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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世界上最优质的甜葡萄酒——托卡伊奥苏葡萄酒的产
地。在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国家，温泉不计其数，远超欧洲大陆
其他国家。匈牙利虽地处内陆，却被称为“温泉之国”，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适合沐浴的生物活性温泉湖。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历史
和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相得益彰，这就是令人
神往的匈牙利。欢迎前来旅游，探索这里的宝藏！

隐藏在欧洲中心的匈牙利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涌出地
表形成具有治疗功效的温泉。无论冬夏，您都可以前往地道的中
世纪土耳其浴场，在温泉浴中休养身心。在这里，总能找到触动
心弦的历史和现代元素，其氛围让人彻底放松并恢复活力。在秋
季，人们手工采摘因贵腐菌附着繁殖而自然风干的奥苏葡萄粒，
并酿造出口味均衡、色泽金黄的葡萄酒。在山顶之巅、山谷深处
和无尽的平原之间，散布着生机勃勃的村庄、古老迷人的城镇、
壮丽奢华的城堡和繁荣现代的都市。 

匈牙利

哇，匈牙利！——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欧洲心脏的宝藏

托卡伊葡萄酒产区

巴拉顿湖北部地区

匈牙利语既难理解，也不好说。但如果您知道	
一些关键词，当地人会倍感亲切。例如:	Köszönöm!（谢谢）	
Jó	napot!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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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特湖

纵 观匈牙利千 年历史长 河，八 方宾
客 纷至沓 来，其中也不乏 另有企图的来
访者。鞑靼人、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王朝
都曾在喀尔巴阡山盆地留下足迹。自此之
后，数百万人生活在一起，携手创造出今
日匈牙利的多彩文化。

 
然 而 ，匈 牙 利 的 独 特 魅 力 不 仅 仅

在 于 其 深 厚 历 史 。这 个 繁 荣 的 现 代 国
度 所 蕴 藏 的 精 彩 纷 呈 ，以 及 所 展 现 的  
21世纪的多彩文化也很值得探索。如今，
匈牙利人也在不断发现周边的精彩，使各
地和整个国家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迎接
宾客的到访。

佩奇大教堂伊罗特克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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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是欧盟唯一拥有仍在正常使用的中世
纪土耳其浴的城市，漫步城中随处可见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地。拥有170多万人口的首都，保存
了大量值得探索的宝藏。

布达佩斯——浓郁的欧洲风情之都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匈牙利心脏的宝藏

从盖雷特山俯瞰布达佩斯风光

您还可以在地下探索宝藏：布达佩斯中心区附近有许多奇特的洞
穴，为游客提供非同寻常的体验。塞姆勒山（Szemlő-hegy）洞穴以其晶
体构造而闻名，帕尔谷（Pál-völgy）洞穴中则遍布千奇百态的钟乳石。在
风景如画的布达城堡碎石小街下隐藏着一个地下世界，这里有匈牙利最
大的纵横交错的地道系统，全长约	10	公里（6	英里）。

布达佩斯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现代，
古典而又国际化的大都市，处处洋溢着浓郁
的欧洲风情。这里是欧盟国家唯一拥有保
存完好且仍在正常使用的中世纪土耳其浴
的城市，而这只是具有丰富文化和特色建
筑的城市特征之一。

多座标志性温泉浴场坐落在多瑙河沿
岸，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
这条河流之美。宽阔的多瑙河贯穿了整个
城市，将布达与佩斯隔开，一座座著名的桥
梁飞跃其上。多瑙河两岸已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世界上
最杰出的城市景观之一”。 

从布达佩斯最高点之一的盖雷特山或
著名的渔人堡塔楼向下俯瞰，金光流彩、大
理石建筑、珐琅釉瓦屋顶、彩色玻璃塔楼以
及布达佩斯的豪华建筑映入眼帘，美得令人
屏息。其中最精美的建筑包括世界第三大
的国会大厦、多瑙河旁富丽堂皇的地标以
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马加什教堂。古
罗马遗迹、新哥特式艺术、折中主义和新艺
术风格在此相映生辉，令游客惊叹不已。经
过一整天的观光游览，您还可以选择一家
温泉浴场或日间水疗中心放松身心，匈牙利
全国拥有近1500处温泉，供应数十座温泉
浴场。 圣伊什特万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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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风光——观看视频

布达佩斯周边

不仅布达佩斯城内极具吸引力，驱车向北约一小时也
能发现中世纪城堡、宏伟的大教堂和多彩的画廊。	

布达佩斯周边的宝藏

多瑙河湾

建议乘船或快艇体验难忘的一日游，顺着多瑙河南下欣赏两岸
壮丽的绿树青山。

圣安德烈（Szentendre）是座艺术
家之城，林立的画廊和博物馆内珍藏着
引人入胜的艺术作品。这里常年举办各
种展览。圣安德烈附近的露天民俗博物
馆 (Skanzen) 以实物规格的布展，展现
了匈牙利的乡村生活。

维谢格拉德（Visegrád）曾在中世
纪达到鼎盛时期，如今一年一度的宫廷
表演活动再现昔日荣光。马加什国王在
这里建造了文艺复兴风格的夏宫，其气
派仍主导着整个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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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德勒

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是匈牙利天主教
的中心。其教堂是匈牙利最大的教堂，拥有丰富的
教会珍品。这里基督教博物馆内珍藏的艺术品是布
达佩斯以外最好的。匈牙利唯一的凯旋门位于瓦茨
（Vác），而欧洲最大的堡垒系统则环绕着科马罗姆
（Komárom）。

维谢格拉德（Visegrád）、皮利什（Pilis）和伯尔
热尼（Börzsöny）山中茂密的森林、多样的地形和迷
人的景色，等待着徒步旅行者和骑行者的到来。徒步
者可以前往拉姆（Rám）山谷、沃德阿洛石林（Vadálló 
Stones）和高耸的多博戈克山（Dobogókő）游览，
这里被称为“世界的心脏脉轮”。骑自行车的人可以
沿着多瑙河左岸的完整路线行驶，包括瑙吉毛罗什
（Nagymaros）和泽拜盖尼（Zebegény）之间的“贝娅
特丽克丝女王”车道。

埃杰克（Etyek）知名的酒庄经常举办
季节性野餐活动，游客可以在这里远足，并
品尝当地美食。此外，埃杰克还建有科尔达
电影园（Korda Film Park），环绕在自然保
护区之中。

格德勒（Gödöllő）豪华的皇宫吸引着
很多游客，这座宫殿是哈布斯堡弗朗兹·约
瑟夫皇帝和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皇后（匈
牙利人称其为茜茜公主）加冕为匈牙利君
主时的赠礼。茜茜公主在这里度过了许多
愉快时光，她经常在宽广的园林中骑马和
散步。 

维谢格拉德

埃斯泰尔戈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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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温泉之国		
观看视频

豪伊杜索博斯洛综合温泉水疗中心

温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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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之国
液体宝藏：温泉水

匈牙利温泉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罗马时代。16世纪末和17世纪，
土耳其人进一步完善了浴场的基础设施，其中多数至今仍在使用。匈牙利最美丽的
温泉浴场主要建于19世纪，近年来在保留传统风格的同时进行了翻新。

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曾说“祈求拥有清醒的头
脑与健全的身体”。温泉的疗愈作用在罗马时代便已众
所周知。如今，匈牙利已成为康体、疗养和温泉旅游的
中心。这里的温泉资源极其丰富，拥有近1500处温泉
以及270多种不同类型的矿泉和药用水。匈牙利80%的
国土地下都蕴藏着不同成分的地热水。

有些浴场本身就是建筑奇观，有的保留了原始的奥斯曼式布局，八边形的浴池
位于古典的圆顶下方，自然光透过圆顶洒在浴池的水面上。在布达佩斯，自19世纪
以来温泉旅游就极具吸引力，而新艺术运动等设计风格的应用创造了更多的豪华
地标建筑。

多数水疗中心都设有户外设施，夏季的露天泳池为建筑群增添了假日气氛。 

此外，许多温泉浴场均提供针对特定病症的治疗方案。在这里，您可以享受专
业的医疗服务。因此，匈牙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医疗和健康旅游首选目的地。使用
经过匈牙利认证的医疗温泉水可以有效治疗多种疾病。

盖雷特温泉浴场

鲁道什温泉浴场

体验历史悠久的温泉浴对于游客来说是不容
错过的。温泉浴场能令人休闲、放松和恢复活力，
多数浴场建于百年历史的宏伟精美的建筑中，给人
带来与众不同的身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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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疗 文化

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占领并不仅限于布达佩斯，其沐浴
文化也随之遍布全国。

匈牙利哈曼（hammam）传统最具
特色的典范是位于布达佩斯以东140公
里的埃格尔（Eger），在这里，人们置身
建于400年前，经过多次翻修的金色圆顶
下，尽情享受沐浴带来的轻松惬意。传统
的八边形浴池和用于装饰的20万片镀金
马赛克烘托了身临其境的气氛，配以泡
沫按摩服务和苹果茶更增添了舒适感。

前 往 罗 马 尼 亚 边 境 附 近 的 毛 科
（Makó），您可以在著名建筑师毛科韦
茨·伊姆莱（Makovecz Imre）设计的教
堂风格建筑中悠闲沐浴。他打造的洋葱
造型的浴场（Hagymatikum Spa），设计
上暗示了匈牙利的民俗和异教徒历史，
以及毛科的特产——洋葱。在这里您还
可以探索“热带风暴洞穴”，冬季在户
外温泉池中下棋，或是在取自毛罗什河
（Maros）的药泥中休憩。

水疗文化之国
液体宝藏：温泉水

黑维兹——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黑维兹 毛科洋葱造型温泉浴场

巴拉顿湖附近最著名的水疗中
心黑维兹（Hévíz）是世界上最大的
生物活性天然温泉胡，全年吸引众多
疗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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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尔 维 亚 边 境 附 近 塞 格 德
（Szeged）城中的安娜浴场拥有百年历
史，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中还提供
夜间沐浴的机会。

匈牙利温泉也具有治疗功效。呼吸
道疾病的患者可以前往巴拉顿湖北岸的
陶波尔曹（Tapolca）洞穴休闲疗养。洞
中常年保持14至16度的高湿度，拥有促
进再生的离子，并且极少有粉尘，是理想
的健康疗养之地。二战期间，该洞穴曾用
作医院的避难所，当时病人的病情得以
迅速改善。如今，附近酒店的客人也因此
受惠，这种积极休闲的方式备受推崇。

位于匈牙利东部的豪伊杜索博 斯
洛（Hajdúszoboszló）是欧洲最大的水
疗中心之一，而德布勒森（Debrecen）
公 园 浴 场 、米 什 科 尔 茨 陶 波 尔 曹
（Miskolctapolca）洞穴浴场以及尼尔
埃吉哈佐（Nyíregyháza）附近的露天盐
湖浴场（Sóstógyógyfürdő）也都享有盛
名。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埃格尔
萨洛克（Egerszalók）的盐丘，这是一个
天然形成的丘地，周围建有一座豪华度
假村，其水质有利于保健。匈牙利西北部
沙尔瓦尔（Sárvár）疗养温泉的药用水取
自地下深处的两个水源，保障了水疗中
心温泉水的全面供给。

南边的久洛（Gyula）有一座独特
的城堡浴场，围绕中世纪堡垒而建。土
耳其人在这里沐浴了450年，1970年水
疗中心被改建为休闲度假区。豪尔卡尼
（Harkány）的大型温泉浴场有助于缓解
生育和关节炎问题，设施大多在室外。

米什科尔茨陶波尔曹洞穴浴场

埃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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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辣、多肉、丰盛，匈牙利就是美
食的天堂。从开胃菜、特色汤品到美味
主菜、诱人的甜点以及街头小吃，各色
匈牙利美食等您品尝。

开胃菜中必不可少的是特色鹅肝。
匈牙利是继法国之后第二大鹅肝生产
国，许多餐厅的菜单中都有这道美食，
而奶油鹅肝酱罐头更是游客理想的伴
手礼。在丰富的汤品中，牛肉土豆汤以
及闻名遐迩的塞格德（Szeged）和鲍瑶
（Baja）特色鱼汤尤为鲜美。鲍瑶鱼汤
纯以鲤鱼为原料，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而塞格德鱼汤使用多种鱼类烹煮，之后
用筛过滤。

匈 牙 利 主 菜以 炖 菜 为主，如 慢
火 炖牛肉和以辣椒粉调味的鸡肉，
其 中 一 道 招 牌 菜 是 红 椒 粉 炖 鸡 块
（csirkepaprikás）。寒冷季节的特色菜
为酿菜卷，制作方法是在菜叶中卷入猪
肉末。而匈牙利炖菜“莱乔”（lecsó）
在夏末时节更受欢迎。

匈牙利最受欢迎的面食是奶渣面片
（túrós csusza），上面撒上奶渣和培根。
加入鸡蛋和肉肠的千层土豆煲（rakot t 
krumpli）以及红椒粉炖土豆（paprikás 
krumpli）也十分美味。匈牙利人喜欢在所有
菜肴中都加上一点酸奶油。

匈牙利的甜点也非常出色 。贡 德尔
（Gundel）煎饼中包裹着碎核桃与朗姆
酒混合的馅，然后淋上黑巧克力汁；肖姆
洛伊海绵蛋糕（Somlói）略带香草清香，
拌入巧克力酱、朗姆酒和葡萄干；奶渣球
（túrógombóc）则是香甜的农家奶渣球配
以甜酸的奶油酱。

匈牙利美食不仅是炖牛肉和辣椒粉！欢迎您前来品尝
这里的高品质菜肴！匈牙利是创意美食、优质食材和热情
好客之地，为您提供地道传统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的美味佳
肴。	

多博什蛋糕 油饼

匈牙利经典美食
美食宝藏

匈牙利	200	年美食传统	
——观看视频

匈牙利街头小吃有炸油
饼（lángos），上面浇些酸奶
油、蒜泥或奶酪丝；甜香烟囱卷
（kürtőskalács）是在烤好的
面包卷上分别撒上糖、香草、椰
蓉、巧克力或碎核桃仁，制成不
同口味；匈牙利馅卷（rétes）主
要有樱桃、苹果和罂粟籽馅。

匈牙利最具代表性的甜品是多博什（Dobos）和埃斯
泰尔哈兹（Esterházy）。此外，匈牙利人还首创了核桃杏
仁蛋糕热尔博（zserbó）以及杏仁奶酪为主料的拉科奇奶
渣蛋糕（Rákóczi	túrós）。



23匈牙利的宝藏

匈牙利特色美酒
液体宝藏：葡萄酒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质和传统，我们称之为人文
文化的价值。葡萄酒正是这种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数千年来带给世世代代快乐，并让我们为之不断耕耘。

匈牙 利 的 酿 酒 历史已 逾千 年 。这
里 拥 有独特 的 葡 萄品 种，例 如富尔民
特（Furmint）和玉法克（Juhfark）。
这 里有独特的老火山区，例 如 托 卡 伊
（Tokaj）和肖姆洛（Somló）。这里亦
有历史悠久的优质葡萄酒，例如托卡伊
奥苏葡萄酒（Tokaji Aszú）和著名的埃
格尔公牛血（Egri Bikavér）。 

在北纬 45 度至 49 度之间喀尔巴阡
山盆地的这片土地上，人们仍然精心的
安排每年种植地点和种类、剪枝时间和
数量，以及混酿的构成。然而，这些工
作无法依靠葡萄藤、太阳或土壤本身去
完成。匈牙利人相信，葡萄酒具有人文
气息和独特的个性价值，因此才能确保
不断的精益求精。

匈牙利葡萄酒酿造过程中最有价值和博学者是常年与土壤、阳光和
葡萄藤蔓打交道的酿酒师。古往今来，酿酒师年复一年辛勤工作，世代
肩负着重任，竭力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一种职守。凭借这样的人文特
质，这里的葡萄酒就像酿酒师一样各具特色。其取之不尽的财富恰恰在
于这种多样性，不同的个性构成了多姿多彩的葡萄酒世界。

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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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托卡伊的葡萄粒滴淌出蜜浆”*。托
卡伊奥苏葡萄酒是世界上最受赞誉的甜葡
萄酒，匈牙利国歌中也有描述。欢迎来到匈
牙利，探索我们的神秘宝藏！
* 引自匈牙利国歌《天祐匈牙利人》

汲取天地精华
液体宝藏：托卡伊奥苏葡萄酒

观看视频
了解匈牙葡萄酒的
独特之处

托卡伊奥苏葡萄酒来自匈牙利北部的托卡伊葡萄酒产
区。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甜葡萄酒，口味丰富、层次多样、完美
平衡，仅在世界知名的餐厅中供应。

托卡伊奥苏葡萄酒是世界上最独特
的葡萄酒之一，堪称大自然的奇迹。托
卡伊镇位于布达佩斯以东230公里处，
周围的葡萄酒产区也由此得名。这里的
土壤由火山灰和岩石混合而成。托卡伊
地区秋季较长且气候干燥，每天清晨周
围的河流和森林都笼罩在浓雾中，特殊
的气候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奥苏葡萄（匈
牙利语aszú指被贵腐菌侵蚀的葡萄）。
当地人会逐个采摘贵腐葡萄粒，然后将
其浸泡在富尔民特、哈斯莱威路或黄麝
香葡萄的发酵原汁中，以获得味道丰富
的葡萄汁。之后，精心酿造的葡萄酒会
在匈牙利橡木桶中发酵并陈酿数年，最
终制成口感无与伦比、味感甘甜丰富的
葡萄酒——托卡伊奥苏葡萄酒。

托卡伊葡萄酒产区包括27个指定村
庄和占地约6000公顷的葡萄园。1737
年成为世界首个由皇家法令划定的葡萄
酒产区。2002年以“托卡伊葡萄酒产区
历史文化景观”为名，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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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国香槟和戈贡佐拉奶酪一样，匈牙利的帕林卡水果白
酒也拥有原产地名称保护标签。这意味着它必须采用匈牙利种
植的水果酿造，不能使用浓缩液，同时要在匈牙利完成蒸馏和装
瓶，允许在陈酿过程中加入果浆或果干。

渐成为时尚。在布达佩斯，特色酒吧如雨
后春笋 般 涌现 。在国王街的帕林卡博 物
馆，您不仅可以品尝各种口味的帕林卡，
还将了解水果白酒的历史。

除了按 照 水 果 种 类以 外，还 可以根
据更精确的制作方法来分类：果肉水果酒
（ágyas pálinka）与果肉一起陈酿至少
三个月，而葡萄渣酒（törkölypálinka） 
则采用葡萄渣酿造。

帕林卡水果白酒的口味和传统
液体宝藏：帕林卡水果白酒

帕林卡水果白酒、乌尼库姆草药酒和苏打水——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按照国家总体规定，匈牙利全国
有8处专门酿造特定水果白酒并已获
得原产地名称保护标签（PDO）的地
区：绍特马尔（Szatmár）李子酒、凯
奇凯梅特（Kecskemét）杏子酒、绍
博尔奇（Szabolcs）苹果酒、贝凯什
（Békés）李子酒、根茨（Gönc）杏子
酒、新白湖（Újfehértó）酸樱桃酒、格
切伊（Göcsej）梨子酒和潘诺豪尔玛
（Pannonhalma）葡萄渣酒。在当地
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区域，修道士酿造
葡萄酒和烈酒的历史已有千年。

从西部的格切伊（Göcsej）到东
部的绍特马尔（Szatmár）遍布着各
种酿制白酒所需的水果品种和酿酒
坊，体现出这种家酿精神的多样性和
历史传承。

在 哈 布 斯 堡 王 朝 时 期 和 战 后
政 权 统 治下，蒸馏 酒 业长 期 属于 国
有。1989年后私营行业发展壮大，酿
酒品质得到提高。得益于富有想象力
的营销活动和品牌标签，水果白酒逐

水果酒应在室内常温下饮用，倒入底圆口窄的郁金香形酒杯
中，令其更好地散发香气。饮用时需要细细品味，不要马上一饮
而尽。

虽然现在酿造工艺已经实现现
代化，但在本质上仍然保留了传统。
首先要采摘水果，去核并捣碎，发酵
两周左右。然后进行蒸馏，如果使用
单式蒸馏器则需要蒸馏两次，最后放
入木桶或金属桶中陈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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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顿湖

巴拉顿湖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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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顿湖 
中欧最大的湖泊

揭秘匈牙利宝藏：巴拉顿湖 

夏季巴拉顿湖区热闹非凡，236
公里长的湖岸边，度假的家庭纷至沓
来。无论是在北岸火山坡的灿烂阳光
下畅饮葡萄酒，还是在南岸激情艺术
节的月光涟漪下戏水，这里一年四季
都能带给游客难以忘怀的体验。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当属热闹的希
欧福克（Siófok）、温泉旅游胜地巴拉
顿菲赖德（Balatonfüred）、历史悠久
的蒂豪尼（Tihany）、葡萄园林立的鲍

巴拉顿湖也不乏文化景点，费什泰蒂齐（Festetics）庄园、
蒂豪尼修道院以及许迈格（Sümeg）、维斯普雷姆（Veszprém）
和西格利盖特（Szigliget）城堡等名胜古迹引人入胜。这里的艺术
节涵盖了从古典到现代流行乐的各种音乐，从城镇历史中心举办
的维斯普雷姆音乐节（VeszprémFest）到佐马尔迪（Zamárdi）
的巴拉顿之声音乐节（Balaton	Sound），举不胜举。

蓝色、绿色、青色交错变幻的水面，点点白帆在远处摇曳，这
里是巴拉顿湖，匈牙利最重要的旅游胜地，不可多得的自然瑰宝。
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美味佳肴、温泉浴场和户外活动，这个中
欧最大的湖泊全年等待着游客的来访。

蒂哈尼修道院

道乔尼（Badacsony）和疗养圣地黑维
兹（Hévíz）。这里的水上运动精彩纷
呈，包括风帆冲浪、立式滑水(SUP)、 
水上脚踏车、帆船和皮划艇，许多岸
边还提供放松身心 和增加活力的休
闲项目。巴拉顿南岸水位较浅，更适
合家庭娱乐、游泳放松、运动员训练
和沐浴度假。人们可以欣赏一年一度
的“蓝丝带”帆船比赛，该传统可追溯
至1934年，起点和终点均为巴拉顿菲
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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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巴拉顿湖区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并开发了
许多新景点，已经从季节
性度假地转变为全年的旅
游胜地。得益于当地丰富的
医疗温泉水资源，健康旅
游蓬勃发展。人们非常喜
欢前往巴拉顿湖附近著名
的温泉小镇黑维兹，浸泡
在世界第二大的温泉湖中
放松身心。

凯斯特海伊的费什泰蒂齐庄园

这里的运动旅游也很兴盛，游客可以选择在绿色小径中漫步、爬山、探索冒险园、
扬帆起航、登高远眺，还可以沿着204公里长的环湖自行车道骑行。值得一提的还有在
陶波尔曹洞穴湖划船，游览巴拉顿高地国家公园，沿途遍布自然步道和起伏的山丘。 

美食旅游带动了当地全年的旅游业发展，尤
为突出的是湖区的六个葡萄酒产区：鲍道乔尼、
巴拉顿博格拉尔、巴拉顿菲赖德-乔保克、巴拉
顿高地、瑙吉-肖姆洛和佐洛。酒庄和酿酒师在
附近的卡里（Káli）盆地建立了独特的枢纽。每周
日，在卡普陶隆托蒂（Káptalantóti）的“百合园”
（Liliomkert）市场还可以买到自制的奶酪、蜂
蜜和果酱，以及各种精致的薰衣草制品。

陶波尔曹洞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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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部

托卡伊和尼尔埃吉哈佐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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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匈牙利东部的几大理由
揭秘匈牙利宝藏

匈牙利东部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世界著名的托卡伊奥苏
甜葡萄酒、埃格尔的奥斯曼遗迹和标志性的公牛血红葡萄酒、欧洲最
大的豪伊杜索博斯洛温泉中心，以及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的平原、湿
地和独特的野生动植物。

德布勒森及周边地区——观看视频

埃格尔地区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霍尔托巴吉

埃格尔

埃格尔（Eger）地区
埃格尔是极佳的城市旅游胜地，从

城堡上可以俯瞰巴洛克风情的城市中心，
包括宣礼塔和土耳其浴场在内的奥斯曼
帝国时期遗迹。城堡里的中世纪武器唤
起昔日英勇战斗的场景，大教堂和大主教
宫令人回首那个教会色彩浓重的时代。

随着历史传奇广为流传，埃格尔著名
的公牛血红葡萄酒吸引着无数游客，前
往小镇的酒窖参观品酒，其中最有名的当
属“美人谷”。

埃格尔周边的马特劳山（Mátra）
和比克山（Bükk）适合远足，游客可以
在 此 越 野 行 走和越 野滑雪，此外这 里
还 有窄 轨铁 路和冒险 园 。值得游览的
自然景点有伊洛娜谷（Ilona）瀑布、高
姚峰（Galyateto″ ）观景台、匈牙利最高
峰凯凯什峰（Kékestető）和比克奥姚
（Bükkalja）的蜂巢石。希望享受温泉
浴的游客不妨前往尼尔埃吉哈佐、迈泽
克韦什德（Mezőkövesd）以及戴姆耶尼
（Demjén）。

在比克地区，米什科尔茨附近风景
怡人的利洛菲莱德（Lillafüred）拥有自
己的窄轨铁路，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在
山间游览，或在哈莫里（Hámori）湖上
泛舟。迪欧什杰尔（Diósgyőr）城堡经常
举办音乐会和军事表演，米什科尔茨陶
波尔曹（Miskolctapolca）洞穴温泉更
是独具特色。

德布勒森（Debrecen）及其周边
这里坐落着活力四射的匈牙利第二

大城市：德布勒森。漫步在主要步行区中
心，您可以前往德利（Déri）博物馆欣赏匈
牙利著名画家蒙卡齐·米哈伊（Munkácsy 
Mihály）创作的三联画，在改革宗教会大
教堂的屋顶俯瞰美景，并在当代艺术中
心（MODEM）领略创新艺术作品。市场街
（Piac utca）和豪尔街（Hal köz）两侧酒吧
和餐厅林立，大森林（Nagyerdő）公园的水
上娱乐令人兴奋。除此之外，还有动物园
和其他适合家庭娱乐的景点。

毗邻德 布勒森的豪伊杜索博斯洛
（Hajdúszoboszló）拥有欧洲最大的综合
温泉中心，水上皇宫设有泳池、桑拿浴室
和滑道。附近的霍尔托巴吉（Hortobágy）
国家公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
产地，以专家级的马术表演、独特的匈牙
利灰牛和珍稀鸟类为主要特色。在蒂萨湖
（Tisza）保护区，游客可以乘船游览并观
赏栖息在这里的约30种鸟类，其中包括苍
鹭和鸬鹚。当地的生态中心（Ecocentre）
是欧洲最大的淡水水族馆，蒂萨湖周围还
有一条7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以及无数开放
水域的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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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萨湖
德布勒森

米什科尔茨陶波尔曹
迪欧什杰尔利洛菲莱德

欧普斯陶塞尔

毛科

塞格德

埃格尔

久洛

奥格泰莱克

德布勒森及其周边

埃格尔地区

久洛地区

塞格德地区

托卡伊和尼尔埃吉哈佐

托卡伊

尼尔埃吉哈佐

沙罗什保陶克

豪伊杜索博斯洛

霍尔托巴吉

托卡伊（Tokaj）和尼尔埃吉哈佐	
（Nyíregyháza）

以 天 然甜葡萄酒闻名的托卡 伊地
区及其众多酒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 织世界文化 遗 产名录 。该 地 区值得
一游的 还 有桑佩伦（Ze mplé n）冒险
园、尼尔埃吉哈佐动物园和奥格泰莱克
（Aggtelek）溶洞。在这里，游客可以
参观建于18世纪初的菲泽尔（Füzér）、
博尔多格克（Boldogkő）和沙罗什保陶
克（Sárospatak）城堡，也可以从玛德
（Mád）出发，沿着匈牙利最长的犹太朝
圣路线——神奇拉比之路（Csodarabbik 
útja）游览，最终再回到起点。这条中世
纪教堂之路创建于2009年，涵盖了蒂萨
河上游的重要教会地标。在菲泽尔城堡
附近，霍洛哈佐（Hollóháza）制作的精
美瓷器充分展现了当地手工艺传统，其历
史可追溯至1777年在此创办的玻璃厂。

久洛（Gyula）地区
位于 匈牙利西南部的久 洛 有一座

历经600年沧桑的奥尔玛希（Almásy）
庄园，如今已成为一家大型水疗中心，
每年7月的“久洛要塞日”都将在这里
重 现 战 争场面，常 设 的互动 式 展 览揭
秘了贵族的日常生活。附近的贝凯什乔
鲍（Békésc saba）景点各具特 色，包
括欧 洲最 大的路 德 教 堂、为致敬伟大
的匈牙利浪漫主义画家蒙卡奇·米哈伊
（Munkácsy Mihály）建造的博物馆和
纪念馆，以及每年10月份举行的为期三
天的乔鲍肉肠节。

塞格德（Szeged）地区
在蒂萨河边阳光明媚的塞格德，拥

有众多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建筑和充满活
力的画廊，誓愿教堂高耸在市中心广场，
这里每年都举办室外夏季艺术节。附近的
毛科（Makó）有座备受欢迎的水上乐园，
该温泉中心由著名建筑师毛科韦兹·伊姆
雷（Makovecz Imre）设计。欧普斯陶塞尔
（Ópusztaszer）国家历史纪念公园也坐
落在这里，常设以匈牙利部落定居史为主
题的展览，并举办观星活动。备受赞誉的
莫拉豪洛姆（Mórahalom）综合温泉中心
设有14个室内池、7个室外池、8个桑拿浴
室，并提供四种类型的温泉水。

塞格德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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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肖普朗地区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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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
匈牙利西部的几大理由

揭秘匈牙利宝藏

匈牙利西部的几大标志性特色包括费尔特-洪沙
格国家公园的独特野生动植物、潘诺豪尔玛的典型
历史地标以及瑙吉岑克雍容华贵的宫殿。同时，这里
也是匈牙利历史上著名领导人和作曲家的故乡。

肖普朗（Sopron）地区
肖普朗是连接奥地利边境的西部门户，其标志性的望火楼位于城市中心，象

征着这座中世纪城市在1676年毁于大火之后的巴洛克式宏伟复兴。您可以在古
罗马遗址追寻历史，或者前往什托尔诺（Storno）之家等博物馆参观，欣赏中世
纪武器和音乐家李斯特曾经用过的钢琴。卡法兰克斯葡萄酒、优质的美食和温
泉使这里成为极有吸引力的城市旅游地。

周边还有费尔特德（Fertőd）华丽宏伟的埃斯泰尔哈兹（Esterházy）庄园、
瑙吉岑克（Nagycenk）的塞切尼（Széchenyi）宫，以及泛欧野餐纪念遗址，导
致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戏剧性事件曾在这里发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费尔特（Fertő）景观吸引着骑行和远足者，而费尔特-洪沙格
（Fertő-Hanság）国家公园的鸟类保护区则受到鸟类学者们的追捧。费尔特湖
（Fertő tó）适合帆船、垂钓和水上运动爱好者。

比克（Bük）和沙尔瓦尔（Sárvár）
这里，您将沉浸在无与伦比的沐浴体验中。比克浴场（Bükfürdő）和沙尔瓦尔

（Sárvár）占地数千平方米，以具有医疗功效的温泉水为主。沐浴其中可以洗去日
常生活中的所有烦恼。室内和室外体验池、滑道和桑拿浴室为情侣、家庭和各年
龄段的朋友提供了无尽乐趣和身心休养。

沙尔瓦尔温泉浴场

费尔特德的埃斯泰尔哈兹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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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地区		
观看视频

杰 尔（ G y ő r ）和 潘 诺 豪 尔 玛
（Pannonhalma）

在杰尔-莫雄-肖普朗州，矗立在山顶的地
标性建筑潘诺豪尔玛修道院已有上千年的历
史，这里常年酿造葡萄酒和种植薰衣草。在拥
有36万册书籍的图书馆中，珍藏着现存最古老
的匈牙利语文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055年。
这里的游览活动均以千年修道院的历史为主
题，本地餐厅还提供时令菜肴。潘诺豪尔玛位
于杰尔旁边，从布达佩斯驾车轻松可至，令人印
象深刻的教堂和建筑装点着这座巴洛克中心。

佩奇（Pécs）地区
佩奇位于匈牙利西南部，毗邻克罗地亚边境，文化和历史气息浓厚。城中的早期

基督教墓地（Cella Septichora）游客中心展示的遗迹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的索皮阿瑙
埃（Sopianae），该墓地已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这里还有奥斯曼
帝国遗留下来的卡西姆帕夏清真寺、尖塔和土耳其浴场。

城中有一处围绕生产同名瓷器的工厂而建的若娜伊（Zsolnay）文化区。如今，已
成为包括工作坊、互动科学展、木偶剧院和音乐会场地在内的大型博物馆。

维拉尼（Villány）的葡萄酒酿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16世纪，塞尔维亚人
带来了卡达卡葡萄品种和红葡萄酒酿造技术。当地人在漫长且炎热的夏季完成葡萄酒
酿造工序，匈牙利南部天气炎热，属于亚地中海式气候。

附近的豪尔卡尼（Harkány）提供具有医疗功效的温泉水，200年来为许多风湿病
患者带来福音。您还可以在欧尔菲（Orfű）湖上体验更多水上运动，观赏绝佳美景，或
者在迈切克（Mecsek）山区享受徒步旅行带来的乐趣。

肖普朗
费尔特德

瑙吉岑克

比克浴场                            

佩奇
维拉尼

豪尔卡尼

欧尔菲

潘诺豪尔玛

杰尔

肖普朗地区

杰尔和潘诺豪尔玛

佩奇地区

比克和沙尔瓦尔

巴拉顿湖

沙尔瓦尔

保尔科尼奥

潘诺豪尔玛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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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宝藏

以泰姬陵和大峡谷为典型范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将遗址分为两类：具有杰出文化价值
和具有杰出自然价值。

霍尔托巴吉

匈牙利的八处世界遗产中七处属于
文化类别。布达佩斯是其中一处，包含三
个特色景区：多瑙河两岸风光、城堡区和
安德拉什大街。

第一个景区指的是布达佩斯多瑙河
两岸、连接两岸的桥梁及沿岸的地标建
筑，其中包括宏伟的新哥特式国会大厦、
象征佩斯天际线的新艺术风格杰作格雷
沙姆宫，以及矗立在布达山顶的要塞堡
垒。

自13世纪以来，城堡区一直是权力
中心，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庞大的
皇宫现已改作匈牙利国家画廊。附近还
有19世纪末由建筑师舒莱克·弗里杰什
（Schulek Frigyes）精心建造的马加什
教堂和渔人堡，前者沿用了中世纪风格
的设计。安德拉什大街景区的定义较为
宽泛，包括犹太会堂、华丽的国家歌剧院
和经过全面修缮的宏伟的李斯特音乐学
院等建筑。

在匈牙利西部，始建于996年的潘诺
豪尔玛修道院至今仍是教堂和艺术历史
的中心，其内设有植物园和草药园、回廊
庭院、大修道院博物馆、画廊和教堂。

潘诺豪尔玛修道院

牛仔在美国西部驰骋之前
匈牙利牧民已在策马扬鞭

观看视频
了解当地独特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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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石村

匈牙利东北部的 托 卡 伊，自17 37年 起 被 指 定 为葡 萄
酒产区，其赫赫有名的葡萄种植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3000个酒窖分布在包括玛德和托卡伊在内的27个村落。

附近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以及畜牧业对盐碱化草牧场和湿地的适应。春秋两
季，这片栖息地吸引了大量繁育和迁徙的鸟类。霍尔托巴吉
的标志性象征还有九孔桥和野生动物园。

距离布达佩斯不远的鸦石村（Hollókő）景区指的是当
地古老的村落、山顶的中世纪城堡遗址和周边的森林。这个
民俗建筑群包括55座建筑和一座教堂。

费尔特湖地区拥有独特的葡萄园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
景观，无论在地理还是历史上都与边境另一端的奥地利一
致。

匈牙利南部的佩奇在古罗马时期被称为索皮阿瑙埃，公
元四世纪建造的早期基督教墓地就在此地，位于热门旅游胜
地的游客中心内。

由1200个洞穴组成的奥格泰莱克溶洞横跨斯洛伐克边
界，包括26公里长的鲍劳德洛-多米曹洞穴系统，以及具有治
疗呼吸道疾病功效的拉科奇1号洞穴。

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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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精彩的艺术节
我们的文化宝藏

古典音乐或摇滚乐、电影或美术、葡萄
酒或流动美食车，匈牙利拥有展示各种美食
和文化形式的艺术节。

布达佩斯CAFe艺术节是当代艺术节
（Contemporary Arts Festival）的缩写，取
其英文名称的首写字母，每年10月份举办。
这场超过两周的文化盛会还包含了布达佩斯
艺术市场和布达佩斯里特莫世界音乐节，以
独具特色的视觉艺术、舞蹈和非主流音乐打
造无与伦比的体验。 

巴拉顿湖区的众多艺术节充分利用
了湖 畔的位 置，也有临时使 用保 洛 兹瑙
克（Paloznak）之类的村庄。夏季，国际
知名的爵士野餐艺术节（Jazzpiknik）带
来 很多与葡萄酒和美食相关的活动。北
岸的火山坡更是举办鲍道乔尼葡萄酒节
（Badacsony Bor7）的理想之地，时长超过
两周的葡萄酒和美食节在每年7月份举办。
新近创办的活动还有巴拉顿湖圈美食野餐
会（BalatoniKÖR Gasztro Piknik）、包道乔
尼美食节（Gasztrohegy Badacsony），以
及圣久尔吉山不眠夜（Szent György-hegy 
hajnalig），届时圣久尔吉山上很多酒窖都在
满月下开放至天明。

匈牙利最隆重的活动之一当属始 于 
1931年的塞格德露天音乐节，在大教堂前的
中心广场举办。肖普朗的乐迷们翘首期盼每
年的沃尔特（VOLT）音乐节，附近佩奇地区
的人们则盼望在欧尔菲垂钓节上欣赏匈牙
利一流乐队的精彩表演。德布勒森花卉狂欢
节、霍尔托巴吉赛马节、鸦石村复活节和公
牛血庆典等活动，以其更传统的形式为匈牙
利全年的喜庆再添色彩。

8月份的音乐岛节始于1993
年，在布达佩斯北部的一个小岛
举行，多个演出场地分布在岛上。
该音乐节主打摇滚乐、流行乐、
世界音乐和电子音乐，也包含电
影、戏剧、马戏团表演以及游乐
场。2019年的演出场地超过了60
个，观众人数也创下纪录。

多数大型国际活动集中在首都布达佩斯，但全国各
地都有许多精彩活动值得体验，包括巴拉顿湖区、佩奇
和塞格德等。

许 多活 动 历史 悠 久 。布 达 佩 斯 春 季 艺 术节 始 于
1981年，通常为两周或更长时间，以高端艺术为主，上
演高品质的古典音乐、舞蹈、戏剧和美术艺术。举办场
所从古老气派的佩斯音乐厅（Pesti Vigadó）、埃尔凯
尔剧院（Erkel Színház）到活泼动感的水族箱俱乐部
(Akvárium Klub)以及A38号船（A38 Ship），各具特色。

美食节上汇集各种匈牙利特色美食，从曼加利察猪肉到葡萄酒，从烟
囱卷到精酿啤酒，从烤肉肠到街头小吃，应有尽有。想要享用精致美食，千
万不要错过5月份举行的为期4天的美食节。9月的葡萄酒节则是在历史名
胜布达城堡上举办的重大国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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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星空公园 
与独特的野生动植物世界

我们的自然宝藏

匈牙利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五分之一，其中10%	
是受保护的区域。国家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
自然公园、地质公园、星空公园和生物圈保护区确
保您在大自然中不受干扰的尽情放松。自然小径和
旅游景点比比皆是。

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是匈牙利首个
也是最大的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国际黑暗
天空保护区之一。探险之旅、乘船游览和
观鸟景点将游客近距离带入独特的风景
和野生动植物世界中。

多瑙河-蒂萨河生物圈保护区的三分
之二位于基什昆沙格（Kiskunság）国家
公园内，那里的盐沼中栖息着大量的鸨。

在 大 平 原 上 的 克 勒 什 - 毛 罗 什
（Körös–Maros）国家公园内还可以看
到鸨、水獭、黑鹳、鹰与褐鸢。

厄尔谢格（Őrség）国家公园是一
处 备 受 赞 誉 的 景 点 ，这 里以“ 草甸 果
园”践行环保农业，在果树周围种植草
药和其他植物。改造后的农舍也能满足
游客所需。

匈牙利4000多个地下洞穴中的30个面向游客开放，其中一些具
有医疗功效。陶波尔曹的洞穴湖还适合乘船游览。

匈牙利的十个国家公园各具特色，堪称大自然、人类劳动和民
族文化的遗产。奥格泰莱克国家公园的喀斯特溶洞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值得前往挑战不同长度的地下旅程。巴拉顿
湖高地生活着各种鸟类，它们栖息在小巴拉顿湖湿地、卡里盆地的
石海、景观多样的蒂哈尼半岛和卡博尔瑙普斯陶（Kápolnapuszta）
的水牛基地中。比克国家公园是匈牙利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在
山毛榉森林深处光污染极少，非常适合观星，可以乘坐窄轨铁路上
运行的小火车前往。四通八达的洞穴系统中还发现了史前遗迹。
翠鸟、鹰、黑鹳、猎隼和马鹿经常出没于多瑙河-德拉瓦河（Duna-
Dráva）国家公园的湿地平原。泽力克星空国家公园和水上之旅也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览。距离布达佩斯最近的多瑙河-伊波伊国
家公园中的皮利什适合徒步旅行、骑自行车和骑马。窄轨铁路穿越
伯尔热尼（Börzsöny）高地，而延伸在布达佩斯地下的帕尔谷（Pál-
völgy）洞群是匈牙利最长的洞穴系统。

费尔特-洪沙格国家公园

费尔特-洪沙格国家公园位于欧亚草原湖的最西
端，既是生物圈保护区，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
世界文化遗产地，其盐沼吸引了无数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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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足步道绵延1.1万公里，以不同
颜 色 的路 标区 分，其中最 著名的是 国
家 蓝色之 旅。这条跨 越全国的路线 全
长超过1000公里，始于奥地利边境附
近的伊罗特克（Írott-kő）高地，穿过布
达佩斯，延伸到遥远东北部的霍洛哈佐
（Hollóháza）。在同样热门的三条国家
蓝色之旅上，徒步旅行者可以在各个站点
获得徽章。

数千公里长的骑行路线途经匈牙利
最美丽的几处景点，包括多瑙河左岸、
巴拉顿湖、蒂萨河、韦伦采湖和费尔特
湖，其中部分路段是欧洲自行车线路网
（EuroVelo）的必经之地。类似蒂萨河
沿岸区域的更具挑战性的地形最适合山
地车手，而一年一度的匈牙利自行车环
赛（Tour de Hongrie）是对车手最好的
考验。

我们的自然宝藏

大自然

匈牙利拥有10个国家公园、16个自然公园和许多冒险园、远足步道
以及骑行路线，并提供各种非凡的户外体验。

匈牙利
精彩纷呈的大自然中尽情享乐

多瑙河湾

匈牙利的许多湖泊和河流吸引着航
行及垂钓爱好者，游客垂钓可以获得特
别许可证。水上之旅为游艇、独木舟和
皮划艇的玩家规划了停靠点。此外，还有
各种水上游览路线可供游客选择：莫雄
（Moson）和希盖特克茨（Szigetköz）区
域的多瑙河支流、蒂萨河上游、德拉瓦河
（Dráva）、克勒什河（Körös）、博德罗格
克兹（Bodrogköz），以及堪称冬日奇观
的热气缭绕中的黑维兹溪流。机动类水
上运动是蒂萨湖的一大特色。游客可以
欣赏蓝丝带帆船赛、全国帆船赛和多瑙
河船赛。

拥有100多个码头的巴拉顿湖也是
主要的航行目的地，深受游艇爱好者的
喜爱，这里提供多条航线，并经常举办比
赛。风帆冲浪则是湖区另一项热门运动。

非常规的户外运动包括蹦极、热气
球、悬挂滑翔和极限水上运动。匈牙利还
有几个高尔夫球场，并提供滑雪、单板滑
雪、滑冰和越野滑雪等冬季运动。

匈牙利丰富的平原和森林为窄轨铁
路提供了优美景致，目前拥有20多条线
路。铁轨蜿蜒穿过伯尔热尼（Börzsöny）
和马特劳（Mátra）山、霍尔托巴吉大草原
以及绍洛伊考（Szalajka）山谷，沿途景色
壮美秀丽。

匈牙利以其悠久的马术传统而感到自豪，大量的养马场、高质量
的马术中心和独特的骑马之旅均可证明这一点。在众多马术表演中，最
精彩的当属一年一度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上举办的国家大赛马比赛。



57匈牙利的宝藏

21

8.5	小时
纽约

多伦多

5.5	小时
迪拜
多哈

4	小时
巴库

3.5	小时
特拉维夫

3	小时
马德里

2.5	小时
巴黎
伦敦

莫斯科
圣彼得堡

1.5	小时
柏林

基本信息

匈牙利地处欧洲中心，交通便利。布
达佩斯机场位于首都东南20公里处，车次
频繁的100E路公交大巴可直达市中心。
除了乘坐飞机旅行以外，常规的国际火车
和巴士服务也是不错的选择，欣赏沿途美
景的同时助力环保。布达佩斯的每个主要
铁路和巴士总站都设有地铁站。

匈牙利东部的第二大城市德 布勒森
也有直飞巴塞罗那、伦敦、米兰、特拉维
夫、莫斯科和巴黎等主要城市的航班。

飞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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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回 程时不 带 些 特 别 礼物，匈牙
利之 旅就不算完 整。一 些 产自匈牙利的
高质量传统产品被评定为“匈牙利特产”
（Hungarikums）。色深味烈的乌尼古
姆 草 药 酒 、帕 林卡水 果白酒 、托 卡 伊奥
苏葡萄酒和埃格尔公牛血红葡萄酒都是
很受欢 迎的饮品。匈牙利香辣萨拉 米肠
（szalámi）以及散装或粉状的辣椒粉在任
何市场都可以买到。如果想购买适合长期
保存的纪念品，不妨考虑以精美刺绣装饰
的传统纺织品，包括衣服、枕套和桌布，以
及高雅的瓷器。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在
附近找到旅游咨询中心，随时为您提供所
需建议和信息。

驾车时间

肖普朗

费尔特德
瑙吉岑克

比克浴场

佩奇
维拉尼

豪尔卡尼

欧尔菲

潘诺豪尔玛

杰尔

蒂萨湖 德布勒森

欧普斯陶塞尔

毛科
塞格德

埃格尔

久洛

托卡伊

尼尔埃吉哈佐

豪伊杜索博斯洛

霍尔托巴吉

凯奇凯梅特

塞克什白堡
维斯普雷姆

凯斯特海伊
黑维兹

布达佩斯

2小时15分钟

1小时45分钟

1小时30分钟

2小时

1小时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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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宝藏

旅游信息

领土面积： 93030 平方公里
人口： 1000 万（2016 年）
首都： 布达佩斯
政体： 统一的议会共和制
官方语言： 匈牙利语
时区： 欧洲中部时间（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 1 小时）
货币： 福林 (HUF)

国际机场： 
布达佩斯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 
德布勒森国际机场 
黑维兹-巴拉顿机场

一般签证信息
匈牙利是申根区成员国，因此如果您持有有效的申根签证，即未超过有

效日期、天数和允许的入境次数，即可使用该签证进入匈牙利。您可以在匈牙
利大使馆申请签证。

访 问 匈 牙 利 国 家 旅 游 局 网 站 w w w . w o w h u n g a r y . c o m 和 w w w .
spiceofeurope.com 获取更多有关匈牙利景点和当前活动的详细信息。

天气
匈牙利气候温和，与其他内陆地区相似。
1 月份最冷（平均温度为 –1 ℃），8 月份最热（平均温度为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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