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普莱尼

温泉浴场

中文

巴拉顿湖

(Eplény)

不可错过的体验

鲍道乔尼

21

美食

4

维斯普雷姆
(Veszprém)

文化

17 37
(Balatonalmádi)

(Balatonkenese)

3

西格利盖特

(Nagyvázsony)

考波奇

(Kapolcs)

圣贝克卡尔洛

克韦什卡尔

(Szentbékkálla)

18 28 38 41

(Vászoly)

27

36 53
陶波尔曹
(Tapolca)

佐洛桑托

(Zalaszántó)

14

11

(Kehidakustány)

许迈格

(Rezi)

16

(Balatonederics)

杰奈什迪阿什

黑维兹 (Hévíz)

(Gyenesdiás)

58

48 54

凯斯特海伊

47

55

鲍道乔尼厄尔什
鲍道乔尼

巴拉顿久罗克

(Révfülöp)

KI
STO
N

24

佐洛考罗什

N

(Balatonföldvár)

2

巴拉顿萨尔索

巴拉顿塞迈什

(Balatonszemes)

巴拉顿莱莱

56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凯斯特海伊 费什泰蒂齐庄园、赫利孔庄园博物馆
巴拉顿萨尔索 尤若夫•阿蒂拉纪念馆
西格利盖特 西格利盖特城堡
蒂豪尼 蒂豪尼本笃会修道院
巴拉顿瑟勒什 阿尔帕特时期的改革宗教会教堂
凯斯特海伊 巴拉顿博物馆
巴拉顿凯奈谢 巴拉顿凯奈谢乡村别墅
布扎克 布扎克民间艺术乡村别墅
巴拉顿圣久尔吉 星城博物馆
瑙吉瓦若尼 基尼日城堡
佐洛桑托 科奇水磨坊
厄尔韦涅什 厄尔韦涅什水磨坊
乔保克 普卢尔磨坊
许迈格 许迈格城堡
绍莫吉瓦尔 圣拉斯洛国家纪念馆
赖兹 城堡遗址
维斯普雷姆 维斯普雷姆城堡
巴拉顿菲赖德 泰戈尔林荫道

娱乐: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巴拉顿弗尔德瓦尔

葡萄酒产区

布扎克

(Buzsák)

8

绍莫吉瓦尔

(Somogyvár)

鲍道乔尼

巴拉顿博格拉尔

巴拉顿湖北部地区

巴拉顿毛焦罗德

(Balatonmagyaród)

巴拉顿菲赖德-乔保克

45

佐洛科马尔

巴拉顿博格拉尔 球形观景台
莫诺斯洛 海杰什蒂孤丘
包道乔尼 基什福卢迪观景台
巴拉顿埃代里齐 奇观洞穴
埃普莱尼 埃普莱尼滑雪场（冬季）、
考隆德山（夏季）
巴拉顿毛焦罗德 卡尼奥瓦里岛
佐马尔迪 克海吉观景台
克勒什海吉 克勒什海吉薰衣草园
圣贝克卡尔洛 石海
巴拉顿菲赖德 洛茨洞穴
蒂豪尼 守望塔观景台
蒂豪尼 隐士洞
巴拉顿费尼韦什 绍莫吉瑙吉拜赖克
巴拉顿久罗克 美丽观景台
索拉德 索拉德黄土窑
福纽德 城堡山观景台

26

索拉德 (Szólád)

巴拉顿博格拉尔

(Zalakomár)

文化：

(Kőröshegy)

33

(Zalakaros)

60

佐马尔迪

(Zamárdi)

克勒什海吉

(Balatonszárszó)

15

(Balatonszentgyörgy)

LA

(Zalaszabar)

巴拉顿玛利亚浴场

(Balatonmáriafürdő)

BA

佐洛绍鲍尔

39

25 49

巴拉顿弗尔德瓦尔

34

(Balatonfenyves)

巴拉顿圣久尔吉

T O

52
希欧福克

29 30 57

桑托德

希欧福克 (Siófok)

福纽德 (Fonyód)

巴拉顿费尼韦什

50

4

蒂豪尼 (Tihany)

(Balatonlelle)

巴拉顿博格拉尔

31 40

9

L A
(Balatonboglár)

42 51

凯斯特海伊

A

B

(Balatongyörök)

32

(Keszthely)

雷弗菲勒普

43

(Badacsony)

22

12

(Örvényes)

44

(Szántód)

(Salföld és Ábrahámhegy)

(Káptalantóti)

(Szigliget)

厄尔韦涅什

绍尔弗尔德和阿布劳哈姆海吉

卡普陶隆托蒂

西格利盖特

在赞卡

46

(Zánka)

(Badacsonyörs)

(Sümeg)

巴拉顿埃代里齐

20

(Köveskál)

(Balatonvilágos)

巴拉顿菲赖德 (Balatonfüred)

10
瓦索伊

莫诺斯洛

巴拉顿维拉戈什

13

5

(Monoszló)

赖兹

(Csopak)

(Balatonszőlős)

瑙吉瓦若尼

(Balatonakarattya)

乔保克

巴拉顿瑟勒什

旅游信息点

凯希道库什塔尼

巴拉顿奥考劳乔

(Alsóörs)

自拍景点

6

巴拉顿凯奈谢

奥尔肖厄尔什

家庭活动

59

7

巴拉顿奥尔马迪

娱乐

地图

1

蒂豪尼

23

家庭活动:

35. 巴拉顿弗尔德瓦尔
巴拉顿弗尔德瓦尔船运历史游客中心
36. 陶波尔曹 湖泊溶洞
37. 维斯普雷姆 维斯普雷姆动物园
38. 巴拉顿菲赖德 安娜戈劳水上乐园
39. 巴拉顿博格拉尔 巴拉顿博格拉尔冒险园、滑道
40. 巴拉顿费尼韦什 巴拉顿费尼韦什小火车
41. 巴拉顿菲赖德 博多尔考水族馆
42. 凯斯特海伊 费什泰蒂齐·伊姆莱动物园
43. 鲍道乔尼厄尔什 富利植物园
44. 希欧福克 高莱丽乌什体验温泉和康体中心
45. 佐洛科马尔 卡博尔普斯陶伊水牛基地
46. 蒂豪尼 薰衣草之家游客中心
47. 绍尔弗尔德和阿布劳哈姆海吉 绍尔弗尔迪毛约尔
48. 杰奈什迪阿什 自然之家游客中心
49. 佐马尔迪 佐马尔迪冒险园
50. 佐洛绍鲍尔 佐博里冒险园
51. 凯斯特海伊 盖欧尔吉孔毛约尔历史展览馆
52. 希欧福克 水塔
53. 陶波尔曹 毛洛姆湖

美食:
54.
55.
56.
57.

杰奈什迪阿什 杰奈什迪阿什市场和活动广场
卡普陶隆托蒂 百合园市场
巴拉顿莱莱 拉德普斯陶美食体验园
蒂豪尼 蒂豪尼市场广场

温泉浴场:

58. 黑维兹 黑维兹湖
59. 凯希道库什塔尼 凯希道温泉
60. 佐洛考罗什 佐洛考罗什家庭体验浴场

蓝色、绿色、青色交错变幻的水面，点点白帆在远处
摇曳，这里就是巴拉顿湖，国家之瑰宝。匈牙利最受
欢迎的休闲地，一年四季以不同面貌吸引着游客。
这个中欧最大的湖泊常年为游客提供独特的自
然奇观和文化体验。优质的当地美食、一流的葡萄
酒、芦苇丛环绕的浪漫河畔，以及各种休闲活动等待
着游客的来访。巴拉顿湖的夏季最热闹，全长235公
里的湖岸线上到处都是前来度假的家庭、情侣和朋友
们。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带给游客难以忘怀的体验，
无论是在北岸火山坡的灿烂阳光下畅饮葡萄酒，还是
在南岸激情音乐节的月光涟漪下戏水，或是骑行以及
步行在附近地区探索，都能找到适合您的活动。
近年来，巴拉顿已不仅仅是季节性的夏季旅游胜
地，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无数的新增景点，使得湖
区全年都可以为游客提供游览和休闲娱乐的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巴拉顿湖区医疗温泉水的多样性，以及
丰富的健康旅游活动令这里更具吸引力。

1

凯斯特海伊 (KESZTHELY)
费什泰蒂齐庄园、
赫利孔庄园博物馆 (Festetics-kastély, Helikon Kastélymúzeum)

这座精美的巴洛克风格古建由费什泰蒂齐(Festetics）家族于18世纪始建，到1880年代达到
了目前的规模。
其色彩缤纷且庞大的花园被视为中欧最重要的花园艺术创作。
在赫利孔庄园博物
馆（Helikon Kastélymúzeum）的展览中，可以瞥见费什泰蒂齐家族奢华的贵族生活以及当时的
室内装饰。
除此之外，还有机会参观匈牙利唯一保存完好的贵族私人图书馆。

2

巴拉顿博格拉尔 (BALATONBOGLÁR)
球形观景台 (Gömbkilátó)

以森图什·亚诺什（Xantus János）命名的球形观景台高165米，由直径15米的铝制框架建成，
矗立在巴拉顿博格拉尔瓦尔多姆（balatonboglári Várdomb）上。
这座独特的建筑物是巴拉顿博
格拉尔的象征，从这里可以一览北岸的孤丘和绍莫吉丘陵，美丽的景色令人难忘。
球形观景台最
初为1963年的布达佩斯国际博览会设计建成，三年后移到了这里，2012年进行了全年翻新，并在
旁边建造了一座冒险园。

3

莫诺斯洛 (MONOSZLÓ)
海杰什蒂 (Hegyestű)

在赞卡（Zánka）和莫诺什洛（Monoszló）之间突起的孤丘是一座活跃于800万年前的火山口的
遗迹，也是匈牙利最独特的地质景观之一。
337米高的丘体北侧因早先的玄武岩开采形成了现在的
面貌，清晰可见山体的内部结构，以及熔岩流在火山口处凝结成的五边和六边形的垂直玄武岩柱。
山脚下还有一个室外石头公园和常设展览，展示火山的活动。

5

基什福卢迪·山多尔观景台
（ Kisfaludy Sándor-kilátó ）位于
孤丘最高点的437米处，以鲍道乔尼
（Badacsony）骑士爱情诗人的名字
命名。
从这座高18米形状奇特的建筑
顶层露台上，可以看到陶波尔曹盆地
（Tapolcai-medence）的火山山脉
和卡里盆地（Káli–medence）
，天气晴
朗时还能看到蒂豪尼半岛（Tihanyi–
访客可以从360度全景图
félsziget）。
中辨认出孤丘。沿途值得一游的还有
散布在山间的葡萄园和传奇的玫瑰石。

展览，展示了诗人悲惨命运的最后时期，并回顾性地纪念了他的全部作品。
这一非同寻常的展览中
包括裴多菲文学博物馆的资料、私人文档、信件，以及从未发表过的照片和诗人的遗物。

7

西格利盖特 (SZIGLIGET)
西格利盖特城堡 (Szigligeti vár)

想要欣赏巴拉顿最美全景之一的城堡，必须要登上风景如画的顶峰。
这座从未被土耳其人占领
的拥有750年历史的堡垒曾被闪电击中烧毁，后来被哈布斯堡王朝摧毁。
城堡于2020年进行了翻新，
增加了许多互动元素和展览，以及更多的室内空间。
从铁匠铺到军械库，展览中栩栩如生的展示了
中世纪城堡的日常生活。
登上城堡远眺，巴拉顿湖和孤丘的美景尽收眼底。

这座高45米的水塔建于1912年，自1970年代以来不再用于供水。
如今，在这座独特的建筑物
中设立了旅游和科技体验中心、咖啡厅以及氧吧。
水塔在百年纪念日之际进行了全面翻新，全景
电梯可将游客载至观景层，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景色一览无遗。
建筑物顶层缓慢旋转，坐下来也
可以尽情欣赏美景。

世界独一无二的温泉湖和其治愈功效的温泉水远近闻名。
含有钙、镁、硫以及微量氡的药用
水对于风湿病和运动系统疾病等具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夏季的水温为33-35°C，即使在冬季也不
会低于24°C。
除了泡温泉以外，游客还可以享受按摩和康体服务，建在湖上的现代化温泉浴室中
还设有桑拿和按摩浴。

鲍道乔尼 (BADACSONY)
基什福卢迪·山多尔观景台
(Kisfaludy Sándor-kilátó)

诗人约瑟夫·阿提拉在当时巴拉顿萨尔索（Balatonszárszó）的霍尔瓦特家庭旅馆（Horváthpanzió）
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于1937年从这里离开并走向了不归路。
这座建筑物目前设有常设

9

黑维兹 (HÉVÍZ)
黑维兹湖 (Hévízi-tó)

6

巴拉顿萨尔索 (BALATONSZÁRSZÓ)
约瑟夫·阿提拉纪念馆 (József Attila Emlékház)

希欧福克 (SIÓFOK)
水塔 (Víztorony)

4

8

巴拉顿菲赖德 (BALATONFÜRED)
泰戈尔林荫道 (Tagore sétány)

巴拉顿湖最著名的湖畔林荫道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áth
Tagore）的名字命名，他曾在这里的心脏病医院重获健康。
继他之后，许多名人效仿他在林荫道上种植

了树木。
如今，这里的雕像和纪念碑讲述着城市的历史和名人故事。
在这条
“巴拉顿湖主街”
上林立着很
多餐厅、
咖啡厅和冰淇淋店，最新景点之一是博多尔考游客中心（Bodorka Látogatóközpont）和
矗立着布依托尔·伊什特万（Bujtor István）雕像的经过精美翻新的维托尔拉什广场（Vitorlás tér）。

10

蒂豪尼 (TIHANY)
蒂豪尼本笃会修道院 (Tihanyi Bencés Apátság)

本笃会修道院（Bencés Apátság）由安德拉什一世于大约一千年前建造，是蒂豪尼半岛的地标
性建筑，其成立文书是现存最古老的以原始形式保留的匈牙利语文献。
教堂著名的壁画由戴阿克埃布奈尔·亚诺什（Deák-Ébner Lajos）、洛茨·卡洛伊（Lotz Károly）和塞凯伊·拜尔陶隆（Székely
Bertalan）
创作，精美的木制雕像和圣坛则是施图霍弗·谢拜什真（Stuhlhoff Sebestyén）的作品。
开国君主被葬在地下圣殿内，这是唯一保存完整的阿尔帕德（Árpád）时期的匈牙利皇家墓地。

11

维斯普雷姆 (VESZPRÉM)
维斯普雷姆动物园 (Veszprémi Állatkert)

动物园的广阔土地上栖息着各种异国动物和稀有物种，从西伯利亚虎到黑白疣猴乃至球蟒 。
探索动物园可以是一整天的活动，孩子们最喜爱的是配有攀爬树木的黑猩猩世界以及非洲动物
园，除此之外新建的熊园也很值得参观。
恐龙公园更是热门场所，孩子们通过有趣的游戏了解已
经消失的原始生物世界。

12

陶波尔曹 (TAPOLCA)
湖泊溶洞 (Tavasbarlang)

湖泊溶洞是城市下方延绵数公里长的洞穴系统的一小段，1903年在一次钻井中被发现。
在游
客中心参观完介绍喀斯特地形的互动展览以后，可以在地下180米长的清澈湖水中划船，之后在
石灰岩洞穴大厅中漫步。
返回地面时，悠闲行至附近的地中海风情的毛洛姆湖（Malom-tó）
，这里
是举办鳟鱼和葡萄酒艺术节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