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孚日圆峰山地区天然公园 (Regional Natural Park of Ballons des Vosges) 是阿尔萨斯地区众多深受欢迎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非常适合徒步，一如北孚日山地区天然公园 (Regional Natural Park of North Vosges Moun-
tains)。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 (Alsace Wine Route) 沿途有中世纪的城堡以及排列在风景如画山村的布满鲜花
道路两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房屋，它们令这条葡萄酒之路成为法国最知名的同类旅游道路之一。在斯特拉
斯堡 (Strasbourg) 这座法国最迷人之一的城市，您可以游览和探访著名的圣母大教堂。在此游览的情侣应当
在小法兰西街区 (Petite France)沿着河岸漫步徜徉，文化爱好者可以探索包括斯特拉斯堡美术馆 (Strasbourg 
Fine Arts Museum) 在内的一些博物馆。

科尔马 (Colmar) 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另外一座城市，它也能确保人们的假期充满激动人心的探索发现，
例如：从菩提树下美术馆 (Unterlinden Museum) 的文化瑰宝到小威尼斯街区 (Little Venice) 的如画魅力以及
建于 16 世纪的中世纪建筑普菲斯特屋 (Maison Pfister)。

米卢斯 (Mulhouse) 是阿尔萨斯地区最著名的城市之一，这里有国家汽车博物馆 (National Automobile Mu-
seum)、名为火车城 (Train City) 的火车博物馆、动植物园。

独一无二的美食，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迷人的村庄，令人称赞的热情好客：阿尔萨斯地区在优美的环
境中呈现它最好的一面。

阿尔萨斯地区位于日耳曼语族地区和拉丁语族
地区之间，分布着丘陵、山地、平原，拥有城堡、
葡萄园区以及诸如里克威尔 (Riquewihr)
和安斯帕克 (Hunspach)这样的传统村庄。

在斯特拉斯堡这座欧盟之都开始您的行程。斯特拉斯堡的大
岛堪称一件瑰宝，它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您
可以参观哥特艺术的瑰宝——圣母大教堂。对于希望探访古
代艺术品的人们而言，坐落在城堡广场 (place du Château)
上的圣母艺术品博物馆 (Oeuvre Notre-Dame Museum) 将满
足您的期望。
您可以尽情享受乘坐游船游览斯特拉斯堡的乐趣。请您前往
罗昂宫 (Rohan Palace)所在的码头，这座卓越的建筑在玛丽 -
安托瓦内特 (Marie-Antoinette) 抵达法国时曾经是她的下榻之
所。您将继续乘船经过凭借木筋墙房屋而闻名的旅游街区小
法兰西 (Petite France) 前行至议会街区。晚上，斯特拉斯堡
夜生活有众多选择：在市中心发现许多传统餐馆 Bierstubs
和 Winstubs，而大学生云集的克吕特诺 (Krutenau) 街区、大
学宫 (Palais Universitaire) 街区或者广场 (Esplanade) 街区则
因为拥有许多咖啡馆和酒吧而提供令人放松的氛围。

阿尔萨斯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它在现代化欧洲的根基深厚牢固。阿尔萨斯地
区拥有一批充满个性的城市，它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令它们跻身于法国最
美景点之列。阿尔萨斯地区的复杂历史与生活交织，这一点在沃邦博物馆 (Vauban 
Museum)、国王上堡 (Haut-Koenigsbourg Castle)、奥朗斯堡城堡 (Hohlandsbourg 
Castle) 以及圣奥迪勒山修道院 (Mont Sainte-Odile Monastery) 都有所体现。

阿尔萨斯地区有许多特色美食，每一种都能勾起人们的食欲！姜饼的历史可以在姜
饼和民间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Ginger Bread and Folk Art)
以及姜饼馆 (Ginger Bread Palace) 了解。winstubs（阿尔萨斯
特色餐馆），尤其那些堪称阿尔萨斯明星店的餐馆供应传统菜，
例如：choucroute（酸菜肉）、Kouglof（一种用少许白兰地调
味的蛋糕）、Baeckeofe（传统的炖菜，里面有猪肉、牛肉、羊
肉）、flammekueche（火燎馅饼，上面铺有奶酪、洋葱、培根），
以及用著名的曼斯特奶酪 (Munster cheese) 制作的菜肴。

对于真正的葡萄酒爱好者而言，探索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并且
参观葡萄园以及阿尔萨斯葡萄酒博物馆 (Museum of Vineyards and Alsatian Wines)
可以了解当地手工酿造的葡萄酒的秘密和味道，例如：希尔瓦讷葡萄酒 (sylvaner)，
白皮诺葡萄酒 (pinot blanc)，黑皮诺葡萄酒 (pinot noir)，灰皮诺葡萄酒 (pinot gris)，
雷司令葡萄酒 (riesling)，琼瑶浆葡萄酒 (Gewürztraminer)。

阿尔萨斯地区还非常适合家庭度假，可以全家同游的户外场所有：小王子公园（Parc 
du Petit Prince），鹰园 (Eagle Park)，猴山 (Monkey Mountain)，它们肯定能够同
时吸引孩子和成人。 

在阿尔萨斯地区丰富多样的活动中，堪称高潮的是
盛大的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 (Strasbourg Christmas 
Market)，这项活动从 1570 年开始举办，换言之，
它的历史可以远溯至 1570 年。实际上，在圣诞节将
临期，圣诞节的魅力笼罩在圣尼古拉 (Saint Nicolas)
保护下的整个阿尔萨斯地区。
阿尔萨斯地区的美食和手工艺传统经常在众多的户
外集市上得到展示：
- 阿尔萨斯葡萄酒展览会 (Alsace Wine Fair) 拥有

260 年的历史。这项深受欢迎的活动每年有 350
家参展商光顾，邀您品尝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些特
产以及美酒。

- 米卢斯国际展览会 (Mulhouse Fair)：这个国际展
览会每年春季举办，每年吸引大约 15 万参观者
观看演出秀、演示活动、主题展览，等等。

- 斯特拉斯堡欧洲展览会 (Strasbourg European 
Fair)：该展会每年吸引大约 22 万参观者，被公
认为阿尔萨斯地区最受欢迎的秋季活动。每年，
在为期 11 天的展会中，参观者都可以探索一个
嘉宾国的习俗和传统、工艺和文化、美食，等等。

斯特拉斯堡
乘坐飞机
斯特拉斯堡-昂泽姆国际机场（Stras-
bourg-Entzheim International Airport，距
离斯特拉斯堡10公里）。
巴黎戴高乐机场（乘坐TGV高速火车2小时
20分钟）。
乘坐火车
欧洲东部高速火车(TGV Est Européen)：从
巴黎戴高乐机场(Paris Charles de Gaulle)或
者巴黎东站(Paris Gare de l’Est)出发，2小
时20分钟可以抵达。
从斯特拉斯堡出发，有直达火车通往巴黎、
里尔、雷恩、南特、波尔多、斯图加特、苏
黎世，等等。

科尔马
乘坐飞机
斯特拉斯堡-昂泽姆国际机场：相距60公里
（约37英里）。
巴塞尔-米卢斯国际机场(Basel-Mulhouse 
International Airport)：相距59公里（约36.5
英里）。
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乘坐直达TGV高速火
车需要2小时50分钟。
乘坐火车
东部高速火车(TGV East)：从巴黎东站出
发，2小时50分钟可以抵达。
莱茵-罗讷高速火车(TGV Rhine/Rhône)：从
巴黎的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出发，3小
时20分钟可以抵达。

米卢斯
乘坐飞机
巴塞尔-米卢斯国际机场(Basel-Mulhous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乘坐火车
TGV 米卢斯火车站 (从巴黎2小时40分钟，
从斯特拉斯堡 1小时)

在科尔马，您可以从小威尼斯 (Petite Venise) 街区开始您的
科尔马之旅：小威尼斯街区如同一个由狭窄运河构成的令人
着迷的迷宫，您可以乘坐平底船游览。之后，请别错过老城
的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的瑰宝，尤其是圣马丁教务会议
教堂 (Saint-Martin Collegiate Church)，夏季您在老城可以见
到漂亮的露天座位区，您还可以参观菩提树下美术馆，馆内
陈列着著名的伊斯奈姆祭坛装饰画（16 世纪的绘画杰作）。
从科尔马出发，可以非常方便地探访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
(Alsace Wine Route)。这条全长 170 公里的葡萄酒之路沿途
有许多葡萄园小径。埃吉塞姆小径 (Eguisheim trail) 可以令人
欣赏到埃吉塞姆小村的优美风景及其三座城堡。

前往米卢斯，它被评为艺术与历史之城，是技术博物馆迷们喜爱
的游览之地：请别错过汽车博物馆 (Automobile Museum)、火车
博物馆 (Railway Museum)、电力和电器博物馆 (Electropolis Mu-
seum)。在市中心享用午餐之后，人们可以在欧洲大厦 (Tour de 
l’Europe) 顶部或者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市政厅傲然屹立的集合广场
(Place de la Réunion) 探访米卢斯的现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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