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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尔茨堡：音乐与城堡

音乐之声的故里，莫扎特的家乡，这一切都无法概括萨尔茨堡的美丽。雪山，湖水，古堡，溪流

，老城，歌声，这座历史名城是文化艺术与自然美景最完美的融合，是你欧洲之行的必经之地！ 

(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1、历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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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奥地利的第四大城市，萨尔茨堡是萨尔茨堡州的首府，位列维也纳、格拉茨和林茨之后，濒

临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因此文化上可属同脉。萨尔茨堡横亘多瑙河支流萨尔察赫河 (Salzach)之上

，萨尔察赫河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盐河”，萨尔茨堡周边的盐矿是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战略资

源，因为盐不但可以用于调味，还有清洁和冷藏的诸多功能。从罗马时期开始，萨尔茨堡就已靠

其盐矿资源驰名中欧，最终成为贸易中心。“萨尔茨堡”本身就是“盐堡”之意。 

图为萨尔茨堡城堡(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自公元798年，萨尔茨堡就是大主教的驻地，管辖几乎整个老巴伐利亚地区，萨尔茨堡主教主

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对盐的垄断。宗教氛围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感和神秘感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也为这座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萨尔茨堡要塞增添了存在的意义。

  大主教要将萨尔茨堡建立成“阿尔卑斯山北麓的罗马”，也正因此早就了老城区美轮美奂又大

气超凡的巴洛克建筑风格。萨尔茨堡是音乐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正是这座古城哺育了他绝伦的

音乐天赋。除此之外，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也出生于此，城内还因此有卡拉扬广场以

为纪念。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地、仲夏萨尔茨堡音乐节，都为这座融合古典优雅和现代创新

因素的城市增添了国际知名度。萨尔茨堡老城在1996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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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与气候

萨尔茨堡人口在15万人左右，距德国慕尼黑150千米，在奥地利维也纳以西300千米，位于奥地利

的西北部，扼守阿尔卑斯山脉北麓，沟通中欧和东欧，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总长225千米的萨尔察

赫河是莱茵河的支流，长度最长，水量也最大。 

萨尔茨堡地理位置

最佳旅游时间：

萨尔茨堡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暖夏凉，夏季是最适合游览的季节，每年5-9月，这座古城常熙

熙攘攘的挤满了游客。9月底开始有著名的“十月节（Oktoberfest）”，也就是“啤酒节”，与规

模最大的慕尼黑啤酒节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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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茨堡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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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萨尔茨堡不得不做的事

   

1、月黑风高夜，探秘古城堡

一来到萨尔茨堡，你一定会看见那座高高矗立山头的萨尔茨堡要塞(Festung Hohensalzburg)。古城

堡目前仅剩建筑，房屋其中的陈设已随时间的流逝不见踪影。要塞山的山体为沙质，所以沉降是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古城堡的建筑设计巧妙的规避了沉降的影响，古人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想

象一下，为了建造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堡，究竟花了多少钱，萨尔茨堡的富足和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 

萨尔茨堡要塞(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如果希望刺激，可以在月夜探访这座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堡，在昏黄的灯光下，跟随着怪异的

守夜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中世纪之旅吧。

   

2、登上山顶俯瞰萨尔茨堡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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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萨尔茨堡高低错落有致，有山有水，因此从高处俯瞰这座城市，眺望远处的古堡是个不错的主

意。城中除了要塞山之外，还有蒙西斯山（M&ouml;nchsberg，540米）、莱恩山（Rainberg，511

米）和卡布金纳山（Kapuzinerberg，640米），有的山顶有教堂钟楼，有的山顶有咖啡屋供人小憩

，有的山顶仍保有古代要塞城墙遗址，都是非常优质的观景地点，点一杯咖啡，在温暖纯净的阳

光中，俯瞰这些足以写进历史深处的风景，消磨掉一整个下午，这才是欧洲生活哲学的真谛。

   

3、体验音乐名人的盐堡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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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萨尔茨堡音乐节演出现场(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萨尔茨堡可谓欧洲古典乐的摇篮之一，是跳跃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音乐精灵，它所孕育的音乐财

富，世所不能及。选择一日，追寻音乐大师的脚步，追溯时间长河中的波澜壮阔的乐章，给自己

的心灵吸氧。莫扎特故居和莫扎特出生地都是很好的励志材料，横跨盐河两岸，都在市中心，非

常好找。卡拉扬广场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大师卡拉扬的塑像正立其中，可以前去瞻仰。此外，

每年仲夏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是你不可错过的视听盛宴，如果你正好在7、8月间来到萨尔茨堡，千

万别忘记购买一张音乐会的门票。最好的乐团，最好的指挥大师，只有这个城市能够让你一次享

用。

   

4、古城中体验中世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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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粮食大街(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萨尔茨堡的老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自中世纪起就名声鹊起的繁华市集。

游走在这片不大的古城之中，留连在著名的粮食大街（Getreidegasse）上，你会遇见中世纪的铁匠

铺，美酒铺，靴子铺，帽子铺，从顶级奢侈品到潮流时尚再到当地特色，每个店铺都拥有美丽的

橱窗，最古老的铁艺招牌，精致异常。随意进入一家店铺，尝尝他们引以为傲的杜松子酒，或者

在树下与当地人一起畅饮啤酒，大口吃肉，这样的生活再惬意不过了。

   

5、追随宗教足迹，朝圣天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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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萨尔茨堡大教堂(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萨尔茨堡长期以来都是政教合一的重要城市，大主教的政治宗教地位让这座城市覆盖着神圣的

色彩。萨尔茨堡大教堂是城中最华美的教堂，被萨尔茨堡人誉为上天的恩赐，最初建于公元774年

，之后又经历了几次整修，是游人来萨尔茨堡的必经之地。除此之外，米拉贝尔花园是一座华美

的宫殿，曾经是大主教为其情人修筑，也是电影《音乐之声》的主要外景地之一。还有城外不愿

的海尔布伦宫殿，作为大主教的夏宫，被誉为“阿尔卑斯山北麓最美的文艺复兴建筑之一”。

   

6、在大街小巷享受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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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总是与美食相伴，一座城市若没有美食，似乎总有什么不完美。萨尔茨堡毗邻德国巴伐利亚

州，因此啤酒酿造技术和猪肉烤制传统都是一流，每年的啤酒节与慕尼黑啤酒节同时，热闹程度

丝毫不逊色。除此之外，德式香肠、奶酪都是当地人的最爱，坐在酿酒厂的室外共饮一扎啤酒可

是你融入当地人生活的好机会。 

莫扎特球与花市(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莫扎特球是当地最有名的巧克力，分为红色和蓝色包装两种，分别表示机器制作和手工制作两

种。巧克力球中包裹着榛子酱，芳香怡人，绝对是馈赠亲友的上品。

       在老城走走逛逛，鲜花市场、水果市场和腌制品市场，一定会以其活色生香的灵动

色彩吸引你的眼球。

   

7、当一回渔夫，农民或者盐矿工人

萨尔茨堡以其丰富的物产著称，来这里享受一下乡间的美丽阳光，你也可以感受茜茜公主在巴伐

利亚山区骑着欢腾的骏马遥望雪山和湖水美景的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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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山区(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萨尔茨堡以丰富的盐矿资源著称，你可以带上矿工帽，穿着雨靴，下到地底深处，感受盐的采

掘过程；还可以在美丽的乡村骑马，滑草，钓鱼，当一回切切实实的欧洲农夫。萨尔茨堡周边的

湖区是全奥地利的骄傲，泛舟湖上，想象起茜茜公主出嫁时，乘坐的婚船由巴伐利亚驶往维也纳

一路的盛况，放空、发呆，钓几条鳟鱼作为晚饭，生活的真谛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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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签证

奥地利通行申根签证，如果仅仅是去奥地利旅游，暂时只受理团体申根签证和商务签证两种。需

要的基本材料如下：

（1）奥地利商务签证所需资料：

申请人护照原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

3张两寸白底彩色照片

填写完整的签证个人资料表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复印正反面）

申请人全家户口本复印件（正反面，翻译件也要齐备）

中方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需盖公章）

中方单位派遣信，或由单位或学校出具的出国证明（申请者姓名、职务、工资, 在国外旅游时间，

工作单位名称、地址、负责人电话，加盖公章。出具证明负责人姓名、职务及签字

往返机票、旅馆订单等旅行证明

奥地利公司的邀请函（计划逗留时间，包括时间和行程计划及逗留原因）

奥地利公司出具的责任担保函原件（附公章和签字）

境外日程安排表原件（加翻译件）

单位空白抬头纸2张

提供由邀请方在其当地主管外事警察局所开列的电子担保信的编号。如果不具备奥地利邀请方出

具的责任担保函：则申请人需提供有足够经济实力的证明（申请人的工资、无冻结的存款证明，

或房产证等。需要原件和翻译件），以及奥地利邀请方出具的邀请信原件，信中应交代清楚申请

                                               15 / 52



�������

萨尔茨堡：音乐之城
人的旅行目的。

申请人商务名片

（2）奥地利旅游签证所需资料：

申请人护照原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

3张两寸白底彩色照片

填写完整的签证个人资料表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复印正反面，备足翻译件）

中方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需盖公章）

由单位或学校出具的出国证明（申请者姓名、职务、工资, 在国外旅游时间，工作单位名称、地址

、负责人电话，加盖公章。出具证明负责人姓名、职务及签字，并附英文翻译件）

奥地利旅游公司出具的费用及责任担保

境外日程安排表（翻译件要齐备）

保险（保额至少3万欧元或三十万元人民币以上，覆盖旅行全程）

户口本原件及其复印件(户口本所有页及加页)

提供由邀请方在其当地主管外事警察局所开列的电子担保信的编号。如果不具备奥地利邀请方出

具的责任担保函：则申请人需提供有足够经济实力的证明（申请人的工资、无冻结的存款证明，

或房产证等。需要原件和翻译件），以及奥地利邀请方出具的邀请信原件，信中应交代清楚申请

人的旅行目的。

注意：从2010年4月5日起，需要申请机场过境签证的申请人如果持有有效的美国，加拿大，日本

或欧洲经济区成员国的签证，不用再申请机场过境签证。过境B（用于过境2至5天）签证被取消将

被取消，但过境A签证（机场过境）申请仍将保留。申请人需要在申根国过境，停留几天再前往

第三国，必须申请C签证。

D+C 签证(MVV) 被 D 签证代替：申请人必须在该D签证签发后六个月内进入荷兰，该D

签证与D+C签证一样，可以适用于在申根国家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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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与汇率

  奥地利通用欧元，目前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在约9:1上下浮动，但最好申请一张欧元信用卡，这

样外出身边就会少备现金，防止治安案件的发生，同时利用信用卡，汇率的兑换也相对简便，需

要网上预订酒店住宿，或者租用汽车等，信用卡都是便利的旅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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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萨尔茨堡的美丽瞬间

   

1、萨尔茨堡要塞 (Festung Hohensalzburg)

要塞始建于1077年的中世纪，是中欧保存最完好，并且从未被攻破过的古城堡。这座萨尔茨堡的

地标坐落在要塞山上（Festungsberg，542米），自1892年就有索道直通要塞底部，不过需要购票，

想锻炼身体的，也可以顺着陡峭的坡道爬上山顶，沿途一览萨尔茨堡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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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门票：成人 10.50 欧元，儿童 (6-14 岁)  6.00欧元，用萨尔斯茨堡卡单次免费。

  开放时间：1-4月和10-12月9.30 am-5 pm ,5-9月9 am-7 pm

  地址：Monchsberg 34

  网址： www.salzburgburgen.at

   

2、萨尔茨堡大教堂（Dom）

要是想领略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典范，就来观赏萨尔茨堡大教堂吧。经过

了三次大火和重建，扩建，这座重获新生的庄严雄伟的建筑目睹了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权力更迭和

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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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大教堂中不但有华美的壁画和雕塑，还有曾经为莫扎特受洗的洗礼池，被天使和圣人鲁伯特和

维吉尔使用过的管风琴等等历史遗迹。缓步在庄严的教堂中，心灵会更加纯净虔诚。

电话：0043662 8047-7950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冬季6.30am-5pm，夏季6.30am-7pm

地址：Domplatz5020，Salzburg

   

3、莫扎特出生地（Mozart’s Birth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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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1773年期间，莫扎特一家曾在粮食大街9号三层的"Hagenauer家"住了26年。1756年1月，音乐

天才莫扎特便在这里出生。1880年这里由莫扎特基金会改造为博物馆，展出了莫扎特从小的生活

场景，成长历程，游历欧洲的路线图，各种乐器，莫扎特全家的肖像画和书信等，还有视频展示

。 

图为莫扎特的出生地(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电话：844 313

  票价：成人7欧元，儿童2.5欧元，拥有国际学生卡也可以打折，用萨尔茨堡卡单次免费

  开放时间：9月至次年6月9:00-17:30，7月和8月9:00-20:00

  地址：Getreidegass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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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扎特故居 (Mozart’s Residence)

莫扎特一家在其出生后，搬家到了这间新居，1773-1780年生活其间，后来就去了维也纳。故居曾

在二战期间遭受轰炸，目前的故居由莫扎特基金会重新修复原貌，展出了莫扎特一家的生活用品

和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原来大音乐家就是这样养成的。 

(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电话：0043 662 874 227

  票价：成人7欧元，儿童2.5欧元，可以和莫扎特出生地一起买联票，加起来只要10欧元

  开放时间：9月至次年6月9:00-17:30，7月和8月9:00-20:00

  地址：Makart Platz 8，5020 Salzburg

   

5、萨尔茨堡老城(Old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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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作为奥地利两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萨尔茨堡老城万幸躲过了数次战争和

二战时期的轰炸，将中世纪的原貌带到人们眼前。老城的中心有粮食大街、莫扎特广场、萨尔茨

堡大教堂等名胜，你可以在那座阿尔卑斯山北麓最大的的巴洛克喷泉前乘着马车，环游老城一周

，偶尔驻足在美丽精致的橱窗前，在粮食大街（Getreidegasse）仰视头顶琳琅满目的铁匠招牌，嗅

着咖啡和巧克力的芬芳，敲开另一个缤纷世界的大门。莫扎特广场前每到圣诞都有热闹的圣诞市

场，这是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古老传统，常有世界各地的游客漂洋过海来感受这里浓烈的圣诞气

氛。来到这里，也别忘记跟音乐大师合个影哦。

   

6、米拉贝尔花园 (Mirabell Palace and Gardens)

米拉贝尔是1606年沃尔夫.迪特里希主教为他的情妇建造的，名称是意大利语，意为“惊人地美丽

”。从公园的西边大门望向前方，可以一路看到萨尔茨堡要塞，将全城美景揽入怀中。

这里绝美的花园正是电影《音乐之声》的主要外景地之一，影片著名歌曲“Do Re Mi”就取景自

米拉贝尔。宫殿中的大理石厅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台阶，新人们常常在公园附近的市政厅领取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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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之后，就来到这里拍摄纪念照片或者结婚照，让台阶上的天使和象征纯洁的独角兽证明自己

的爱情。 

(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电话：0043662 80720

  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清晨—黄昏，冬天开放时间较短

  地址：Mirabellplatz 5020 Salzburg

   

7、海尔布伦宫 (Hellbrunn Palace & Trick Fountains)

海尔布伦宫建于17世纪，是当时大主教的夏宫。这里的喷水池匠心独具，在繁茂的草地，大街上

的古树群，宫殿和池塘到处可以触摸到自然，可以亲自过来体验研究一把。宫殿和民俗博物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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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里的卖点，美丽的自然景色环绕着优雅怡人的寝宫，在这里消磨一天是最佳的选择。

(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门票：通票：成人8欧元，学生6欧元，用萨尔茨堡城市卡单次免费

  开放时间：4、10月9:00-16:30， 5、6、9月9:00-17:30， 7、8月9:00-18:00

  地址：Schlossverwaltung Hellbrunn，A-5020 Salzburg，Fürstenweg 37

  交通：乘坐公共汽车55路从中心火车站到海尔布伦

   

8、萨尔茨堡博物馆 (Salzburg Museum)

位于莫扎特广场的萨尔茨堡博物馆是了解这座城市历史与现实的最好去处。萨尔茨堡博物馆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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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卡罗利诺�奥古斯顿博物馆，于2007年搬到了此处。实物、画作、多媒体、声光电，作为奥地

利博物馆大奖的得主，萨尔茨堡博物馆用最好的事例证明，寓教于乐的重要性。 

(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电话：0043662 620808-700

  门票：成人7欧元，儿童3欧元，萨尔茨堡卡免费参观一次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9 am至5pm，周四 9 am至8 pm ，7、8、12月:周一也开放9 am至5

pm，12月24日9 am至2pm，12月31日9 am至2 pm，1月1日1 pm至5pm

  地址：Mozartplatz 1，5020 Salzburg

   

9、萨尔茨堡周边 (Salzburg surrou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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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尽了人文美景，在萨尔茨堡郊外，你可以尽享奥地利的漫野鲜花，森林，湖水，草原的自然馈

赠。萨尔茨堡周边邻近有很多短途目的地，小镇和村庄都是完美的休闲之所。邻近萨尔茨堡有十

个最有名的小镇: Anthering, Anif, Bergheim, Elixhausen, Elsbethen, Eugendorf, Grossgmain, Gr�dig,

Hallwang 和Wals-Siezenheim，他们都是绝妙的文化、高尔夫、家庭游、休闲游、垂钓、滑雪的目

的地。交通便捷，而美味的特色餐厅遍布：从精致的美食家餐厅到纯朴的小酒馆应有尽有，下榻

的话，舒适的酒店和各类B&B旅馆可以满足每个人的要求。 

塞尔茨堡周边风景(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详询： http://www.salzburg.info/cn/sights/salzburg_environs.htm

   

10、侬山修道院 (Nonnberg Abbey) 

这是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最古老的女修道院，是宗教建筑作品的典范。这里最值得一看的是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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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坐落在圣约翰小教堂门旁的木制哥特式祭坛，历史悠久，令人回味无穷。此外，《音乐之声》

也在侬山修道院拍摄不少场景，仔细寻找的话，或许能够有惊喜的发现。修道院于1696年开始兴

建，1707年完工，雄伟外观和依山而建所形成的气势，壮阔雄浑，鬼斧神工。 

修道院内部(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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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在萨尔茨堡

萨尔茨堡是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从高端奢侈酒店，到乡村特色农庄，再到颇具情趣的客栈，应

有尽有，无论你是高端商务旅行还是穷游背包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所在。

   

1、青年旅舍

Naturfreundehaus

(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电话：841 729

地址：Monchsberg 19；

价格：一个床位13.5欧元

时间：4月中旬到10月中旬，直到秋季学校开学

  建在半山腰，风景怡人，还有一家名为Stadtalm的餐厅可供选择，虽然宿舍不大，但是舒适度

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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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青年旅舍YoHo

(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电话：879 649；网址：www.yoho.at

地址：Paracelsusstrasse 9；

价格：床位15欧元起，单人间27欧元，双人间40欧元，三人间54欧元，不过每天只有10分钟淋浴

时间

  这个旅馆每天都会举行定期的文化活动和派对，以及啤酒畅饮，但它的早餐并非免费，甚至洗

澡超时也要收钱。

HI Hugendgastehaus

电话：842 670-0；

jgh.Salzburg@jgh.zt；

地址：Josef Preis Allee 18

价格：床位13.9欧元起，带淋浴的双人间18欧元，带卫生设施的双人间36欧元

时间：每天早晨11点到晚上1点

  这家店的房间格局比较多样可供选择，也有自己的餐厅和吧台

Institut St Seba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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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71 386

www.st-sebatian-salzburg.at

地址：Linzer Gasse 41

价格：床位17欧元，单间29欧元，双人间48欧元

  这个旅馆附近都是学校的学生，安全和便利程度非常超值，单间和双人间还自带厨房，家庭朋

友出行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一点。

   

2、民宿

Haus Lindner

电话：456 681

info@haus-lindner.at

地址：Panoramaweg 5

价格：双人间30欧元，三人间45欧元

  这里的房间宽敞而舒适，供应早餐，房间里也有很大的客厅和厨房，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除了旅馆，萨尔茨堡还有季节性旅馆，后者是由学生宿舍在夏季改成旅馆的。经济实惠，而且干

净整洁，设施完备，服务人员的英文水平也好。

Pension Elis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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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电话：871 664

地址：Vogelweiderstrasse 52，乘坐15路公共汽车在Breitenfelderstrasse下车即可到达,

价格：单人间35欧元，双人间42欧元，如果要求内置卫生间，价格更高。

  颇具风情的小旅馆，服务周到，交通便利。但是在暑期的旺季，需要及早预定而且价格还会上

浮。

   

3、露营

Camping Kasern露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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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电话：450 576

  campingkasern@aon.at

  地址：Carl Zuckmayer Strasse 4，A1 Nord 大街的正北面就是

  价格：成人每人4.5欧元，汽车3欧元，自备帐篷3欧元

  时间：每年4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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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萨尔茨堡美食

奥地利是沟通东欧和西欧的桥梁，因此美食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所爱。而萨尔茨堡又是有机食品的先锋地区，非常注重食品的营养和安全，这

里的食物比起德国随贵一些，但是一定是上佳的产品。加之德奥人喜爱美酒，无论是葡萄酒、啤

酒还是其他烈酒，老饕们和爱酒客们对此绝对不会失望。 

萨尔茨堡美食

  奥地利的传统美食有维也纳炸猪排(Wiener Schnitzel)，还有从匈牙利传来的红椒牛肉汤（Gulasc

h）和德国香肠、烤肘子(Schweinstelze)都已经融入当地人的食物之中。甜点方面，苹果卷(Apfelstr

udel)是萨尔茨堡人喜爱的一种特色，莫扎特球更是举世闻名了。

Bio Bi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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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想吃素食？就来这里吧。

电话：870 712

价格：主菜5.5欧元

地址：Wolf-Dietrich-Strasse 1

Wilder Mann

  提供传统的奥地利菜肴，位于Getreidegasse。可能是小店太过地道太过著名，到处都是食客。

电话：841 787

价格：主菜5.5到12欧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地址：Getreidegasse 20

Zum Mobren

  最地道的德式烤肉，匈牙利牛肉汤，在这里都能让你一窥究竟。

电话：484 23 97

价格：主菜9到16欧元

地址：Judengasse 9

Stiftskeller st.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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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这个餐厅可以算是全欧洲最古老的餐厅之一了，始建于803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毗邻萨尔茨

堡的圣彼得僧侣院，每天都有不同口味的萨尔茨堡美食轮流上演，还有莫扎特晚餐音乐会。

Augustiner啤酒馆

  这是奥地利最大的啤酒馆之一，也是最大的酿酒厂，来萨尔茨堡一定要到这里体验地道的德奥

风情：偌大的大厅里熙熙攘攘的挤满了畅饮啤酒的人们，配上奶酪香肠和其他小菜，自行取用啤

酒，真是最大的享受。

地址：Mullner Hauptstrate 31

电话0043 662 432274

Café Tomas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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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这应该算是全奥地利最古老的咖啡馆，莫扎特一家就经常到访此处，因此你还有理由不来这里

探访吗？

地址：Alter Markt 9

电话：0043 662 844488

  另外，每年4月到9月，沿着盐河密密麻麻布满了帐篷，趁着美好光景在露天酒吧里享受人生的

人们比比皆是，不妨加入他们，在音乐和欢笑中，感受萨尔茨堡的静谧时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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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萨尔茨堡购物

萨尔茨堡除了莫扎特球，打折季的施华洛世奇水晶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除此之外，各式各样的

莫扎特的纪念品几乎在的每一家纪念品店里都能买到，CD、服饰、手表、餐具，应有尽有。每年

仲夏来看萨尔茨堡艺术节的观众，可以买到最新节目和表演者的CD。

Café Konditorei Furst 

莫扎特球(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这里是购买手工制作莫扎特球最好的地方，蓝色和银色的包装彰显尊贵和精致，无论在店中品尝

还是购买包装精致的礼品，这里都是最好的场所。当然，在萨尔茨堡老城的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

有莫扎特头像的红色莫扎特球商店，各大超市也是应有尽有，所以如果匆匆一瞥，想买回家当纪

念品，那些地方都算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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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redegasse粮食大街 

(图片由网友  @口服液 提供)

在这条屡屡被提及的大街，你可以购买到需要的任何物品，尤其是隐藏在街道中的特色小店，更

是不可不来。老城里有两家施华洛世奇的专卖店，到了每年两次的打折季，准备好让自己的腰包

大出血吧，因为这样的优惠，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闻所未闻的。退税可以在店中直接办理。

Designer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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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跟许多欧洲大城市一样，萨尔茨堡也有自己的奥尔莱斯，作为名牌折扣店，萨尔茨堡的奥特莱斯

一点也不比别的城市逊色。时装、珠宝、鞋类、运动装备、滑雪品牌应有尽有。

Euro Park

在萨尔茨堡的西北部，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达，应该算是这个城市最时尚的购物天堂。距离宜家也

很近，在采购商品的同时去宜家吃个午饭也是不错的选择。几乎全欧洲的时尚品牌在这里汇聚的

满满当当，折扣季时候的盛况更是空前。大厅经常会有农产品的展示与销售，购买一些本地特色

的绿色有机产品回家烹制真是不错的选择。

BILLA，SPAR等廉价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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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知音体 提供)

在萨尔茨堡随处可见BILLA,SPAR等超市的牌子，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关键是价格也很便宜，想买

莫扎特球、美味啤酒、当地特产的熏肉、火腿、奶酪，以及新鲜蔬果等，在这里都可以迅速找到

答案。Leberkase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猪肉香肠，可以在超市找到，市中心车站前的香肠摊也有售卖

，热乎乎的香肠加上面包和黄芥末，是冬日里不可多得的美味。

露天集市

在老城的主要广场，每周定点会有美丽的露天集市的出现。天气好的时候，或者是节日的情形，

都是天堂一般的场景。手工制品、服装、衣帽、蔬果、干货、鲜花、玩具等极富中欧特色的用品

都能够让你眼前一亮。

粮食市场

地址：在安德烈教堂(Andr�kirche)周围

开放时间：周四06:00—13:00（

菜市场

地址：大学广场(Universit�tplatz)和维也纳爱乐街(Wiener-Philharmoniker-Gasse)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06:00—19:00；周六06:00—15:00（圣灵降临节周六06:00—19:00）

旧货市场，旧书、艺术品、杂货、跳蚤和古董收藏品市场

地址：Kajetanerplatz

开放时间：每月的第一个周六08: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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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萨尔茨堡交通

   

1、航班

奥地利是欧洲的心脏，虽然在政治上是个默默无闻的中立国，但是其经济地位和旅游资源，让它

成为交通最为便捷的旅行目的地之一。萨尔茨堡沟通西欧和中欧，交通同样非常便利。

萨尔茨堡莫扎特机场(W.A. Mozart Airport)

作为奥地利的第二大机场，莫扎特机场有通往欧洲主要城市的航班，其中还有许多廉价航线可供

选择。机场距离市中心很近，搭乘公交车也很方便。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火车可以直达慕尼黑机

场，中国国内的航班飞达慕尼黑之后可以直接到达萨尔茨堡。

慕尼黑机场

慕尼黑作为欧洲与中国有直接航线的大都市之一，也是距离萨尔茨堡最近的大城市，新近开放的

现代化机场提供许多国际航线，是到奥地利旅游的中心港之一。驾车或乘火车只需两个小时就可

到达萨尔茨堡 (200 公里)，可以利用拜仁票自由的往返两地。

维也纳机场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与中国也有直接航班往来，所以可以从维也纳乘坐飞机、驾车或者火车

来到萨尔茨堡，距离萨尔茨堡四个半小时车程。

   

2、火车

萨尔茨堡火车总站连接整个欧洲。通过Intercity（城市快车）和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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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国际特快），你可以到达欧洲所有主要城市。

萨尔茨堡火车站 Hauptbahnhof Salzburg

地址：Südtrioler Platz 1 邮编：5020 Salzburg

电话：+43(0)662 88870

交通：公共汽车 1，2，5，6，33，51，55，77／火车总站

奥地利的国家铁路公司OBB还有德国国家铁路DB都提供了畅达欧洲各地的火车旅行方式，舒适快

捷。其中萨尔茨堡与德国拜仁州的联系最为紧密，除了廉价的拜仁票之外，还有城际大巴和水路

沟通。

DB的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所有班次经过萨尔茨堡的火车情况：

www.bahn.de/

   

3、驾车

萨尔茨堡与德国毗邻，德奥两地的高速公路网异常便捷，，所以从欧洲各地都能很容易地到达，

租车尤其方便，在机场、火车站、萨尔茨堡官网上都可以进行预定，Europcar,

Hertz等都是不错的品牌，也可以拨打预定电话：0043 662 2284.

 

   

4、自行车

萨尔茨堡气候舒适，城市功能合理，还有特别设计的自行车道，因此是骑车环游最佳的去处。在

萨尔茨堡火车站以及老城的State

Bridge都可以租到自行车，按天计价，有萨尔茨堡卡的旅行者会享受到20%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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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游船Stadtschiff-Fahrt/City Cruise

在萨尔茨堡的盐河上，每年5到9月都有玻璃游船往来交通，让你遍览这个城市的美好。

游览路线：从Markart 桥出发, 沿着Salzach河到�berfuhr桥然后返回。 

图为萨尔茨堡盐河(图片由网友  @星巴克 提供)

价格：9欧元每人，可以以加入任何一个时段的旅行

地址：Anton-Adlgasser-Weg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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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3(0)662 825858

传真：+43(0)662 825859

游览时间：五月、九月：10:00—17:00；

          六月：09:30—18:00；

          七月、八月：09:3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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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萨尔茨堡行程推荐

萨尔茨堡不大，一日到两日便可游完，但是若想细细品味这个城市的美丽，小住几日是更理想的

选择。

第一日：起个大早，先漫游一下萨尔茨堡老城，感受这个城市在晨光中渐渐苏醒的身姿。之后来

到萨尔茨堡大教堂，听一场庄严的弥撒，然后闲逛一下大教堂前面的市集。接下来，开始探索音

乐大师的成长历程。先在莫扎特广场瞻仰一下伟人的身姿，接着踏上粮食大街，来到莫扎特的出

生地。穿过盐河上的莫扎特桥，来到河对岸的莫扎特故居参观，用音乐洗洗耳朵。

下午，来到米拉贝尔花园回忆音乐之声的动人旋律。傍晚，在老城里吃晚饭，等待天色微暗，抑

或细雨蒙蒙，登上萨尔茨堡要塞，探秘古城堡的神秘惊奇，再在灯火阑珊中俯瞰整个城市的月夜

美丽。走下城堡，在饮马池前驻足，再走近老城里的一家酒吧，走近城市欢乐的夜里去。

第二日：清早起来，出城前去海尔布伦宫参观，如果时间来得及，在回程之前去趟侬山修道院。

下午回到城里，可以探访一下萨尔茨堡博物馆，整体了解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来。晚上不妨去EuroP

ark转转，这座现代化的购物中心营业时间长，可以让你购买到想要的任何物品。

第三日：如果今天还想继续停留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不妨逛逛萨尔茨堡周边的小镇，做一次

德奥农夫：试试骑马滑草，学学茜茜公主的飒爽英姿；泛舟湖面钓几条鳟鱼，追忆茜茜公主婚船

驶过的盛大景象；最后不要忘记盐矿探险，萨尔茨堡以盐矿起家，赶紧戴起安全帽，下到几百米

深的矿井里，看看盐是怎么开采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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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 萨尔茨堡电压与中国一样，但用的插头是圆头双孔，与中国不同，是为“德标”，在中国的超

市可以买到转换插头，最好临行前备好。

2. 奥地利通行德语，在洗手间门口看到“H”字样是男用，“D”字样是女用，可别闹笑话。

3. 奥地利与中国有6小时的时差（夏令时），冬季变为7小时。

4. 在奥地利的餐馆就餐，服务费是需要的，约为10%。

5. 中国国内的手机可以在出国前前往相关营业厅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在奥地利可以照常使用，只

是在萨尔茨堡拨打国内电话的价格不菲，所以最好到了奥地利后买一张当地的预存话费的手机卡

，在超市、烟酒店都能买到，每次充值使用，价格低廉。

6. 奥地利有很多餐厅或者酒吧都提供无线上网，萨尔茨堡老城里的麦当劳就能搜到免费信号。

7. 萨尔茨堡不大，靠近德奥边境，老城更是靠走路就可以游遍，公交车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萨

尔茨堡的公交卡可以在车站或者烟酒店购买，也可以上车向司机购买，不过价格稍贵些，车上没

有检票员们，基本上大家全凭自觉，不过一旦逃票被抓住，惩罚也是相当的严重，所以诚信为先

，大家千万要遵守哦。

8. 如果从慕尼黑前去萨尔茨堡非常的方便，可以购买“拜仁票”（Bayern Ticket），在拜仁州（巴

伐利亚州）全境皆可使用，凑齐五人总共才28欧，所以五人行最为便宜划来，24小时内如果往返

，只用买一张票即可，所以好好规划行程十分重要。

9. 距离德国、瑞士、捷克和匈牙利近是萨尔茨堡四通八达的特质，无论是去慕尼黑、国王湖、新

天鹅堡还是布拉格、苏黎世、布达佩斯，萨尔茨堡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火车、大巴或者驾

车游览都是很好的选择。

10. 推荐在萨堡行前看看电影《音乐之声》《茜茜公主》，对德奥的风光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11.萨尔茨堡与大城市不同，生活比较朴素，商店超市都是周日关门，所以一定要在周六商店超市

下班前备好食物，不然周日想找个地方打牙祭，不是那么简单的哦。

12.萨尔茨堡城市卡是萨尔茨堡引以为傲的旅行纪念，它分为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三种，持有

萨尔茨堡卡的游客可以在时间范围内任意搭乘城市交通，甚至包括城堡缆车和盐河游览船，并且

可以免费参观大多数的景点和博物馆，部分著名餐厅还可以打折，以及文化活动的折扣等等。对

于大多数游客而言，这是最理想贴心的旅程伙伴了。

萨尔茨堡城市卡在火车站、旅馆前台、烟酒店、超市、机场、旅游信息中心等都可以购买的到，

最新的票价和折扣信息在：http://www.salzburg.info/cn/sights/salzburg_card/

13.如果在萨尔茨堡停留更久的时间，建议购买一张公交周票，在烟酒店可以买到，价位最低；同

时在车站前的自动售票机上以及司机处也可以购得，上车之后记得在打卡机上打上日期和时间作

为生效的印记。

14.萨尔茨堡的主要节日都与音乐和文化有关：

每年1月 莫扎特周 冬季的古典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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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仅次于萨尔茨堡艺术节

3月到4月初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

卡拉扬创办的音乐节，昭示着春天的来临，文化活跃、万物复苏的到来

7月 夏季舞台艺术节

舞蹈与戏剧的大展台

7月底到8月底 萨尔茨堡艺术节

一年一度，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性艺术节，全世界最著名的古典乐团和艺术家都汇聚于此，共襄盛

举。

9月底到十月初

“十月节”也就是啤酒节，畅饮啤酒是这个丰收日的主题

10月中旬到下旬 萨尔茨堡文化日

是秋季的艺术文化大展堂，来这里欣赏最美的秋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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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萨尔茨堡光影记录

《音乐之声》

图为《音乐之声》的海报与剧照

      这部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音乐片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萨尔茨堡。电影的外

景也在萨尔茨堡市及周边地区拍摄。这部影片上映后在全球引起极大轰动，并囊获5项奥斯卡大奖

。

      影片中，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绿草如茵的高山草场、清澈碧绿的湖水，女教师与

孩子们唱歌、雀跃、奔跑，歌声在山谷回荡⋯⋯电影中的这些场景深深打动了全世界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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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洋溢着音乐的高贵气息与迷人的湖光山色——这就是人们梦中的萨尔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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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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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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