一个带美丽天台的亭
子造就了温馨的氛围。

安格游客信息处
Dorfplatz 4, 83454 Anger
电话 +49 8656 9889-22
anger.de
奥夫哈姆 - 安格施陶芬泳池
(Aufham-Anger Staufenbad)
Angerstraße 30, 83454 Anger
五
 月中旬 – 九月中旬
成人 3.50 €

持贵宾卡 3 €
儿童 2 €
RVO 829 从贝希特斯加登发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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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CHTESGADEN) 瓦茨曼
(WATZMANN) 温泉

16 贝希特斯加登

在不同的区域中为儿童和成年游客提供
各种服务项目，各个项目分散在各处。
带幼童的家庭可以欣赏水景和瓦茨曼山
脉，在五彩缤纷的亲子区体验独特的水
中世界，水性好的人可以在带水道和下潜
区的体验池找到乐趣，伴随光影效果穿
过 80 米的黑洞滑道并计时，或者在游泳
池和运动池中拉动滑道。休闲的好去处
是享受桑拿和日光浴。在这里游客可以
享受贝希特斯加登原始日光浴带来的惬
意感觉，仿佛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
26

Watzmann Therme
Bergwerkstraße 54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9464-0
info@watzmann-therme.de
watzmann-therme.de
facebook.com/watzmann.therme
全年营业：
10:00 – 22:00 时

周一全天女性桑拿（节假日以及巴
伐利亚夏季和圣诞假期除外。）

河流、湖泊和温 泉浴场

17 S PA

& 家庭度假村
鲁佩图斯温泉，巴特赖兴哈尔

Spa & 家庭度假村鲁佩图斯温泉从阿尔
卑斯自然风光中提取出了他们的瑰宝：完
美无瑕的阿尔卑斯山盐。它们于 2.5 亿年
前深藏于山的内部，在巴特赖兴哈尔完
全自然地以液体形态流出，称之为阿尔卑
斯盐水。盐水从盐场直接流入鲁佩图斯
温泉浴场，浴场分为运动池、躺卧池和
蒸汽浴池。

Spa & 家庭度假村
鲁佩图斯温泉
Friedrich-Ebert-Allee 21
83435 Bad Reichenhall
电话 +49 8651 76220
rupertustherme.de
facebook.com/rupertustherme
温
 泉 & 桑拿：9:00 – 22:00 时
运动 & 家庭游泳：
9:00 – 21:00 时

这家巴伐利亚州疗养 & 健康温泉的大玻
璃门面映照出四周的贝希特斯加登地区
山林。因此温泉假日完全属于阿尔卑斯
山区的标志之一。
鲁佩图斯温泉分离式的运动浴池和家庭
浴池保证了儿童和成人都能找到其乐趣。
幼童区由一个水深最大 40 厘米的池子
和一些有吸引力的设施组成，如水道、喷
泉、一个儿童滑梯、一个带水道的家庭主
浴池以及一个 12 m 长的旋转滑梯。最大
的惊喜是一个 120 m 的轮胎滑梯 - 可供
整个家庭娱乐！
27

雪季&
冬季娱乐
静谧的大自然，整个地区银装素裹美不胜收 – 譬如拜仁里希
格迈因 (Bischofswiesen) 这里。

28

29

冰雪盛宴

冬天的乐趣
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和周围的乡镇比绍夫威森 (Bischofswiesen) 、马克特谢伦贝格 (Marktschellenberg)、拉姆绍 (Ramsau) 和国王
湖畔的舍瑙 (Schönau a. Königssee) 都为滑雪者、滑雪板者、滑雪橇者和
所有喜爱雪白美景的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玩的玩雪动。

1

尽情玩雪、滑雪和滑雪橇！
您可开车或乘坐 RVO 巴士在最短的时
间内到达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地区的六个滑雪场。
海拔在 600 米和 1800 米之间的超过
60 公里长的刺激的雪道和滑雪板滑道等
待着被征服。此外还包括例如拥有五台
缆车和加速装置以及一个新建的儿童天
地的上萨尔茨山 (Obersalzberg) 滑雪区
和拥有一台吊椅缆车、两台牵引缆车、一
台练习缆车和一台轮胎滑雪升降梯的 2
霍赫施瓦尔策克 (Hochschwarzeck) 这
些家庭滑雪场。在罗斯费尔德 (Roßfeld)
有三台吊椅缆车和一台练习车, 每周三
还举办强力照明滑雪比赛。附近还有拥
有一台吊椅缆车、两台牵引缆车和一台
练习缆车的青恩克恩 (Zinken) 滑雪中
心 (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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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而归池恩 (Götschen) 滑雪中心还拥有一台吊椅缆
车和三台牵引缆车，这里每周五还会举办强力照明滑
雪比赛。

相反， 1 国王湖畔的耶拿峰 (Jenner) 滑雪场则为初
学者和水平较高者提供了真正顶级的滑雪享受。六台登
高辅助设备、11 公里长精心维护的滑道增添了滑雪的乐
趣。从滑雪季开始一直到春季都保证有雪，这里在耶拿
峰 (Jenner) 借助一台现代化降雪设备得以实现。
4
4 黑尔晒克布里茨 (Hirscheckblitz)、拉
姆绍 (Ramasu) 、上萨尔茨山 (Obersalzberg) 和贝希特斯加登冬季娱乐
(Berchtesgaden) 的雪橇滑道都有登高辅
助设备。几乎所有乡镇的一流天然雪橇
滑道都吸引着人们乘着雪橇迅速下滑。

在国王湖畔“德国邮政冰上体育场 (Deutsche Post Eisarena) ”上的 人造冰场上滑
行会是怎样的体验？您不应错过这次游
客雪橇滑行。
您不希望太陡太快或想滑得久一些？没
问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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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超过 100 公里长的滑雪道保证了长
距离滑雪的乐趣。位于 5 比绍夫威
森 (Bischofswiesen) 的阿绍尔维尔
(Aschauerweiher) 长距离滑雪中心被世
界著名的瓦茨曼山 (Watzmann) 景所环
绕，在那里精心铺设的超过 20 公里长
的滑雪道等待着您的到来。您能够同时
以传统或滑冰形式滑过大部分滑雪道。
一台降雪设备保证了这里一直有雪。这里
还提供强力照明，这样一来您也可以在
周二和周五晚上滑雪。
其他精心铺设的滑道，例如在巴特赖
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拜仁里希
格迈因 (Bayerisch Gmain)、鲁珀特角
(Rupertiwinkel), 6 (Piding) 以及贝希
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马克特谢伦
贝格 (Marktschellenberg) 和国王湖畔
的舍瑙 (Schönau a. Königssee) 这些乡
镇穿过了阳光灿烂的草地和积雪覆盖着
的森林。

罗斯费尔德 (Rossfeld) 滑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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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拉姆绍 / 霍赫施瓦尔策克 (Ramsau/
Hochschwarzeck) 的高地滑雪道在春季
吸引着人们前来，在 1100 米高处收获闪
烁的日光下难忘的长距离滑雪体验。

9

您可以在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滑冰场或合适的天气里在众多静谧的天
然湖上滑冰，例如 7 图姆湖 (Thumsee)
或 8 后湖 (Hintersee)。您可以在这或在
9 阿绍尔维尔 (Aschauerweiher) 的休
闲场所和新认识的朋友玩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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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鞋漫步
您想要继续深入静谧的冬季山林吗？那
就体验一种特殊的冬季漫步吧想。马上
翻阅我们的冬季漫步地图中有关雪鞋之
旅的路线建议或者参加不同旅行社负责
的导游活动。

冬季漫步
冬季漫步途中的冬季奇景：清新的空
气、闪烁的蓝天、发光的白色山峰，在
山林峡谷间，在滑道旁静谧的自然里漫
步——不论是穿着雪鞋、有导游引领还
是独自漫步。整个步道网长度总计超过
200 千米！
在出发前先了解天气状况、确切的路线
和漫步的距离以及难度，出于安全考虑
沿着预定的路线漫步。您可以在我们的
冬季漫步地图或 bglt.de 获得一定的出
游建议。
34

马拉雪橇滑行
八人或十二人的马拉雪橇在国家公园信
息处后湖 (Hintersee) 和威尔特费特翁
(Wildfütterung) 间来回接送游客。
这一行程分为两段，时间各 30 分钟。
请致电拉姆绍游客信息处获取更多信息
电话 +49 8657 9889-20

冰雪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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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湖艺术冰场50周年
国

在瓦茨曼和格吕恩施泰因山 (Grünstein)
之间拥有一条世界上最先进同时也是第
一条人造冰场，德国邮政国王湖冰上体
育场 (Deutsche Post Eisarena Königssee)。2019年1月，传统的艺术冰场将迎来
50岁生日。1969年，这个冰场作为无舵雪
橇世界杯的举办地正式开放。走过了50
年的风雨，国王湖畔每年依然会举行高水
平的竞技比赛。在这个冬天，无舵雪橇世
界杯将于新的一年的1月5日和6日举行，
一周后，国际知名的有舵雪橇和俯卧式
雪橇运动员也将在这里一决高下。
· 2019 年1月5日至6日
菲斯曼（VIESSMANN）无舵雪橇世界杯
· 2019 年1月11日至13日
宝马汽车国际有舵雪橇和俯卧式雪橇
联合会世界杯
除了世界杯活动以外，您可以在铁路沿途
饱览风光，乘坐有舵雪橇体验120迈风驰
电掣的快感。

Deutsche Post Eisarena Königssee
An der Seeklause 43-60
83471 Schönau a. Königssee
电话 +49 8652 9772790
eisarena-königssee.de
 导游时间：每周二和周五 14:30

，集合地点：主入口，超过 15 人
的团队需要提前登记
成
 人：6 €

14 岁以下儿童免票
山坡冰道雪橇出租车
每
 人每次：
90 €（18 岁以上）
rennbob-ta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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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足
& 美食享受
诱人、实惠、美味 – 饭店和
餐馆在山上和河谷中期待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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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林 (SALIN) — 我所期待的享受。«

»我们希望将现代与传统、木材和金属、
年轻与年老，咸和甜、异国风情和当地风
味相结合。这是一次放松的体验。«
曼努埃尔·莱希纳和恩斯特·艾斯特热尔
(Manuel Lechner & Christoph Kurth)

Alte Saline 2
83435 Bad Reichenhall
订位电话：
电话 +49 8651 7174907
office@salin-reichenhall.de
salin-reichenhall.de
星期一

- 星期四：09:00 – 24:00 时
星期五：09:00 – 01:00 时
星期六：10:00 – 01:00 时
星期日：10:00 – 22:00 时

2

“举杯畅饮吧”

Am Brandholz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6070
alpenhotelkronprinz.de

青年人和中老年人特别愿意来我们的
巴伐利亚乡村酒馆“ZUM FASSL”，在
王储阿尔卑斯宾馆（Alpenhotel
Kronprinz), 这里是任何想交流和寻
找志同道合伙伴的人士的据点。厨房
开放至 22:00 时，每日营业时间为
18:00 时至 1:00 时。

4

WATZ 餐厅 + 贝希特斯加登
巴伐利亚风格酒吧

Bahnhofplatz 2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9763435
watz.info

3

圣巴尔托洛梅饭店 (GASTSTÄTTE ST. BARTHOLOMÄ）

info@bartholomae-wirt.de
bartholomae-wirt.de

位于国王湖畔瓦茨
曼（Watzmann）山
东壁脚下的传统饭
店全年都值得一
去！特色：新鲜的鳟鱼、鲑鱼和湖鳟。
源自国家公园的野味。
我们每日开放。

5

GOBERG


Dorfplatz 36
“吃饭只是一种
83454 Anger
电话 +49 8656 9898335 需求，品味则是
一种艺术。”
goberg.de
星期四不营业

WATZ 坐落于古老的贝希特斯加登主火车
站，是一家餐厅和巴伐利亚风格酒吧。这
里有最好的巴伐利亚州解渴饮料。提供自
家精心烹制的地区和季节性菜肴。在阁楼
设有最先进的保龄球中心 - 非常适合一
家人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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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en in der Fußgängerzone
Berchtesgaden.
... in the heart of thevon
pedestrian
district of Berchtesgaden.
Besuchen
VisitSie
ourunsere
variousverschiedenen
restaurants orRestaurants
enjoy
oder genießen
Sie einen EDELWEISS
Wellnesstag,
an EDELWEISS
wellness day,
über
aboveden
theDächern
rooftopsvon
of Berchtesgaden.
auf Ihren
Besuch
WeWir
arefreuen
lookingunsforward
to your
visit!
Ihre
Hettegger
The Familie
Hettegger
Family
und
and das
the EDELWEISS Team
team
Tel.: +49 8652 9799 - 0 | www.edelweiss-berchtesgaden.com
Maximilianstr. 2 | 83471 Berchtesg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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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CHO
STÜBERL
酒馆

An der Seeklause 41
83471 Schönau a. K'see
电话 +49 8652 948630
echostueberl.de
每天 10:00 – 21:30 时
提供热菜

Echostüberl 就在国王湖冰上滑道处，
这里汇聚了众多无舵雪橇、雪车和冰橇
运动的大咖。在舒适的大厅内供应季节
性菜肴，如农家烤鸭、南瓜、野蒜和芦
笋等菜式。
9

霍格沃尔特 (HÖGLWÖRTH) 修道院客栈

Höglwörtherstr. 21
83454 Anger
电话 +49 8656 255
klosterwirthoeglwoerth.de
11月-4月：周一和周二歇业
5月-10月：周二歇业

这里不仅好吃好玩，还非常好看！修道
院客栈坐落在田园诗一般的霍格沃尔
特（Höglwörth）湖畔，这里是非常受
欢迎的郊游目的地。

8

WACHTERL
旅馆

Alpenstraße 159
83486 Ramsau
电话 +49 8657 285
wirtshaus-wachterl.de

主厨 Thomas Graßl 使用地区最好的佐
料烹制出巴伐利亚或地中海地区风味的
美味佳肴。还为您准备了国家公园里的
野味或者邻近农场的肉类，还有精美的
糕点。环绕着 “Wachterl” 的是景色优美
的远足小径。
10

魏宁格·施瓦本啤酒酿造客栈
(GASTHAUS WIENINGER
SCHWABENBRÄU)）

Salzburgerstraße 22
83435 Bad Reichenhall
电话 +49 8651 96950
info@wieningerschwabenbraeu.bayern
每日开放：8:00-24:00
热餐供应：11:00-22:00

这家巴德莱辛哈尔（Bad Reichenhall）
的传统客栈提供原汁原味的巴伐利亚
美食，设有传统的露天啤酒花园。

劳芬（Laufen）市郊外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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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C.魏宁格私人啤酒酿造厂
（PRIVATBRAUEREI M.C.

WIENINGER）——品味啤酒

在魏宁格家族啤酒酿造厂中，您可以
徜徉在啤酒酿造的世界中。
啤酒厂参观以及品酒活动在泰森多
尔夫（Teisendorf）镇的历史啤酒厂
大楼举行。这段轻松愉快的旅行沿途
共有10站，途中经过目前仍在生产的
酿造厂，展示迷人的啤酒酿造手艺。
看——闻——尝——在“啤酒厂大客
厅”中举行的品酒活动将全方位展示
啤酒清香的多样性。
从泰森多尔夫（Teisendorf）镇通往霍
格沃尔特（Höglwörth）的啤酒漫步之
路全长12.4公里，漫步爱好者在浪漫
轻松的旅途中共经过10站，可以充分了
解啤酒酿造的艺术和文化。

在老邮局啤酒馆（Braugasthof Alte
Post），游客可以用嗅觉探索啤酒，在
这座特别的餐馆营造的无与伦比的氛
围中品味传统和特色。

Privatbrauerei M.C. Wieninger
GmbH & Co KG
Poststraße 1
83317 Teisendorf
电话 +49 8666 8020
info@wieninger.de
wiening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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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X.诺伊迈尔烘焙店糕点店 (BÄCKEREI KONDITOREI
F.X. NEUMEIER)）

位于巴伐利亚格迈因（Bayerisch
Gmain），与联邦公路B20近在咫尺，是
小憩的好去处。您在这里可以品尝到
使用传统技法手工制作的面包。

Berchtesgadener Straße 53
83457 Bayerisch Gmain
T +49 8651 2659
www.facebook.com/
baeckereifxneumeier
周一-周五：

05:00-18:00
周六：
05:00-17:00
周日及节假日：
07:00-10:00

13

市民啤酒历史酿造客栈 (HISTORISCHER BRAUEREIGASTHOF BÜRGERBRÄU

在无与伦比的餐馆或者露天啤酒花园
中，您可以品尝当地时令佳肴、巴伐利
亚特色面包以及特色啤酒，所有这些
都是从阿尔卑斯市民酿造（BÜRGERBRÄU）啤酒厂新鲜出产的。

Am Rathausplatz
83435 Bad Reichenhall
T +49 8651 6089
info@brauereigasthofbuergerbraeu.de
brauereigasthof-buergerbraeu.de
每日开放

11:00-22:00
持续供应热餐

番茄宴——鲁伯特角（Rupertiwinkel）农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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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垂涎三尺的地方……
在巴伐利亚度假，必定要品尝丸子、
煎肉、八字形面包和啤酒。在贝希特
斯加登（Berchtesgaden）、巴德莱辛
哈尔（Bad Reichenhall）和鲁伯特角
（Rupertwinkel）城内外各家客栈、露
天啤酒花园和景观奇特的山间，游客
可以尽情大快朵颐：香肠沙拉或者压
丸子，煎猪肉或者鳟鱼，肝脏丸子或者
牛肺丸子，干酪炸面或者巴伐利亚酸
菜，李子烤面包或者皇帝煎饼，这里是
饕餮者的天堂。
许多餐馆老板都很重视在当地采购
食材。家养的牛羊肉、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当地奶牛场出产的
牛奶和奶酪制品是他们的首选。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地区
的四家啤酒酿造厂一直致力于提供最
适合的佐餐酒，并借助创新啤酒不断
给人们带来惊喜。

此外：每一个当地人都在众多餐馆
中拥有自己中意的那一个。如果有机
会，问一问他们的个人推荐绝对是值
得的。
从地理上来说，当地的餐饮还融合了
国外美食的享受，其中绝不仅仅只包
括奥地利的特色食品。除了传统的巴伐
利亚菜以外，这里还有地中海美食、素
食和其他异域佳肴。即便是在山上的
餐馆里，浓烈的咖喱、素食古斯米或者
简易的汉堡也能挑动舌尖上的惊艳。
从现代的酒吧到特色农家菜，再到格
调高雅的餐厅，所有美食爱好者都能
在这里找到自己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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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古迹
动身参加阿尔卑斯之城巴德莱辛哈尔的晚间活动。这里几乎每
天都有高水准的文化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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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历史
1

2

1 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2 阿尔卑斯山间小城巴特赖兴
哈尔 (BAD REICHENHALL)

发现和体验传统：在 “假日” 这个概念还
不存在时，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就已经是巴伐利亚的国王、艺
术家和贵族这些上流宾客们偏爱的地
方。幸运的是如今人们不再需要成为贵族
便能享受这里的氛围！

温和的气候、盐水泉和迷人的风景曾经吸
引了国王们来到这里，这个自 1900 年起
被称作 “巴伐利亚国家浴场” 的地方。如
今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成为
了一个适宜居住的疗养及举办会议的城
市，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同时也是一流
的高山健身地点：凭借丰富的自然财富，
健康和快乐更加成为重点。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了巴特赖兴哈尔的阿尔卑斯山盐水
的积极效果和活跃能量：感受来自阿尔卑
山深处的原始能量吧——用身体、精神和
灵魂！以前人们让浓度不高的盐水缓慢地
流过黑刺李灌木丛以使其 “浓缩” 。如今
位于疗养花园的浓缩房成为了阿尔卑斯
山盐水户外吸入疗养室，吸引人们进行健
康的散步。

这个地区以其充满魅力的名胜例如拥
有市民住宅、修道院所属教堂和城堡的
古老洛可可市场吸引着人们开启发现之
旅。在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您
可以惬意地散步，去一个舒服的咖啡馆，
在商店里闲逛。
想在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体验
历史上的 “重要时刻” 的游客一定要跟
着守夜人逛一圈富有历史气息而充满魅
力的市场。
berchtesgaden.de

王室休闲宫 (Königliches Kurhaus) 这张城
市的名片以其建筑令人惊叹。它经过修复
恢复了最初的样子。作为现代化的会议中
心这座建筑为开会和特别活动提供了最
佳的条件。
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艺术学
院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创造和发挥的空间。
bad-reichenhal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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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伯特角 (RUPERTIWINKEL)
在巴伐利亚州东南部、茵梦湖、国
王湖和莫扎特之城萨尔茨堡之间，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行
政辖区内坐落着鲁伯特角（Rupertwinkel）。
直到 1810 年，这片区域才归属于巴
伐利亚王国，此前，它有一千多年隶
属于萨尔茨堡。它是以萨尔茨堡的第
一位主教圣鲁伯图斯（Heiliger Rupertus）的名字命名的。这一狭长地带
带有鲜明的前阿尔卑斯乡村印记，保
留了历史悠久的传统，基督教和民间
节日让其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地区
连同鲁伯特角（Rupertwinkel）构成了
德国境内唯一的阿尔卑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生态区。这项世界通行的称
号把人作为最重要的风景构造者，
赋予其保护好作为自然文化遗产的这
一独一无二的物种丰富的风景区的义
务。这一景区包括设有鸟类观察站的
哈尔沼泽（Haarmoos）自然保护区的
广袤草原、温暖的埃普茨多福沼泽
湖（Moorseen Abtsdorfer）和霍格沃
尔特湖（Höglwörther See）、萨拉豪
（Saalachau）自然保护区和皮丁蜜蜂
小道（Pidinger Bienenweg）。同样出
名的还有就地出售的以自然保护方式
种植的当地产品。
历史悠久的集市广场、教堂、修道院
和纪念碑见证了这个曾有罗马人定居
的地区丰富的过往。

安格尔（Anger）镇
anger.de

弗雷莱辛（Freilassing）市
freilassing.de

劳芬（Laufen）市
stadtlaufen.de

皮丁（Piding）镇
piding.de

萨尔多夫-苏尔海姆（Saaldorf-Surheim）镇
saaldorf-surheim.de

泰森多尔夫（Teisendorf）镇
teisendor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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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教堂，修道院
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宝藏
1

宫殿和城堡
贝希特斯加登皇宫生动反映了巴伐利
亚王室的历史。曾经的中世纪修道院通
过世俗化成为了巴伐利亚国王的宫殿。
1

格鲁滕斯坦 (Gruttenstein) 城堡高高耸
立在巴特赖兴哈尔的盐泉之上。它建于
十二世纪，旨在保护城市和盐泉,不对公
众公开。
如今的 2 马措尔城堡 (Schloss
Marzoll) 所在地曾是一座古罗马的碉
堡。1500 年前后位于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附近的这座防御工事被扩建
成了城堡。
一座住宅、一座城堡小教堂和城堡主塔
的残垣诉说着位于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附近的城堡废墟卡尔施坦
(Karlstein) 曾经的宏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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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教堂和修道院
巴伐利亚的历史离不开修道院与教堂。
鲁珀特角 (Rupertiwinkel) 充满了风景、
建筑艺术和各种文化的魅力。曾经的奥
古斯丁主教区赫格沃特 (Höglwörth) 修
道院坐落在奥夫哈姆—安格 (Aufham-Anger)它于 1125 年前后建成。
位于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的
圣芝诺明斯特教堂 (Münsterkirche St.
Zeno) 相传是由卡尔大帝所建。这座南
巴伐利亚最大的长方形教堂拥有众多艺
术珍宝。五月至十月的每周六 10:30 都
会进行十字形回廊导游。
位于卡尔施坦 (Karlstein) 的圣潘克哈慈
(Sankt Pankraz) 圣地教堂和位于奥夫哈
姆 (Aufham) 的圣雅各布 (St. Jakobus)
教区同样值得一游。
安格圣母玛利亚教区教堂 (Pfarrkirche
Mariä Himmel Anger)的后哥特式长形建
筑诞生于 1445/50 年间。

教堂也随之倒塌。圣物和圣母像却完好
无损。1848 年教堂被重新建造。
建于 12 世纪的最初为罗马风格的 1 贝
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修道院教堂
普法勒大教堂 (Pfeilerbasilika) 逐渐被改
建为哥特式风格。
3 玛利亚戈恩 (Maria Gern) 圣地教
堂位于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镇
中心的北部。它经常被称为贝希特斯加
登 (Berchtesgaden) 地区最美的教堂。建
筑外形为椭圆形。值得留意的是创作于
1666 年的显灵圣像。

4 劳芬 (Laufen) 修道院教堂是 1330 至
1338 年期间在一座罗马式长方形教堂的
基础上建造的。它是南德最古老的哥特
式厅堂式教堂，拥有著名画家约翰·迈克
尔·罗特迈尔 (Johann Michael Rottmayr)
的三幅油画。这位 1654 年出生于劳芬
(Laufen) 的画家是运用巴洛克色彩的
天才。

瓦恒律克 (Vachenlueg) 小教堂拥有一段
感人的历史。1824 年城堡倒塌，城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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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维尔伯格 (Ölbergkapelle) 小教堂的
位于比绍夫威森—罗益普 (Bischofswiesen-Loipl) 的玛利亚希尔福 (Maria
Hilf) 小圣地教堂建于 1799 年。这座带
教堂中厅的朴素的小教堂于 1824 年扩
建了一个中间带小塔的前厅，至今仍然
赋予了其外观典型的特点。 5 艾滕贝格
(Ettenberg) 圣母往见 (Mariä Heimsuchung) 朝圣教堂的巴洛克式内部装潢
充满魅力。
位于拉姆绍 (Ramsau) 昆特维克 (Kunterweg) 路上的玛利亚圣地教堂是一块
后洛可可风格的珍宝，于 1733 年建成。
5

约瑟夫·莫尔 (Josef Mohr) 曾经是 1512
年建造的 6 拉姆绍 (Ramsau) 教区
教堂的副牧师——他是圣诞歌曲《平安
夜》(“Stille Nacht，Heilige Nacht”) 的创
作者。这座教堂是这风景如画的小镇最
古老的文物古迹。位于拜仁里希格迈因
(Bayerisch Gmain) 的 7 圣尼古拉斯·冯·
德·弗吕教堂（St. Nikolaus v. d. Flüe）非
常引人注目并广为人知。

6

20 弗赖拉辛火车世界

7

(LOKWELT FREILASSING)
“小型火车世界” 专为儿童设计，让他们全
方位感知铁路和技术。

这座于 1902 年建造的圆形机车库
(Rundlokschuppen) 位于铁路运营区的中
间，其中展出了古董火车机车 ——由德意
志博物馆捐赠。仍在运转的转车台尤其令
人印象深刻。
50

Westendstr. 5
83395 Freilassing
lokwelt.freilassing.de
星
 期五至星期日：10:00 – 17:00 时
特殊开放时间参见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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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和体验世界
贝希特斯加登地下盐疗隧道
盐泉潺潺流过，环绕盐池的盐灯投
射着温暖的光芒，映照在墙上的盐晶体
中：在这种特别的盐环境中放松身心，可
以有效重塑身体的自愈机能，让人感到
舒畅，可预防和缓解呼吸道疾病和过敏
带来的不适。竖琴、西藏特色乐器或高
音乐器演奏的音乐会也将给人留下不可
磨灭的印象
1

salzheilstollen.com
1

富有历史气息的萨拉赫
(Saalach) 发电厂
这座 1914 年启用，期间成为保护文物
的水力发电厂最初是为新建的萨尔茨
堡-贝希特斯加登电动铁路区段提供电
力而建。至今仍保留着最初的涡轮和
发电机并每年提供约四千万瓦时的电
力。水坝位于吉布林 (Kibling) ，而通
过地下隧道和其相连的发电厂则位于
基尔希贝格 (Kirchberg)。

阿赫特哈尔 (Achthal) 采矿博物馆
2 这里提供了诸多历史见证, 讲述了泰森
贝格山 (Teisenberg) 数百年的采矿历史，
以及在附近的阿赫特哈尔 (Achthal) 进
行钢铁加工的历史。博物馆的展出内容
分为采矿、矿石加工以及当时的生活境况
几个部分。

2

20 激 情打造的花园陶瓷&雕像

经历一次艺术和自然之美的洗礼。陶
瓷均为手工打造，能够耐受低温，每一
件都是孤本。

独一无二，精彩绝伦——在园艺师的
梦幻花园里，您可以看到最精致的花
园陶瓷。雕像和花园饰品相映成趣，
与繁花似锦的花园构成了浑然一体的
艺术品。漫步其间，您的各种感官都将

Solling 1 (Ortsteil Rückstetten)
83317 Teisendorf
T +49 8666 928413
michaelatheis.magix.net
周一-周六：10:00-18:00
成人票5.00欧元

购物30欧元起免费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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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阿
 德尔斯海姆城堡博物馆

(MUSEUM SCHLOSS ADELSHEIM)
Schroffenbergallee 6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4410
museum-schloss-adelsheim.de
自
 复活节前的周五至 10 月
31 日和 12 月 1 日至 1 月 6 日期
间：星期二至星期日：
10:00 – 17:00

民间艺术收藏博物馆：曾经的城堡礼拜
堂收藏了教堂珍宝、诞生于 19 世纪的木
偶剧院和象牙雕刻艺术等让人惊叹。
22

贝希特斯加登王室城堡

成
 人 2.50 €
持疗养卡成人的 2.00 €
18 岁及以下儿童和青少年免费
如今依然是维特斯巴赫 (Wittelsbach) 的
行宫，拥有珍贵的艺术收藏品。
马厩里的鹿博物馆

Schlossplatz 2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94798-0
schloss-berchtesgaden.de
5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星期日至

星期五 10:00 – 13:00 时及
14:00 – 17:00 时
10 月 16 日至 5 月 15 日：星期一至
星期五工作日 11.00 和 14.00 时团
体经登记可以随时参观。
23 上
 萨尔茨山档案馆

(DOKUMENTATION OBERSALZBERG)

展览记载了上萨尔茨山 (Obersalzberg)
有关纳粹专制独裁的历史。1933 年后上
萨尔茨山 (Obersalzberg) 成为第三帝国
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Salzbergstraße 41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947960
obersalzberg.de
四月至十月：9:00 – 17:00 时

  

十一月至三月：10:00 – 15:00 时
星期一闭馆
门
 票 3 €。学生、老师、士兵免
费。
RVO 838 从贝希特斯加登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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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萨尔茨堡露天博物馆

(SALZBURGER
FREILICHTMUSEUM)

Hasenweg 1, A-5084 Großgmain
freilichtmuseum.com
星
 期二至星期日 9:00-18:00 时
七月 / 八月每天

这是一个备受欢迎的远足目的地，也
是萨尔茨堡地区最大的博物馆，它紧
邻巴特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这
里有六个世纪来的 100 多座初始建
筑，其中包括农场、酿坊、古老的发电
厂、2 公里长的博物馆铁轨，以及带美
丽花园的舒适酒馆。您还可以在富有
历史气息的商店里浏览和购物。

 成人 11 €，家庭票 22 €，持上巴

伐利亚州票免费
25 汉 斯-彼得·保时捷梦工厂

(HANS-PETER PORSCHE TRAUMWERK) - 令人惊叹的体验

这座梦工厂已发展成为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地区最重要的旅游景
点。传奇汽车企业先驱者的孙子汉斯—彼
得·保时捷 (Hans-Peter Porsche) 为公众
展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来自 “锡皮玩具
黄金时代” （1860 年至 1930 年）的藏
品，并且以迷人的光影效果呈现了模型
火车世界。这里还展出了一系列经典的
汽车藏品。
除了展厅外这里还有众多活动可以让您
享受难忘的一天：在巨大的花园或游乐

场玩耍，乘车游览公园铁道，在餐厅休
憩，或者浏览商店。

汉斯-彼得·保时捷梦工厂
去往梦工厂 1, 83454 Anger
电话 +49 8656 989500
info@hanspeterporsche.com
traumwerk.de
星
 期四-星期日 9:30 – 17:00 时
所
 有贵宾卡均可享受优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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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流的娱乐活动

27

“山之家 (HAUS DER
BERGE)”国家公园中心

全身心体验自然 - 这是贝希特斯加登
国家公园中心的口号。“山之家 (Haus
der Berge)”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它将
信息中心和教育中心以及外部环境三
者和谐统一，体现了探索精神和对自然
的热爱。屡获殊荣的交互式 “垂直荒
野” 展览带领游客从国王湖底徒步穿
过森林和牧场，直至贝希特斯加登山
脉的山峰。
这里是居家旅行的良好去处！

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赌场许
多年来一直是受游客和当地人欢迎的聚
会场所。在舒适的环境里，充满吸引力的
各种游戏例如美式轮盘赌、21 点、扑克,
全新骰子游戏DICE 52 牌以及 90 台最
现代的自动游戏机和多重轮盘赌机等待
着您的到来。
游戏厅的酒吧里提供各种各样的饮品令
人焕发活力。如果饿了建议光临瓦尔施坦
尔大道 (Warsteiner Boulevard) 餐馆。
库尔提诺 (Cultino) 则保证提供精彩的
文化活动。无数著名的歌舞表演艺术家
和音乐家聚集在这里。每周六19点起提
供免费舞蹈课程，以及 六 21:00 时起
“海洋 (Oceans)”俱乐部的顶级 DJ 都
会为您献上时尚的音乐。
巴特赖兴哈尔赌场期待您的到来。

巴特赖兴哈尔赌场
(Spielbank Bad Reichenhall)
Wittelsbacherstraße 17
83435 Bad Reichenhall
电话 +49 8651 95800
spielbanken-bayern.de
cultino-reichenhall.de
 每天 12:00 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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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家 (Haus der Berge)” 国家公
园中心, Hanielstraße 7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979060-0
haus-der-berge.bayern.de
hausderberge@npv-bgd.bayern.de
每天 9:00 - 17:00 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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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霍亨威尔芬体验城堡
(ERLEBNISBURG
HOHENWERFEN)

29

海尔布伦城堡
(SCHLOSS HELLBRUNN)
和喷泉

游览海尔布伦城堡及其独一无二的喷
泉将是一次独特的体验。400 多年来，
泉水从所有泉眼中喷射而出——但
是不要担心：你可能会被打湿，但是
不会湿透。在海尔布伦城堡长期举办
的“SchauLust - Markus Sittikus 奇幻世
界” 交互式展览，也会提供不一样的体
验。等待你的是奇幻的世界！
特别提示 –
七月和八月晚间导游到每天晚上
21 时。

它宏伟地矗立在其 100 多米高的锥体
上，俯瞰萨尔察赫山谷 (Salzachtal)：它曾
被作为防御工事和监狱使用，在 “萨尔
茨堡农民战争” 期间也曾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中世纪晚期保存得最完好的建筑之
一，它使人们在向导引领的参观中了解建
筑历史和城堡中的生活。除了古老乡村鹰
舍里的捕鸟展出和中世纪活动外， 这个
城堡还是一个完美的家庭远足目的地。

霍亨威尔芬体验城堡
Burgstr.2
A-5450 Werfen
burg-hohenwerfen.at
 3 月 30 日至 11 月 4 日

四月 、十月和十一月 (除星期一
一以外)
每天 9:30 – 16:00 时，五月至九
月：9:00 – 17:00 时，7 月 16 日至
8 月 17 日：9:00 – 18:00 时
 成人 16 €

家庭 38 €
在导游带领下参观城堡不能带
童车。
网上购票享受优惠价。

Schloss Hellbrunn
Fürstenweg 37, A-5020 Salzburg
电话 +43 662 820372-0
传真 +43 662 820372-4931
info@hellbrunn.at
hellbrun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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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莱辛哈尔爱乐乐
团和皇家疗养花园
2018 年迎来了盛大的周年纪念！
自 1868 年以来，巴特赖兴哈尔的中心就
有一座疗养花园。这座面积 4 万多平方
米的花园是委托巴伐利亚皇家御花园设
计总监 Carl von Effner 设计的，他还为
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Ludwig II) 设计了海
伦基姆湖宫 (Herrenchiemsee) 的花园。
除了本土植物，亚洲和北美的外来植物和
逾 40 种树木也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的
中心是巨大的阿尔卑斯山盐泉制盐场，
周围宏伟的建筑保护着温泉镇中心的繁
华绿洲：皇家水疗馆，音乐会圆形大厅和
带阿尔卑斯山盐泉饮用水喷泉的漫游大
厅 (Wandelhalle) 以其庄严的建筑风格为
公园的美景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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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心悦目的花园为您充电——从远处就
可以感觉到夏天来自阿尔卑斯山盐泉户
外新鲜空气吸入疗养设施的清新微风扑
面而来。您几乎可以在整个疗养花园中
呼吸到健康的咸味空气，也可在躺椅上
或者咕咕冒泡的阿尔卑斯山盐泉边舒舒
服服地聆听水疗音乐会的声音。阿尔卑
斯山盐泉的 Kneipp 水疗池让您在炎炎的
夏日感受清凉。
珍贵的植物
皇家疗养花园是一座被列入文物保护名
录的建筑物，并且一直在这里培育植物。
这里的树木历史久远。音乐会圆形大厅
的前面是巨大的郁郁葱葱的“荷兰苗圃”
，它从春季到深秋一直呈现出五彩缤纷
的颜色。
bad-reichenhal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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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赖兴哈尔交响乐团和歌舞团
巴特赖兴哈尔交响乐团是德国唯一的文
化交响乐团，全年有 44 位音乐家传承着
疗养音乐的传统。音乐会在周二至周日举
行。夏季时还会在皇家疗养花园里举行
露天音乐会。
交响乐团每年都会在巴特赖兴哈尔和整
个东南巴伐利亚举办 350 多场音乐会,
包括各种歌舞剧和主题：休闲音乐会、
日场、沙龙音乐会、愿望音乐会和交响
音乐会以及室内音乐之夜。2018 年周年
纪念活动将结合音乐和造型艺术，吸引
各年龄段的人群，并将在 10 月 20 日在
皇家水疗馆用一个大型禧球将节目推向
高潮。
bad-reichenhaller-philharmonik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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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 游览
贝希特斯加登、巴特赖兴哈尔、弗赖拉辛和泰森多尔夫
(Teisendorf) 提供诱人的购物和休憩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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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步休闲

弗赖拉辛：铁路城市

餐馆、舒适的咖啡馆和时尚的小酒馆 满
足不同的口味。
这里也值得文化爱好者一游：在市博物
馆里感受历史，在富有历史气息的弗赖拉
辛火车世界里参加音乐活动吧。

这座年轻的城市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心位
置，就位于博览会和世界文化之都萨尔
茨堡的正前方，环绕于上巴伐利亚如画
的山林风光之中。从萨尔茨堡地区到基
姆湖 (Chiemsee)：弗赖拉辛 (Freilassing)
是探险和出游的理想出发地。世界闻名
的远足目的地都可以从这里方便快速
地到达。
位于市中心的步行区是一个真正的购物
天堂：各种各样的特种商品商店吸引人
们闲逛、购物、逗留。在四个全天营业的
周日期间这里还为整个家庭举办娱乐活
动：车展、儿童和青少年日、魔鬼随从赛
跑和教堂落成典礼纪念日年市，每年都
吸引了数千游客来到内城。我们的城市
提供丰富的美食满足宾客们的要求。古
老的啤酒花园、提供国内外美食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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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o-freilassing.de

漫 步休闲

泰森多尔夫 — 享受巴伐利亚的生活乐趣......

您喜欢喝巴伐利亚啤酒吗？那就一定要
前往泰森多尔夫的当地私人酿酒厂威宁
格 (Wieninger)，这里按照巴伐利亚的传
统采用新鲜的泉水酿酒。导游时间为每
周三 11:00 时。
在美丽的山林风光中，自行车道和步道穿
过了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自然天堂。
滑雪式竞走者“(Nordic Walker) ”可以在
扩建的竞走路段上运动，登山者则可以
在众多刺激有趣的登山之旅中收获乐
趣，例如在施多伊斯尔高山牧场
(Stoißer Alm) 。
位于泰森多尔夫的清澈游泳湖和静谧的
露天游泳池在炎炎的夏日使人们感受到
清爽而焕发活力。
富有历史气息的市场街 (Marktstraße) 吸
引人们惬意地闲逛购物，在餐馆或咖啡
馆里逗留。
各种各样的私人商店和酒店拥有保护完
好的历史外观，为游客们展示了当地独特
的原始面貌。

teisendorf.de
wk-teisendor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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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 珍 珠

阿尔卑斯山珍珠 (Alpine Pearls) 是阿尔
卑斯山 25 个精品度假地的称谓，它代
表共同的质量承诺：在这里，您可以感
受到难忘的度假乐趣与温柔、自然、气
候宜人的运动的和谐统一。阿尔卑斯山
珍珠 (Alpine Pearls) 还推动了当地手工
业和当地美食的推广以及传统艺术和文
化的保存。

贝希特斯加登珍珠—自然的节日
其风景的核心是贝希特斯加登国家公
园。当然，环境兼容的运动是一个重要
的话题。“保存精华”这个座右铭也适用
于传统的生活，传统的工艺和当地的美
食。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的是 “贝希特
斯加登战争”：手工首饰盒、艺术绘制
和粗雕的五颜六色的儿童玩具。紧邻
Handwerkskunst，在锁具和市场广场上
还有两个皮裤制造商以及木雕师和其他
工艺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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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赖兴哈尔珍珠—在阿尔卑斯
城的路上
都市风情、盐泉舒缓治疗以及对高山文
化的向往——被美丽的山脉包围，这种
种特别的融合吸引着人们来到巴特赖兴
哈尔。停下车，或者缓缓地行驶，或者
惬意地漫步——巴特赖兴哈尔全年的任
何时候都值得前来。阿尔卑斯城完全没
有刺激和过敏的纯净空气和适合休养的
宁静氛围。
alpine-pear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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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info@bglt.de

如有问题，随时欢迎您进行咨询！
Berchtesgadener Land Tourismus GmbH
Maximilianstraße 9, 83471 Berchtesgaden
电话 +49 8652 65650-50
info@bglt.de
berchtesgaden.de
bad-reichenhal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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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希特斯加登地区
劳芬 (Laufen)

萨尔多福-苏尔海姆 (Saaldorf-Surheim)
泰森多夫 (Teisendorf)
弗赖拉辛 (Freilassing)

A8

慕尼黑：110 km
基姆湖
(Chiemsee)：25 km

安格
(Anger)

B20

萨尔茨堡
A1

皮丁 (Piding)

A10

奥地利

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
拜仁里希格迈因
(Bayerisch Gmain)
B21

马克特谢伦贝格
(Marktschellenberg)

B305

德国阿尔卑斯山之路 (Deutsche Alpenstraße)
B305

比绍夫威森
(Bischofswiesen)

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B20

国王湖畔的舍瑙 (Schönau a. Königssee)

拉姆绍
(Ramsau)
国家公园
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国王湖

德国

上湖

罗斯费尔德全景大街
(RossfeldPanoramastraß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