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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

啤酒文化历史文物珍品之都

历史文化的底蕴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古往今来，班贝格城魅力无穷！

 地标性建筑：坐落在
雷格尼茨河（Regnitz)
上的老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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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7年，国王海里希二

世（Kaiser Heinrich II) 建立

了班贝格教会管理区，开启了

班贝格城的历史。古往今来，

班贝格城不仅拥有悠久的文化

历史底蕴，而且处处充满了现

代文明的气息。

1993年班贝格全城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班贝格城是欧洲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古

城之一。

城内数以百计的历史性建

筑，印证了古城悠久的历史和

多样的建筑风格。

全城共分三个区域：古建

筑林立的教会区、生机勃勃的

市民区和传统的农庄区。

城内历史建筑随处可见
班贝格的历史建筑囊括了

所有欧洲建筑史上的风格：罗

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

巴洛克式以及现代式。

 了解班贝格的过去，欣赏它的现在！

温馨提示：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自由行，请关注班贝格网站

  www.bamberg.info

尽情体验， 
悉心领略世界文化遗产

雷格尼茨河穿城而过，山

丘此起彼伏，典型的中世纪小

巷曲径通幽，把山城水道连成

一体。

欣欣向荣的文化城
如今，班贝格不仅旅游经

济发达，而且还是一个年轻的

大学城。

市内及周边地区的文化生

活丰富多彩，美食美酒不可胜

数，田园风光美不胜收，清新

空气使人陶醉，这一切都大大

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班贝格的历史足迹

公元1007年 国王海里希二世
（Kaiser Heinrich 
II) 建立了班贝格
教会管理区，由
此，班贝格隶属神
圣罗马帝国，成为
帝国内德意志民族
的教会中心 。

公元1047年 罗马大教皇克莱
门斯二世（Papst 
Clemens II）谢世，
葬于班贝格大教堂
内。这是阿尔卑斯
山以北唯一的一座
教皇墓地。

公元1237年 1185年大教堂遭遇火 
灾，1237年从新修复。
这是一座四顶大 教堂，
它融汇了罗马式和歌特式
的建筑风格，教堂内的浮
雕 “班贝格骑士（Bam-
berger Reiter）”是那个
时代不可多得的，并完整
保存至今的艺术品。



山城 
 班贝格的地理环境与意大利

的罗马相似，俩者都建在7座山

丘之上。 因此，班贝格也被

称为是巴伐利亚北部，法兰肯 

（Franken）地区的“小罗马”

世界文化遗产

 市貌特征：
教堂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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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贝格老城有着浓郁的中

世纪风格，漫步在干净整洁，

曲径通悠的巷道，让人流连忘

返。

班贝格常被形象的喻为法

兰肯（Franken）地区的“小

罗马”。从11世纪至1802年，

宗教仪式的举行，当政主教的

宫寝，以及神职人员的办公场

所，培训场所，都集中在老城

区。

这里是宗教统治的权力中

心，这里是班贝格最著名、

最主要的建筑聚集地。大教

堂(Dom)、巴洛克风格的主

教寝宫（Neue Residenz)、
老皇 宫(Alte Hofhaltung)，坐

落在班贝格制高点的古堡(Al-
tenburg），以及远近可见的

教堂钟楼，等等，这一切都构

成了班贝格独有的城市风貌。 

山城区，决大部分是教会

机构的势力范围，除了山下河

边居住着一小部分市民外，大

部分市民定居河对岸。他们大

多以手工业和酿酒为生，

大教堂 （Dom）

班贝格大教堂的级别很高，有四座高耸的

钟楼，殿堂内不仅有城市的缔造者，国王海利

希二世和王后（Kaiser Heinrich II und Kaise rin 
Kunigunde)的合葬墓，还有罗马大教皇克莱门

斯二世（Papst ClemensII）的墓葬。大教堂的

木雕神龛（Veit-Stoß-Altar）和浮雕班贝格骑

士（Bamberger Reiter）都是绝世艺术珍品。 

直至今日，浮雕是谁之作，为谁而作，仍是未

解之迷。大教堂左侧的教会博物馆中，展有很

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老皇宫（Alte Hofhaltung），主教宫（Neue 
Residenz）和玫瑰园（Rosengarten）

旧皇宫，并非中国人理念中的皇宫，中世

纪的德意志民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诸

侯割据，各自称雄。为了调解贵族间的争斗，

大家选举一位实力派人物做国王，他不仅要管 

理自家领地，还要到各地去，处理纠纷。那个

时期的德皇只不过是“调停官”罢了。1千多

年前，德皇海利希二世（Heinrich II）每次来

班贝格办公时，都下榻于此，所以，这套古罗

马式的庭院建筑被视为“皇宫”。这座旧皇宫

历经千年，幸免于战争的破坏，完整的保留至

今。很多反映中世纪时期的电影就是在此拍摄

的。老皇宫对面，是一座雄伟的巴罗克式建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乘
910路公共汽车可环游班贝格。
请在旅游问询处购票。

班贝格的历史足迹

公元1386-1387年 第一所市政
厅，今称老市政厅
（Altes Rathaus）在
雷格尼茨河的人工岛
上建成。

公元1489年 班贝格教会区
颁布了史上第一
个有关“啤酒杂
质含量上限”的
条令，比巴伐利
亚州正式颁布的
类似条令早了27
年。

公元1595-1631年 宗教史上最黑暗，
最无人道的时期。当政
主教（Johann Georg II)
借口“铲除女巫祸水
（Hexenverfolgung)“，
大开杀戒,排除异己，至
使众多无辜民众丧生。

筑。这座建于17-18世纪的主

教宫，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好不气派。宫内还专门建有一

间中国厅，来仿照中国宫廷生

活，陈设来自中国的瓷器，漆

器等珍宝。巴洛克建筑不能没

有玫瑰园。主教宫的玫瑰园里

有近千株玫瑰，花开季节，香

气袭人。坐在院中的咖啡店小

隙，真如同在天堂一般。



岛城
   生机盎然的市中心

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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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城——生机盎然的市中心 

建于1386-1387年的老市政厅

班贝格最独一无二的建筑是老市政厅。14世

纪，市民们不甘心完全被教会控制，为争取话语

权，市民想修建市政厅，但班贝格的主教不愿意让

市民在他的山城区建。

于是班贝格市民就在雷格尼茨河中打入木桩，

在河中央筑起了一个人工岛，在岛上建了一座市政

厅。市政厅的位置正好说明了当时主教的山城区与

市民的岛城之间的权利界限，从而也显示了老百姓

的权利抗衡。值得一提的是市政厅外墙的壁画。笔

画利用错觉手法为墙面增加了立体感。如今，老市

政厅作为展览馆使用，建筑内华丽的洛可可大厅，

用于接待贵宾。

小威尼斯

昔日的渔民聚集区，今日被

称为“小威尼斯”。这里大部分

的建筑还是中世纪遗留下的木结

构房屋。小巧玲珑的院落直通河

道，是各家小船的停泊处，很有

水城威尼斯的风格。登上停靠在

附近码头的游船，你能在水上就

近观赏这些精巧别致的小木楼，

领略一下小威尼斯的风光。

作为昔日的“市民城”，岛城区是班贝格的心

脏。在这里的步行街内，你还能找到如今渐渐稀有

的零售店，特别是那些坐落于历史悠久的老建筑内

的独家经营小店，任你徜徉、任你挑选；当然，大

型连锁店也一应俱全。饮食业不仅有价廉物美的学

生餐，也有传统的地方菜，更有世界各地的美味佳

肴。在每日的集市上，你能买到班贝格周边地区菜

农提供的纯天然农副产品。由于班贝格没有在二战

中受创，众多的历史建筑得以保留。岛城区的建筑

归属于巴伐利亚州政府，被用来作为班贝格大学的

科系教室和办公室。在班贝格上大学，就像徜徉在

历史的画廊中。大学生属于岛城区的主流群体之

一，各种各样的咖啡店，小吃店，书店....都是年

轻人的理想去处。

 中文导游，请提
前预订。

请注意：从老市政
厅墙面的巴洛克壁
画中，一个小天使
俏皮的朝游人伸出他
的腿。

购物指南
 岛城是购物中心，各种商品玲琅满目，艺术

品、古董应有尽有。每年夏季，在岛城将举办艺

术古玩周，吸引了众多游客。

  www.bamberg.info/einkaufen

  www.bamberger-antiquitaeten.de

1693年-1746年 在主
教罗塔•法兰兹 冯•
施恩博恩（Lothar 
Franz von Schön-
born)在位期间，为
了与当时的建筑时
尚接轨，班贝格城
的多处建筑被整修
成巴洛克风格。

1802年 班贝格教区
并入巴伐利
亚州。

1808年-1813年 E.T.A.豪夫曼
（Hoffmann），多才多艺的
浪漫派 艺术家，在班贝格担
任话剧院院长、音乐教师、
作家、舞台绘师、诗人、导
演和音乐评论家。

班贝格的历史足迹



农艺园区
  百年老式农家庄园

 园艺区也属于班贝格市，如今在欧洲，
市内尚有如此规模完整的，从中世纪时期
遗留下来的农艺园，实属罕见。

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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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山城区和岛城区外，园

艺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尽管这里不具有宗教与统

治上的重要性，但对城市的发

展以及今日的城市面貌却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农艺

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属

家庭产业。典型的两层木制房

屋构成了班贝格独一无二的城

建风格。

农艺园区的住宅大部分都

遵循“统一格式”，即房屋的

大门进口都非常宽敞，以便能

赶马车入院。院口通道同时也

被用作打谷场，而且从这里可

以直通住宅。住宅都设计为独

户住房。在打谷场的两旁，一边是地势稍高的

起居住房，其屋顶阁楼一般用作仓库，用一条

窄木梯相通；打谷场的另一边则是牲口棚及堆

放饲料的场地。

直至今日，班贝格城还有几十家农庄依然

保持着传统的种植方法。这里不仅出产各种蔬

菜，水果，还出产甘草。农庄所种植的农产 

品直接在市中心的集市上出售，新鲜，有机。

 从班贝格火车站步行进
入市中心（1公里左右），
你可以经过中街，领略一
下农家庄园的风情。

 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参观一下农艺园展览馆。

展出的物件都出自班贝格的农庄家庭。在此，你能看

到欧洲从1900年以来，农民的生活变迁。温馨提示：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开放时间：5月1日---10月31日 
星期三---星期天 11：00---17:00

 门票：BAMBERGcard

 地址：Mittelstraße 34, 96052 Bamberg

 网址：www.ghm-bamberg.de

农艺园展览馆

1993年 班贝格全城被确认
为世界文化遗产。 
班贝格以其完整的
方式展示了一个欧
洲城市一千多年来
的发展史。

194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布拉格爱乐乐团的
德国音乐家遭到驱逐，
班贝格成为他们的第二
故乡，他们则成为班贝
格交响乐团的奠基人。

2012年 巴伐利亚州花卉博览
会在班贝格举行。

班贝格的历史足迹



啤酒之乡

啤酒爱好者的天堂

 www.bamberg.info/akt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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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以酒代水，结果，1493年，每人平均每

天喝1,2升啤酒。足见班贝格人的酒量之大。

1818年，班贝格的城市人口为17000人，却

拥有65家啤酒酿坊，啤酒产量达4百万升。今

天，班贝格城内还保留着9家啤酒厂，使班贝

格成为名副其实的啤酒之乡。来自世界各地

的啤酒爱好者能在古老的酿酒坊，酒馆或在

典型的啤酒窖中，品尝到50余种各具特色的

优质啤酒。

传统风格的酒窖
班贝格人将位于城市山头上的露天啤酒馆

称作啤酒窖。

在这些啤酒窖有着大型的地道系统，是中

世纪以来不断开采灰泥与去污沙而形成的。

而酿酒人则很快发现这些地道是理想的啤

酒发酵与储藏地。

有些露天啤酒窖允许自带干粮，夏季露天

啤酒馆内经常是人满为患，

 www.bamberg.info/bier

啤酒之乡
 啤酒爱好者的天堂

起今为止，班贝格市内仍

有9家啤酒酿造厂，生产50多

种不同类型的啤酒。班贝格周

边管辖区域，有60家啤酒酿造

厂，提供近300种不同类型的

啤酒，啤酒厂的密集度，首屈

一指，所以班贝格无愧于“啤

酒之乡”。

百年啤酒文化
班贝格第一次有文献记

载的啤酒零售店，是在1093

年。

1122年，大主教奥托一世

（Otto I）授予了米希尔修道

院酿酒权，从此班贝格教民

有了自酿的啤酒。

1489年，为了保证啤酒质

量，班贝格当时的的主教亨

利希三世就对他的心爱饮料

做出了质量上的规定：“除

了啤酒花、麦芽和水，其他

一概禁用。

”史上第一部“啤酒质量

规定细则”正式出炉实施。 

据传说，当时由于啤酒的

纯净度高于饮用水，班贝格

啤酒游

倘若你愿意追寻班贝格啤酒发展史，品尝不同的啤酒，可以去旅游

服务中心，参加啤酒品尝团，还可购买与啤酒有关的纪念品。

 （22.50欧起）

（注：欧洲中世纪是指公元6世纪

至15世纪的欧洲历史，约相当于中国

从隋朝到明朝中期）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 订。
BierSchmecker®Tour



历史文化的底蕴

音乐厅 
班贝格音乐及会议厅，为交响乐及大型会议提供场地。

这里也是班贝格交响乐队的训练基地。

 www.konzerthalle-bamberg.de  

风格多样的音乐会令人
耳目一新

在班贝格不仅能听到古典音乐，还能欣赏到各种

流派的现代音乐。

在玫瑰花园（Rosen Garten）、主教宫殿（Neu-
nen Residenz）以及郊区的湖宫（Schloss Seehof）
等历史建筑内经常举办室内乐；每年夏季，大教堂

前的广场上举办露天音乐会；市内部分酒窖酒店也

能听到爵士乐和蓝调。

 www.bamberg.info/musik-veranstaltungen

文化城
  班贝格上空的天籁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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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贝格交响乐团
 文化的使者

   即使我还没有亲身指挥过班贝格交响乐团，

但这支交响乐队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
著名指挥家Jakub Hrůša赞美道

品，同时也排演当代的音乐作品。定制作曲的

首场演出也是乐团艺术创作的固定内容之一。

在班贝格，交响乐团每年演出约50场，另

外还有每年六、七月间班贝格夏之夜的演出活

动，极受广大市民欢迎。

班贝格交响乐队还曾经到广州，深圳，台

湾等地演出。

 www.bambergsymphony.com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匈牙利布拉格爱乐乐团的

德国音乐家们遭到驱逐，班贝格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则

成为班贝格交响乐团的奠基人。乐团成立不多久，就作为首批

的德国交响乐团到世界各地演出。这一传统被班贝格的音乐家

一直延传至今------除了在班贝格市音乐厅的演出之外，乐团

在世界各地音乐厅的演出都受到极大的欢迎。

2003年，乐团被改名为巴伐利亚交响乐团。2006年，乐团

迎来了建团60年的喜庆。

班贝格交响乐团不仅为广大听众提供古典的、浪漫派的作



历史文物珍品之都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现代艺术

国际艺术之家（Villa Concordia）每年为六名本国和六名外

国艺术家提供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2008年，以我国著

名作家张海迪为首的6名中国艺术家来班贝格，应邀参加了为

期一年的艺术交流活动，在《我的德国笔记》一书中，张海迪

记录了她在班贝格生活学习的经历和感想。

近年来，班贝格市出现一条现代雕塑作品之路。为给这座

古老的小城注入新的活力，在现市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购

买了一批现代雕塑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在市内各处欣赏到。

 www.bamberg.info/kunst      www.villa-concordia.de

 大教堂周边的历史建筑物都成为国家博物馆：

班贝格国家图书馆藏有珍贵的启示录手稿，以及其

他珍贵的古籍图书。

教会博物馆（Dioezesanmuseum）藏有主教的披

风。历史博物馆展示的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作品，

反映了中世纪的班贝格城巴洛克风格的主教宫殿，

携同宫内所藏珍贵历史名画卷被定为国家美术博物

馆。主教宫殿内的皇帝大厅仍然保持原风，宫殿内的

中国厅藏有中国瓷器和漆画、漆器，值得一看。

15-16世纪欧洲贵族十分崇拜中国，争相进口中国丝织

品，瓷器和漆器等，并为在自己的宫殿中有一个中国厅而

自豪。班贝格大教堂内的浮雕，人称“班贝格骑士”属于

历史珍品。

 www.domberg-bamberg.de

（注：欧洲中世纪是指公元6世纪至

15世纪的欧洲历史，约相当于中国从隋

朝到明朝中期）

艺术之城
 从古玩精品到现代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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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班贝格旅游卡，可

参观自然博物馆中的

飞禽标本馆

博物馆及民间收藏
  这里介绍一下市博物馆以及周边的一些馆藏  

www.bamberg.info/museen/

班贝格观光卡每人14.90欧，可于

三日内任意乘坐班贝格市内公共交通

工具。

 www.bamberg.info/bambergcard

中文导游，
请提前预订。

BAMBERGcard

自然博物馆

班贝格的自然博物馆建馆已有约

200多年的了，是当时欧洲第一就家

自然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众多鸟类

标本，品种之多，首屈一指。

巴洛克风格的主教宫殿
建于1613年的主教宫殿，是巴洛

克风格的经典建筑，宫殿内部金碧

辉煌，皇宫大厅内的人物画像栩栩

如生。宫内还珍藏了价值连城的油

画珍品。宫殿所属的玫瑰园非常值

得一游，从玫瑰园可以俯瞰班贝格

全貌。

路德维希（Ludwig）家族收藏

在老市政厅里人们可以欣赏到路德

维希家族收藏的陶瓷精品，这些精品

记录了欧洲的陶瓷发展史，也展示了

19世纪欧洲餐饮器具的精美奢华。

李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牛仔
裤）展览馆

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特劳斯是德国

人，他出生于位于班贝格附近的But-
tenheim，并在此度过了他的少年时

代，后移居美国。现在，李维•斯特劳

斯故居被作为展览馆，喜爱LEVI‘S（
李维斯）产品的顾客可以去展览馆参

观，购物。



美食美酒
 美食家的乐园

美食美酒

当地特色菜

红烧猪大排、猪肘，烤香肠，外加土豆球是当地特色菜。本地时令鳟鱼（Forelle）和鲤鱼、小肥羊和野

味都值得品尝。菜农庄园提供的新鲜有机蔬菜提高了当地的生活质量。

新鲜有机，时令蔬果

除了平时为人们说所熟知的有机蔬菜外，雷

格尼茨河两岸的沃土可以生长芦笋，每年四月

底到六月初是收获芦笋的季节。

班贝格的葡萄酒
班贝格米歇尔修道院种植并酿造的葡萄酒，

历史悠久，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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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贝格特产------牛角土豆

班贝格农庄也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其盛产的牛角土豆是濒

临灭绝的传统有机品种。

面包加香肠

班贝格有很多传统的手工面包店和肉

食店，所提供的食品，品种繁多，花样

齐全。

班贝格啤酒品味游

请体验一下班贝格悠久的啤酒文化：班贝格啤酒

品味游能带你认识班贝格众多的啤酒种类，了解啤

酒酿造知识及常识，品尝各个酿造厂的啤酒，欣赏

沿路的游览景点。

啤酒品味游分两条行走线路，分别沿着雷格尼茨河

的左支流和右支流。你可任选一条线路。

在品味游中，你将拿到4至5张啤酒购买券，每券可

在一个酿酒厂换取一瓶啤酒（0.5升）。

同时你还领到一个双肩背包、一个货真价实的班贝

格把形啤酒杯。你可按自己的速度，顺着黄金饮料

的踪迹，从一个啤酒厂酒馆漫游到下一个啤酒厂酒

馆。请体验传统和真实的啤酒文化。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www.bamberg.info/biergenuss 



城堡与宫殿

城堡与宫殿
 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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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建于17世纪，行宫内部雕梁画

栋，金碧辉煌，反映了当时主教的奢侈生活。（见图）主教

行宫的历史可追溯到1613年。房间内的精制家具、天花板的

石膏花饰、墙上壁毯均出自17/18世纪。皇帝厅的壁画格外引

人注目。行宫画廊中珍藏着德国名画家作品与巴洛克时期的

油画。坐落在后宫的玫瑰园美丽迷人，游客能在此鸟瞰班贝

格古城。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www.schloesser.bayern.de/englisch/palace

巴洛克式的主教行宫
（Neue Residenz）

湖宫 
（Schloss Seehof）

距班贝格约两公里远的湖宫，风光旖旎，是

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1686年侯爵主教将其修建成夏季行宫。此处的

人工喷泉为游客定时开放，值得一看。宫内也

有一间中国厅，大厅内壁由真丝手绘花鸟图装

饰，很有中国特色。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www.schloesser.bayern.de/englisch/palace

古城堡（Altenburg）

古城堡地处班贝格的最高峰，从这里你能鸟瞰到班贝格的全城景色。古堡的始建已无从考证。尽管古堡于1553年被毁

坏，但依山就势而筑的高墙仍清晰可见，显示着罗马式建筑的雄伟风范。如今，古堡已完全修复，堡内拥有一应俱全的

餐饮厅和酒窖， 市民们喜欢在这里举办婚宴，庆生及派对，等等。 古老的城堡焕发了新的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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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贝格“小白宫”
（Schloss Weisenstein）

坐落在班贝格附近的小山庄里的”小白宫“，是典

型的豪华式巴洛克建筑，享誉欧洲。它是班贝格大主

教（Lothar Franz von Schönburn）的私人宫邸，内藏

有德、法、意及荷兰画家的名作。门票7欧。中文导

游，请提前预订

 www.schloss-weissenstein.de  

  “小白宫”的解说以德文为主， 
其他语言可租赁便携式播放机。

德国城堡旅游线路

从曼海姆（Mannheim）开始经过海德堡
（Heidelberg）、罗腾堡（Rothenburg）、纽
伦堡（Nürnberg），穿过班贝格（Bamberg）
往东。

 www.burgenstrasse.de

Bad Wimpfen

Heilbronn
Schwäbisch Hall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Ansbach

Heidel-
berg Eberbach

Nürnberg

Bamberg

Coburg
Kulmbach

Bayreuth

Prag

Kronach

Sinsheim

Mannheim

Schwetzingen

Bad Wimpfen

Heilbronn
Schwäbisch Hall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Ansbach

Heidel-
berg Eberbach

Nürnberg

Bamberg

Coburg
Kulmbach

Bayreuth

Prag

Kronach

Sinsheim

Mannheim

Schwetzingen

请注意班贝格周边城堡和宫殿的开放时间。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山顶宫殿（Schloss Greifenstein）

1691-1693由一座旧城堡改建成巴洛克式的山

顶宫殿，至今是贵族史陶芬博格家族私人官邸。 

二 战 中 ， 执 行 刺 杀 希 特 勒 的 上 校 史 陶 芬 博 格

（Mr。Stauffenberg）就是其家族成员。

 www.schloss-greifenstein.de  

班贝格周边的丘陵 
（Giechburg und Gügel）

自12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班贝格教

区不断扩展到周围的丘陵地带。班贝格周边的丘

陵上，星罗棋布的一些城堡和小教堂，也值得一

游。



骑车游历班贝格

班贝格不仅是休闲圣地，也是运动爱好者的乐园。想不想尝试一下！

班贝格与周边地区是骑车游览的天堂。沿

着河道，顺着山势，近20条跨地区的长途自

行车道贯穿于本地区的南北东西。跃跃欲试

的骑车爱好者们，还等什么。租辆自行车，

即可上路。

骑车游历班贝格
 www.bamberg.info/rad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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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运动

班贝格附近的“小瑞士”有

可以进行极限运动的岩石山，

每年吸引了众多的登山和攀岩

爱好者前往。

 www.bamberg.info/klettern

水上运动

水之天堂，班贝格致力于开发一带水乡景色，为大家提供一个

融于自然、和谐于环境的旅游业，同时保护极具生态价值、独具

风格的水乡风光。每年，我们都提供美因河谷、雷格尼茨河谷的

新旅游节目，使游客能更好的领略到这路独特的大自然风光。雷

格尼茨河上的皮划艇游是这里的又一大特色。畅游班贝格及邻近

地区的水路，是一次难忘的感受。预定请在旅游咨询服务处

 www.bamberg.info/wasser 

让我们启程去参与班贝格周边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各种
活动，体验大自然的美妙！

漫步田园风光，尽情体验游山玩水的乐趣，释放心灵。

 www.bamberg.info/wandern 

徒步旅行 （中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你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徒步旅行团，旅行当中

不仅能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美景，还可以参观坐

落在班贝格周围的酿酒厂，或途径乡村小镇，

领略乡土气息。



宗教信仰气息浓厚的城市

 圣诞节前，除了圣诞市场是必去之处外，模拟基督诞生的木偶剧

也非常吸引游人，以至于在老城区有专门的展览馆，展览模拟基督

诞生的各种各样的木偶剧。

 www.bamberg.info/krippen

冬季时令之美

领略冬天的美景 
 最美的季节

 班贝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不仅夏季，而且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前后，也是旅游旺季。22



圣诞节光环下的城市风光
wein）、胡椒蜂蜜饼（Lebkuchen）是不可错过的圣诞特色美

酒美食。班贝格周边所属区域也有不同风格的圣诞市场。

 www.bamberg.info/weihnachten

冬游班贝格
冬天的班贝格比起夏季的喧哗，更显安宁，在这里你可以静静品味千年古城的风韵。

冬季特价游
旅游淡季单人可以享受

66欧两夜住宿（含早餐），

并赠送班贝格旅游卡一张。

BAMBERGcard

 咖啡馆和餐馆熙熙攘攘，圣诞之际不仅能品

尝美食，也能观赏各种文艺表演。位于市政府

门前的圣诞夜市，从11月底开门起，到12月23

日人流不息。当地时令特产热葡萄酒（Glüh-



1）市内游------追随历史游记

  两晚住宿（含两次早餐），两张博物馆入场

券，主教宫殿免费讲解（德/英），一份烤香

肠加啤酒（0.5升），一份夹心巧克力，班贝

格旅行包。

 （86欧起）

餐旅亮点

班贝格旅游产品一应俱全
 体验世界遗产

温馨提示，亮点呈现
 班贝格交响演出

 夏季啤酒节

 国际魔术节

 班贝格艺术和古董周

 爵士蓝调音乐节

 圣诞节木偶剧

详见：

 www.kultur.bamberg.de

 www.bamberg.info/veranstaltungen

 文化、艺术、美食构成了班贝格及周边地区的旅游要素，吸引了众多游客。我们欢迎您的到来，无论何时何季。中

文导游，请提前预订

旅游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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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游------美食游

  民以食为天，品尝班贝格美食。两晚住宿 

（含两次早餐、一次正餐），一张小吃券 

（含0.5升烟熏啤酒、各种面包和一份酒心巧

克力），赠送班贝格旅游卡一张。

 （113欧起）

住宿和旅游客

 两晚住宿（含两次早餐）。

 （70欧起）

3）体验金色流食------啤酒

  十人以上可组团参观酿酒厂，品尝鲜啤。

两晚住宿（含两次早餐），赠送班贝格旅

游卡一张。

 （153欧起）

我们愿为
您的班贝格之旅服务！
市政府直属的班贝格旅游及会议中心为游客提供多样服务，包括联系住处，安排
导游，以及预订戏票，等等。我们的接待大厅一年360天为您开放，厅内提供旅
游纪念品， 敬请光临！

开门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9:30 – 18:00
星期六：9:30 – 16:00
星期天及节假日：9:30 – 14:30
狂欢节，圣诞夜和除夕：9:30 – 12:30

*每年元月一号和十一月一号，
复活节的星期五，及圣诞节不开门。 

我们的地址及网页： 
Geyerswoerthstrasse 5 • 96047 Bamberg

 www.bamberg.info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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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班贝格地理位置

班贝格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北部，通过飞机、

自驾（经70和73号高速道）、火车等方式均可到达。

BAMBERG
比利时

德国
班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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