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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格拉德

埃斯泰尔 姆

德 瓦茨 尔 尼

利什

埃杰克

格德勒

莫 罗德-水上 动场

多莫尼

布达佩斯

内城

布达佩斯周边

布达佩斯不仅为外国游客提供难忘的体验，对于匈牙
利人来说同样是四季都有惊喜。取之不尽的历史奇观
和大都市典型的活力四射，令游客永远不会无聊，总
有新奇事物等待您去探索。很难找到这样一座城市，
漫步城中随处可见世界文化遗产景观。很难找到这样
一座城市，充满了文化、美食、贴近大自然等活动，以
及举步可至的浴场。如画的风景、自然和建设遗产、
叹为观止的建筑、举世闻名的温泉浴场、丰富的美食
及其多彩的文化生活，使得首都令人神往。对于家庭
旅行来说，也有很多休闲娱乐的选择，即便是小朋友
也能在这里体验冒险园和终身难忘的经历。首都附近
区域也很值得探索，从多瑙河湾诗画般的美景，到皮
利什山脉多样的徒步和骑行之旅，以及周边城镇丰富
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都值得去探索与体验

温泉浴场：
1.	 盖雷特温泉浴场（Gellért Gyógyfürdő）
2.	 塞切尼温泉浴场（Széchenyi Gyógyfürdő）
3.	 鲁道什温泉浴场（Rudas Gyógyfürdő）
4.	 伊尔高尔毛肖克·韦利·拜伊温泉浴场
	 （Irgalmasok Veli Bej Gyógyfürdője）
5.	 国王温泉浴场（Király Gyógyfürdő）
6.	 莫焦罗德-水上运动场（Mogyoród–Aquaréna）
7.	 水上世界（Aquaworld）

文化：
8.	 国会大厦游客中心（Országház Látogatóközpont）
9.	 圣伊什特万大教堂（Szent István Bazilika）
10.	 布达城堡（Budai vár）
11.	 马加什教堂（Mátyás-templom）
12.	 英雄广场（Hősök tere）
13.	 烟草街犹太会堂（Dohány utcai Zsinagóga）
14.	 艺术宫（MÜPA）
15.	 李斯特音乐学院 (Liszt Ferenc Zeneakadémia)w
16.	 匈牙利国家歌剧院 (Magyar Állami Operaház)
17.	 塞切尼链子桥（Széchenyi Lánchíd）
18.	 格德勒（Gödöllő）—格拉萨尔科维奇行宫
19.	 维谢格拉德（Visegrád）—城堡和绍洛门塔楼
20.	 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埃斯泰尔戈姆大教堂
21.	 瓦茨（Vác）—历史内城
22.	 圣安德烈（Szentendre）—露天民俗博物馆、老城

娱乐：
23.	 皮利什（Pilis）—徒步旅行、自行车道(EuroVelo 6）
24.	 伊丽莎白观景台（Erzsébet-kilátó）—徒步旅行
25.	 玛格丽特岛（Margitsziget）—漫步
26.	 多莫尼(Domony)—骑马
27.	 多瑙河游船
28.	 伯尔热尼 (Börzsöny)—森林火车、徒步旅行

家庭活动：
29.	 首都动植物园（Fővárosi Állat- és Növénykert）
30.	 儿童小火车（Gyermekvasút）
31.	 祖格利盖特缆车（Zugligeti libegő）
32.	 玛格丽特岛野生动物园（Margitszigeti Vadaspark）
33.	 奇妙宫（Csodák Palotája）

美食：
34.	 绿桥大市场（Nagy Vásárcsarnok）
35.	 霍尔德街市场（Hold utcai Piac）
36.	 大篷车街头小吃（Karaván street food）
37.	 埃杰克（Etyek）

米其林星级餐厅：
38. Onyx
39. Costes
40.	 酒厨 (Borkonyha)
41.	 内城 Costes
42.	 卡贝尔 (Bábel)
43.	 餐厅 (Stand Restaurant)

温泉浴场

美食

文化

娱乐

家庭活动

中文

不可错过的体验

匈牙利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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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普朗－费尔特
(SOPRON-FERTŐ) 杰尔－潘诺豪尔玛

(GYŐR-PANNONHALMA)

比克－沙尔瓦尔
(BÜK-SÁRVÁR)

布达佩斯
(BUDAPEST)

托卡伊和尼尔埃吉哈佐
(TOKAJ ÉS NYÍREGYHÁZA)

德布勒森及其周边
(DEBRECEN ÉS TÉRSÉGE)

久洛及其周边
(GYULA ÉS TÉRSÉGE)

塞格德及其周边
(SZEGED ÉS TÉRSÉGE)

佩奇－维拉尼
(PÉCS-VILLÁNY)

3
肖普朗－费尔特（SOPRON-FERTŐ）
肖普朗（Sopron）拥有丰富的古迹和建筑杰作，巴洛克式的房屋、隐秘的广场、曲径幽深碎
石铺地的小巷，这里是浪漫散步的理想之选。肖普朗旁边的费尔特湖（Fertő tó）也是家庭娱
乐、骑车和水上运动爱好者的最佳目的地。游玩之后更值得在附近稍作停留，绝佳的蓝弗朗
克葡萄酒、上等的美味佳肴和温泉水将一扫旅游者的疲惫。

温泉浴场
海吉克（Hegykő）:温泉浴场

文化
肖普朗（Sopron）:望火楼；费尔特德（Fertőd）:埃斯泰尔哈兹庄园；瑙吉岑克
（Nagycenk）:塞切尼庄园；费尔特拉科什（Fertőrákos）:采石场和洞穴剧院

娱乐
费尔特湖（Fertő-t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骑自行车、划船；费尔特-洪
沙格国家公园（Fertő–Hanság Nemzeti Park）:观鸟

葡萄酒
葡萄酒区:肖普朗（Sopron）

4
杰尔－潘诺豪尔玛（GYŐR-PANNONHALMA）
杰尔（Győr）位于四大河流交汇处，是匈牙利第三大拥有丰富历史古迹的城市，为游客提供多
彩的文化活动和丰富的家庭体验。潘诺豪尔玛（Pannonhalma）以其叹为观止的历史遗迹
而著称，本笃会总会和修道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希盖特克茨（Szigetköz）
则是大自然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目的地，其数百公里长的水道和多瑙河畔的自行车道为娱乐
休闲者提供了绝佳场所。

文化
杰尔（Győr）:巴洛克式城市中心、大教堂、圣拉斯洛游客中心；潘诺豪尔玛
（Pannonhalma）:本笃会总会和修道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莱
贝尼（Lébény）:罗曼式教堂

娱乐
希盖特克茨（Szigetköz）:骑自行车、独木舟

家庭活动
杰尔（Győr）:富图劳互动自然科学体验中心、移动互动展览中心、动物园

葡萄酒
葡萄酒区:潘诺豪尔玛（Pannonhalma）

5
马特劳－比克（MÁTRA-BÜKK）
比克（Bükk）和马特劳（Mátra）山脉全年提供众多独特的瑰宝和活动。在这里您可以进行
北欧越野行走，冬天体验越野滑雪，还可以尝试小火车和冒险园。在埃格尔（Eger）探索其
激动人心的历史，在真正的土耳其浴场中沐浴，在耸立于城市中心之上的巴洛克式城堡中
身临其境地感受古时的战役，之后品尝该地区最具特色、优质且充满传奇色彩的葡萄酒。

温泉浴场
埃格尔绍洛克（Egerszalók）:温泉、盐坡；米什科尔茨陶波尔曹（Miskolctapolca）:
洞穴温泉；埃格尔（Eger）:土耳其浴

文化
埃格尔（Eger）:大教堂、宣礼塔、城堡；迪欧什哲尔（Diósgyőr）:老城及其周边(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娱乐
凯凯什峰（Kékestető）:徒步旅行、滑雪；马特劳（Mátra）:缆车

葡萄酒
葡萄酒区:埃格尔（Eger）

6
托卡伊和尼尔埃吉哈佐（TOKAJ ÉS NYÍREGYHÁZA）
据说路易十四将托卡伊山脚地区酿制的奥苏葡萄酒称为“酒中之王，王者之酒”。如果您还
未探索托卡伊（tokaj）、玛德（mád）和埃尔德贝涅（erdőbénye）数百年历史酒窖的独特风
情，并品尝一杯福尔民特（furmint）或奥苏（aszú）葡萄酒，那就尚未完成该地之旅。桑佩伦
山脉（Zempléni-hegység）上遍布的历史城堡和位于奥格泰莱克（Aggtelek）的欧洲最大
最美的溶洞也等待着游客的前往。在蒂萨河上游地区，您可以来场刺激的水上之旅，沿途欣
赏风景如画的美景。或是在尼尔埃吉哈佐（Nyíregyháza）泡个舒适的温泉，在具有治愈疗
效的温泉水中补充活力。

温泉浴场
尼尔埃吉哈佐-盐湖（Nyíregyháza–Sóstó）:温泉和体验浴场

文化
玛德（Mád）:犹太会堂；沙罗什保陶克（Sárospatak）:拉科奇城堡；博尔多格科瓦
劳姚（Boldogkőváralja）:城堡；菲泽尔（Füzér）:城堡；玛利亚波奇（Máriapócs）:
国家神社；蒂萨多布（Tiszadob）:安德拉什庄园

娱乐
奥格泰莱克（Aggtelek）:溶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漫步、划船

家庭活动
尼尔埃吉哈佐（Nyíregyháza）:动物园；沙托劳尔姚乌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
冒险园

葡萄酒
葡萄酒区:托卡伊（Tokaj）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7
德布勒森及其周边（DEBRECEN ÉS TÉRSÉGE）
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Debrecen）位于大平原的环抱中，常年为游客提供缤纷多彩的
文化生活、娱乐和休闲活动。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地霍尔托巴吉（hortobágy）大草原，欣赏牧
民精湛的马术表演，近距离了解民间文化，这些都是匈牙利传统的重要组成。豪伊杜索博斯
洛（Hajdúszoboszló）附近还可以找到欧洲最大的温泉浴场，乡野传奇的蒂萨湖（Tisza-tó）
更是生态旅游的天堂，拥有独特的水生生物世界和欧洲最大的淡水水族馆。

温泉浴场
德布勒森（Debrecen）:体验浴场、水上乐园；豪伊杜索博斯洛（Hajdúszoboszló）:
欧洲最大的露天温泉浴场

文化
德布勒森（Debrecen）:改革宗教会大教堂、水塔、现代和当代艺术中心；霍尔托
巴吉（Hortobágy）:国家公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娱乐
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Hortobágyi Nemzeti Park）；蒂萨湖（Tisza-tó）:骑自
行车、划船、游泳、垂钓、观鸟

家庭活动
德布勒森（Debrecen）:大森林、动物园、过山车；蒂萨湖（Tisza-tó）:生态园

8
久洛及其周边（GYULA ÉS TÉRSÉGE）
久洛（Gyula）和贝凯什乔鲍（Békéscsaba）城市，以及克勒什河（Körösök）山谷赋予了自
然景点和文化价值独特的氛围。久洛（Gyula）是匈牙利历史最悠久的温泉古城之一，拥有美
丽的花园、乡间别墅、奥尔玛希庄园（Almásy-kastély）和中欧唯一的低地城堡。当地的美食
也很值得品尝，这里盛产肉肠和帕林卡水果白酒（pálinka），10月份的乔鲍肉肠节（Csabai 
Kolbászfesztivál）和4月份的久洛白酒节（Gyulai Pálinkafesztivál）等待着游客来访。

温泉浴场
久洛（Gyula）:城堡温泉

文化
久洛（Gyula）:城堡温泉、奥尔玛希庄园；贝凯什乔鲍（Békéscsaba）:蒙卡奇博物
馆、蒙卡奇纪念馆

娱乐
绍尔沃什（Szarvas）:植物园；克勒什（Körös）:游泳、垂钓、独木舟

9
塞格德及其周边（SZEGED ÉS TÉRSÉGE）
这里位于阳光明媚的大平原南部地区，医疗功效的温泉水、多样的浴场，以及独特的历史瑰宝
迎接游客的光临。您可以在由毛科韦茨•伊姆莱（Makovecz Imre）设计的毛科（Makó）洋
葱造型的温泉浴场（Hagymatikum Gyógyfürdoben）中尝试具有治疗作用的泥浴，也可
以在塞格德（Szeged）欧洲最长的水上滑道上娱乐。之后，在塞格德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内城
中漫步。城市的地标景点是誓愿教堂（Fogadalmi templom），夏季常在此举办室外运动。
在位于塞格德附近的欧普斯陶塞尔国家历史纪念公园（Ópusztaszeri Nemzeti Történeti 
Emlékpark）内，还可以了解匈牙利部落的定居史。

温泉浴场
毛科（Makó）:洋葱造型温泉浴场；塞格德（Szeged）:室内水上乐园；莫拉豪洛姆
（Mórahalom）:温泉

文化
塞格德（Szeged）:誓愿教堂、犹太会堂、新艺术运动风格内城；欧普斯陶塞尔
（Ópusztaszer）:国家历史纪念公园

娱乐
迈泽海杰什（Mezőhegyes）:骑马、赛格威电动平衡车、划船

10
佩奇－维拉尼（PÉCS-VILLÁNY）
佩奇（Pécs）的文化和历史景观随处可见。在这里可以探索罗马时期名为索皮阿瑙埃
（Sopianae）的城市古迹、早期的基督徒墓地，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遗迹。堪称城中城的若
娜伊文化区（Zsolnay Kulturális Negyed）更是不容错过，这里本是著名的若娜伊瓷器厂
（Zsolnay-porcelángyár）所在地。葡萄酒爱好者一定要前往佩奇葡萄酒产区和附近的维
拉尼（Villány）葡萄酒产区，热情好客的主人和优质的葡萄酒欢迎抵达的宾客。

温泉浴场
豪尔卡尼（Harkány）:温泉和康体浴场

文化
佩奇（Pécs）:早期基督教墓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主教大教堂、清真
寺、若娜伊文化区；希克洛什（Siklós）:城堡

娱乐
欧尔菲（Orfű）:游泳、水上运动；迈切克（Mecsek）:徒步旅行

家庭活动
佩奇（Pécs）:动物园；欧尔菲（Orfű）:水上乐园；迈切克（Mecsek）:迈奇极限森
林冒险园

葡萄酒
葡萄酒区:维拉尼（Villány）、佩奇（Pécs）

1
巴拉顿（BALATON）
巴拉顿不仅更是一个湖泊，还是一种生活意境。湖区每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镜般的水
面上色彩幻变。这个中欧最大的湖泊，常年为宾客提供独特的自然奇观和文化体验，拥有
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景点，从温泉到美食，还有孤丘、城堡和庄园，几乎所有匈牙利人都有属
于自己的巴拉顿情节。优质的当地美食、一流的葡萄酒、芦苇丛环绕的浪漫湖畔，以及各种
休闲活动等待着游客的来访。

温泉浴场
黑维兹（Hévíz）: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活性温泉湖
佐洛考罗什（Zalakaros）:温泉和体验浴场

文化
凯斯特海伊（Keszthely）:费什泰蒂齐庄园；维斯普雷姆（Veszprém）:城堡区；
蒂豪尼（Tihany）:本笃会修道院；海兰德（Herend）:瓷器厂；巴拉顿博格拉尔
（Balatonboglár）:球形观景台；西格利盖特（Szigliget）:城堡

娱乐
温泉、徒步旅行、划船、帆船、骑自行车、高尔夫

家庭活动
维斯普雷姆（Veszprém）:动物园；佐洛绍鲍尔（Zalaszabar）:冒险园；巴拉顿
菲兹弗（Balatonfűzfő）:飞车滑道；陶波尔曹（Tapolca）:湖泊洞穴

葡萄酒
葡萄酒产区:包道乔尼（Badacsony）、巴拉顿博格拉尔（Balatonboglár）、
巴拉顿菲赖德-乔保克（Balatonfüred–Csopak）、巴拉顿高地（Balaton-
felvidék）、瑙吉-肖姆洛（Nagy-Somló）、佐洛（Zala）

2
比克－沙尔瓦尔（BÜK-SÁRVÁR）
想要放松休闲的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地区，比克温泉（Bükfürdő）和沙尔瓦尔（Sárvár）占
地数千平米的浴场等待着游客的到来。医疗温泉水将洗净您日常生活中的疲惫，室内外体
验池、滑梯和桑拿助您彻底放松身心，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论夫妻、家庭还是朋友，这里
将为所有人带来难忘的娱乐体验。

温泉浴场
比克（Bük）:温泉；沙尔瓦尔（Sárvár）:温泉和康体浴场；采尔德默尔可
（Celldömölk）:温泉和体验浴场

文化
克塞格（Kőszeg）:老城、尤里希奇城堡；迈什泰里（Mesteri）:阿尔帕德时期教
堂；沙尔瓦尔（Sárvár）:纳道什迪城堡；松鲍特海伊（Szombathely）:露天博物馆

娱乐
采尔德默尔可（Celldömölk）:沙格山、火山公园；克塞格（Kőszeg）:伊罗特克
峰和观景台

家庭活动
比克（Bük）:冒险园；沙尔瓦尔（Sárvár）:植物园、冒险园；松鲍特海伊
（Szombathely）:植物园

温泉浴场 文化 家庭活动

葡萄酒 娱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巴拉顿
(BALATON)

马特劳－比克
(MÁTRA-BÜK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