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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维发利 – 来认识它吧! 

卡罗维发利位于捷克共和国的西

部距离布拉格约120公里的特普拉

河和奥赫热河两条河流之汇合处

。它是捷克共和国上最大和最有

名的温泉市。 

该市由查理四世始建于14世纪。

关于当地源泉的发现传说，乃有

一日查理四世大帝以及陪侍在当

地森林狩猎旅行，皇帝的猎犬追

逐梅花鹿，猎人听到狗的吠叫声

并认为狗因追逐动物而受伤了，

迅速赶到沼泽并在那里听到狗叫

声。原来狗掉进了沸腾的水池，

在现在涌出最丰富的喷泉处–大

热泉。牠没烫伤并且伤口愈合了

。当皇帝得知这件事后立即到该

处把自己的四肢浸入水中，他的

身体奇迹般地痊愈了。然后，他

下令居住在泉眼源头周围，由此

开始了当地著名的温泉中心的时

代。据传说皇帝在他的狩猎团偶

然发现泉眼涌出后迅速建立该市

。酒店的温泉设施在16世纪就已

受到许多贵族家庭和富有市民的

青睐。由于一连串的自然灾害，

从那个时期只有少数幸存的建筑

物。今日大多数所见的建筑是18

世纪和19世纪修建的，当时城市

经历其“旺盛期”。 

 

 

 

 

 

关于卡罗维发利的几个数字 

建立时间  14世纪下半 

总人口   51,000 人 

总面积   59.10平方公里 

床位数  近10000 个 

海拔  370-600 米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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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维发利    

   

 距布拉格  120 公里 

距玛丽亚温泉市  50 公里 

距捷克克鲁姆洛夫 250 公里 

距慕尼黑   320 公里 

距维也纳   460 公里 

距法兰克福   380 公里 

距莫斯科  2100 公里 

卡罗维发利 - 捷克最大的温泉市，

保有超过600多年的传统，位于欧洲

中部。它位于捷克共和国的西部距离

布拉格约120公里的特普拉河和奥赫

热河两条河流之汇合处。该温泉不仅

能由汽车运输抵达，也有飞机航班可

抵当地的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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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泉区的入口以及停车选择 

该温泉区有着严谨的运输体系及非常有限

的停车选择，入口路标即标出限制“仅准

持许可证的车辆和已缴费给市立警察的车

辆进入”。对于卸载目的一次性进入, 或

是在抵达以及离开装卸行李都须提供书面

的住宿证明书。然后车辆必须停放在指定

的停车场。进入温泉区一次性许可需缴交

给市立警察厅，地址为Moskevská 34号，

电话：+420 353 118 917，关于停车信息

可以直接从酒店或是信息中心分部获得。 

 

在住宿期间，您可以利用公共交通网的优

势，这对来访的疗养患者都是免费的。另

外明智的方法是利用该市的缆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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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温泉 

卡罗维发利是世界著名的温泉疗养中心，这是城

市成立至今十分发展和完善。基于独特的使用15

泉眼饮用治疗，泡浴和其他一些程序，特别的水

疗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治疗结合自然医学

与现代医疗方法。 

 

它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因消化系统、肌肉骨骼系统

、肝脏、胰腺、胆囊疾病、代谢性或神经方面的

问题，或是牙周炎、痛风、肥胖和糖尿病等疾病

受苦的患者。局部治疗也被证明具预防作用。它

有助于预防许多生活方式疾病，与衰老相关的疾

病，甚至手术后的并发症。温泉的效果是长期的

。患者治疗结束后的正面影响将持续几个月的时

间。另外，治疗基于天然资源的疗程，没有不良

的副作用。  

 

温泉疗养提供量身定制的住宿套餐 - 医疗或健

康疗养。温泉并提供整形外科、消化内科、眼科

和牙科或试管婴儿专业化的检查和程序。 

 

卡罗维发利的温泉治疗包括使用矿物温泉的治疗

程序。为了有治疗感必须采取至少三周的时间。

抵达后前往温泉疗养中心医生将进行体检，并规

定相应的处理。每日安排不同的按摩、沐浴和饮

用治疗的作息时间，这些必须严格遵守，效果很

快就会出现。在大多数浴室的程序是大同小异的

，包括泡泡浴、干碳酸浴、泥浴、矿泉浴、漩涡

浴、矿泉浴、苏格兰淋浴、桑拿浴室、蒸汽浴室

、按摩、淋巴引流（手动或机器）、按摩推拿、

按摩水（hydropunktura）、激光疗法、石蜡、

泥敷、运动治疗（个人或团体）、水中体操、冷

冻疗法、气体注射（pneumopuncture）、氧气疗

法、吸入、浮动、肠道灌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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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眼 

 

在卡罗维发利利用的是从地质断层从2500米的深

度涌出的热矿泉治疗。各出水口具有不同的组成

和温度。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二氧化碳的含

量。各个泉眼组成或治疗作用超过650年，它们

的使用并没有改变。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温泉水是

由化学成份的碳酸氢盐，氯化物，硫酸盐，钠温

泉及总矿化约每升6.4克，pH值介于6.8至7.0以

及含有介于每升250-1600毫克之溶解的二氧化碳

。自中世纪起，卡罗维发利的矿泉温水疗效就已

被周知。而于16世纪期间，卡罗维发利便开始了

第一间取温泉水用于沐浴用途的温泉房。在18世

纪的60年代，卡罗维发利医师大卫•贝赫尔

(David Becher)发现药用泉中二氧化碳的存在，

而且从水中很快消失。他的想法是从热温泉马上

饮用。为了使用的饮用医疗资源和在恶劣的天气

下,于是在泉眼上建盖了简单的小棚和凉亭，以

挽救温泉的客人和患者逐渐不足。在19世纪初开

始，因泉眼从拥有高贵长柱的回廊大厅涌出，回

廊为今日温泉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卡罗维发利

成为捷克共和国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温泉城市与众

多的矿泉，现今被称

  

岩石泉  摄氏46.9度 

蛇泉  摄氏28.7度 

果园泉  摄氏41.6度 

自由泉  摄氏62.4度 

莉布舍泉 摄氏63度 

瓦茨拉夫一世公爵泉  摄氏65度 

瓦茨拉夫二世公爵泉  摄氏64.3度 

磨坊泉  摄氏56度 

鲁萨尔卡泉 摄氏60度 

市集泉  摄氏65.2度 

查理四世泉 摄氏64度 

下宫堡泉 摄氏55度 

上宫堡泉 摄氏55.9度 

大热泉  摄氏73度 

史杰邦卡泉 摄氏14.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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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跟名胜

今日卡罗维发利的风貌，尤其是温泉区特别受到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建筑风格深远影响，承载

了历史主义和新兴新艺术风格。现代卡罗维发利

最重要的塑造家为维也纳建筑师费迪南德•费尔

讷尔(Ferdinand Fellner)和赫尔曼•赫尔美尔

(Hermann Helmer), 他们参与了许多当地景点的

架构规划，如皇家温泉、市政剧院、市场回廊和

果园回廊。在其它显着的建筑瑰宝如磨坊回廊是

建筑师约瑟夫•齐特克(Josef Zítek)所设计的;

圣玛达肋纳的玛利亚教堂是著名的克利安•伊格

纳兹•迪恩成霍夫（Kilián Ignác 

Dientzenhofer）所设计的; 还有圣彼得和保罗

东正教教堂及圣卢克教堂等。法国建筑先驱勒•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称为本地风格为“总汇

蛋糕”。体系结构的丰富氛围，与城市和自然之

美的百年历史吸引了许多创造家前来。卡罗维发

利吸引了出名的温泉疗养客人，诸如目前的君主

、艺术家、作曲家、政客和社交家，如查理四世

、沙皇彼得大帝，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安东宁•德沃夏克

(Antonín Dvořák)、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

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瓦茨拉夫•哈

维尔(Václav Havel)及傑哈•德巴狄厄(Gerard 

Depar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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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回廊 

 
果园回廊(1880年,费尔讷尔(Fellner)和赫尔美尔(Helmer)) 

此座装饰组合式铸铁回廊是过去所称布兰斯季馆的音乐厅和餐馆的最后残余

部分，建于1880年至1881年间根据著名维也纳建筑师费尔讷尔(Fellner)和

赫尔美尔(Helmer)的设计项目。自2001年以来在回廊内涌出蛇泉，并且从回

廊也可达到军事疗养院地下的果园泉。 

 

磨坊回廊(1871年至1881年间,约瑟夫•齐特克(Josef Zítek)) 

此座新文艺复兴天然石材回廊建于1871年至1881年时期中根据捷克优秀建筑

师约瑟夫•齐特克(Josef Zítek)所设计的项目。回廊的飞檐矮墙有十二座

砂岩寓言雕像，其代表一年中的各个月。回廊長132米，有124根科林斯圓柱

，在此共有五个矿泉眼涌出，其中包括：磨坊泉、鲁萨尔卡泉、瓦茨拉夫公

爵泉、莉布舍泉和岩石泉。 

 

市场回廊(1883年,费尔讷尔(Fellner)和赫尔美尔(Helmer)) 

市场回廊兴建于1882年到1883年时期根据两名著名维也纳的建筑师费尔纳尔

和赫尔美尔的设计项目，修建在宫堡楼下的传统市集小广场上，是瑞士风格

丰富木制雕刻的回廊。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回廊经过完整的修复。市场回

廊里面涌出3个矿泉泉眼：查理四世泉、下宫堡泉和市集泉。 

 

大热泉回廊(1969年至1975年间,佛特鲁巴(Votruba)教授) 

现代功能主义风格的玻璃包铁混凝土回廊建于1975年，而覆盖卡罗维发利最

流行的矿物温泉。大热泉在独立温泉回廊喷出12米高度的喷泉。在此处本回

廊已经是第三个温泉回廊类的建筑。本处最早期于1826年建造了一座帝国建

筑风格的柱廊，后来在1878年至1879年时期中以维也纳建筑师费尔讷尔和赫

尔美尔的美丽铸铁柱廊所取代。  

 

宫堡回廊(1910年至1912年间,约翰•弗里德里希•奥曼) 

根据维也纳建筑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奥曼于1910年至1912年时期间修建了

宫堡回廊，于21世纪初期宫堡回廊改建为宫堡温泉中心，今日仅为其客户专

用。宫堡回廊内可观赏矿泉神砂岩浮雕极品。现在只有凉亭和上宫堡泉免费

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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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公园 

在快节奏的温泉市卡罗维发利的18世纪中期后发生变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数量空前剧增。除了宏伟的建筑、酒店和伴随着热泉眼的公共回廊开始在第一个

城市公共公园和花园出现，及用于散步和放松的温泉设施。早于西元1756年，伯爵鲁道夫•周特(Rudolf Chotek)便于特普拉河(Teplé)的河岸种植板栗树廊。

由此他也是第一个建造了可俯瞰山谷中城市的森林回廊的人。约翰•格奥尔•普普（Johann Georg Pupp）在捷克馆前不只植树而已，其成就了著名的普普林荫

道，种植了12棵成排的菩提树，尔后被改成板栗树。随后，其它的市立公园也逐渐跟进改变。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绿意盎然小岛，被森林围绕着，充份给与卡

罗维发利带来愉悦的气氛也助益了温泉水疗的功效。 

 
日式花园 

日本禅宗冥想花园于1998年按一名来自草津市主要日本花园建筑设计师野村

坎吉(Kanji Nomura)而建。独特的天然寺，石日本禅宗花园是建立在一个带

内拱的圆形的平面布局，象征阴阳的原则。白砂石代表了东西半球之间的海

域。由一块石头形状为一艘船是从东岸出航到西部。海的中间矗立一块所象

征出哈娜•巴尔兹的石头，乃是所连接东方和西方的美德。石灯笼提供充足

的光线，而佛像则作为正派人生道路的指标。 

 

史麥塔納花园  

其公园是以捷克著名的作曲家史麥塔纳而命名，且保留了原始风貌及布局。

公园是仿巴洛克式的阿尔泽比亚水疗中心而建，其前方有座由西元1963年白

迪斯拉夫.班得（Břetislav Bend）建造的裸身女子雕像喷水池。面对水疗

中心的正方，有种植四排菩提树，形成一道道绿色的墙。在花园开端的特征

是每天早上位于中心的一个花坛点缀出当天的日期。在公园小径两旁的排凳

，邀请您来一同来舒适休憩。 

 

德沃夏克花园 

1974年，温泉区的起点设置城市公园由建筑师A•彼得重新设计，以纪念著

名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而命名。该公园树立一个卡罗维发利雕塑家卡雷儿

•坤聂许(Karle Kuneš)为纪念德沃夏克的雕塑。在公园地区还有两棵参天

的纪念树。花园的法国梧桐树树干周长达452厘米和大约23米的高度，树龄

大约200年。而德沃夏克的法国梧桐树树干周长则达472厘米高度约为22米,

并且树龄都超过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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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眺望塔及瞭望台 

 
卡罗维发利的山部和温泉市邻近的丘陵自19世纪初成为温泉客人的热门目的地。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旅游业的发展和浪漫主义的出现而改造了原来的面貌，并

且提供给广大市民。在温泉森林开始出现的木制眺望凉亭、石塔和瞭望台及增设了度假餐馆和咖啡馆。 

 

戴安娜眺望塔 

建于1914年巨砖的木制环绕阳台眺望塔位于普普大酒店友谊丘(Výšina)上。

您可以沿着森林小径徒步或缆车到达。坐缆车大约需要三分钟。 

 

麋鹿跳台之瞭望台 

卡罗维发利市中心的正上方有个麋鹿跳台，其跳台旁的岩石上有着温泉镇最

古老的观景木制凉亭建筑物。此观景凉亭是由出生于卡罗维发利的维也纳富

有商人- 梅耶(Mayer)先生，于西元1804年托人所建造，为此，观景亭又叫

做梅耶观景亭。附近岩石有卡罗维发利市标志- 羚羊。 

 

查里四世之瞭望塔 

现存最古老的卡罗维发利瞭望塔是建于1876年在观赏全景温泉树林内之处。

从那儿是眺望城市美景的最佳选择。仿哥德式砖造宣礼塔型瞭望塔有两个眺

望回廊，而是仿自于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镇(Schleswig)的观景塔。当时建

造此景塔时，是以帝王弗兰茨•约瑟夫(František Josef)而命名。此瞭望

塔于西元1877年的温泉季首次开放民众参观。 

 

 

三个十字架之瞭望亭  

大约西元1640年左右，三个巨大的木制十字架竖立于山顶上，象征着天主教

再次成功地传播于城镇间，其次十字架也是圣经各各他(Golgota)的象征之

一。然而自19世纪初，便有记载其当时坎光树林的山顶已备有舒适的步道供

观赏美景用。并且于西元1912年也开始建造缆车行驶至所规划建造的丘顶上

酒店。但所有的计划都最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疾而终。今日在此地，还可

隐约见到先前建造缆车工程所留下的水泥槽、缆车上站基地以及其它建筑的

废墟。 

 

歌德瞭望塔 

比利时史蒂芬妮公主被卡罗维发利上方的“永恒生命”山坡的美景所吸引，

便提议于此建造瞭望塔。史蒂芬妮公主是奥地利皇储鲁道夫•哈布斯堡 

(Rudolf Habsbursk) 的妻子。有一次，当她造访附近的温泉中心时，在无

意间散步时，看到此美景所留下的深刻印象。这座华丽的观光餐厅有着观景

塔，其是由著名的奥地利建筑师费迪南德•费尔讷尔（Ferdinand Fellner

）和赫尔曼•赫尔美尔(Hermann Helmer) 于西元1888至1889年间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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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四. 厉史性建筑 

 
市立剧院（西元1886 年,  费尔纳（FELLNER）和赫尔默（HELMER) 

双人组的费尔纳和赫尔默工作室，为卡罗维发利建造了栋新巴罗克式剧院。

如果您认为它的外观很美丽，那么它的内部更会令您叹为观止。其内部有着

画家法兰克•马汉（F. Matschem）以讬寓艺术方式的绘画及幕帘。 

 

宫堡塔 

原本是座由帝王查里四世于西元1358年左右建造的哥特式建物。但因被西元

1604的一场无情大火烧成废墟。后来重建成巴洛克式风格，而仅存的堡塔。 

 

天文台（欧舒娃•法拉塔(Olšová Vrata)） 

感谢机器式的望远镜，提供了可即时观察各种天象。 

 

三个黑人之屋 （西元1910年,  弗•奥赫曼 (F. OHMANN)) 

位于史塔拉路卡 (Stara Louka) 的三个黑人之屋，曾经是约翰•沃尔夫冈

•歌德（J. W. Goethe）造访卡罗维发利时最常光临的地方。 

 

 

邮政宫廷 (西元1791元) 

该建筑具有古典主义的气息。其主要是内部充满着浪漫的设计。原本

是用于马匹载运邮件货物，但现今虽庭院依旧，却用于庆典活动或音

乐会。 

 

总邮局 （西元1900- 1904年，弗里德•里希吉（FRIEDRICH SETZ）） 

此为奥匈帝国时期最现代化的邮政业务之一。在其第三层楼，有四个

寓意雕像作为装饰，代表着当时沟通的四大要件；电报，铁路运输，

水运和邮件。 

 

皇家温泉- 第一号矿泉疗养院 （西元1895年, 费尔纳（FELLNER）和赫尔默

（HELMER)) 

于西元1893至1895年中期，由位于卡罗维发利南部前市立啤酒厂，所建造的

现代风格的气派温泉馆，其乃是根据著名维也纳设计师 费迪南德. 费尔纳

(Ferdinand Fellner) 和赫尔曼.赫尔默(Herman Helmer) 的设计而建造。

并于西元1895年5月5日放置最后一块基石，而举行隆重开幕仪式。皇家温泉

曾经是奥匈帝国时期最豪华且具有最先进疗程及矿泉疗养设备的温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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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五. 教堂建筑物 

圣玛达肋纳的玛利亚教堂（西元1737年 克利安•伊格纳兹•迪恩成霍夫

(KILIÁN IGNÁC DIENTZENHOFER)） 

Náměstí Svobody 2, Karlovy Vary  

于西元1733至1736年，根据捷克著名建筑师克利安·伊格纳兹·迪恩成霍夫

(Kilián Ignác Dientzenhofer) 的设计而建造的巴洛克式教长大教堂。并

且与于西元1736年10月1日，由欧迪斯基教长（Ottick）于教堂灯笼内放置

最后的石块，象徵教堂的建造完成。此座宏伟的圣殿于西元2010年被宣布为

捷克共和国的国家文化古迹之一。其教堂内，可观赏到18世纪时期富丽堂皇

的巴洛克式家具。除外，在地下室，有值得注意的原哥特式教堂的独特埋葬

墓穴，其保存了先前墓地的遗骸。 

 

圣彼得和保罗东正教教堂 (西元1898年 威德曼) 

Krále Jiřího 26, Karlovy Vary 

此座装饰精美的拜占庭教堂是根据弗朗齐歇克矿泉村（Františkový Lázně

）的建筑师古斯塔夫•威德曼（Gustav Widemann）于西元1893至1898年时

期,在当时新开发的西端(Westend)豪华别墅区所建造。其是以莫斯科附近的

奥斯坦金城（Ostankin）的古俄罗斯拜占庭的教堂作为其设计榜样。您将不

会错过此独特且巨大的建物，其部份建物还曾得到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赞助

。 

 

圣彼得和保罗之福音教堂 (1856, ZEISSIG) 

原本于西元1854 -1856年由建筑师古斯塔夫•海涅（Gustav Hein）所建造

之简单且无高塔的仿罗马式教堂。由土地所有人- 伯爵夫人斯鲁伯•格存

(Schamburg-Lippe)将其位于卡罗维发利市啤酒厂后面也就是今日的皇家温

泉所在地的土地捐出，让所有来到此地的非天主教的温泉游客所使用。新教

堂是于西元1856年7月1日举行祝圣仪式。之后于卡罗维发利的 “黄金时代

”期间，英国国教和东正教先后建造其自教堂，所以后来此教堂仅成为路德

教所使用。 

 

圣卢卡斯之英国国教教堂 （西元1877年，莫德斯博士DR. MOTHES） 

仿哥特式的圣卢卡斯之英国国教教堂是于西元1876-1877年由到此地的英国

温泉游客的财务赞助，而卡罗维发利的当地建商约瑟夫·斯瓦克（Josef 

Slowak）所建造。其规划是由奥斯卡·莫德斯博士 (Dr. Oskar Mothes) 根

据德国莱比锡市建设局的城堡坡地露台所设计。该建物是基于英国仿哥特式

的浪漫风格所造，外墙无使用任何石灰，以致增添几分异国风味。有拉丁十

字架和巨大的桥墩建造于屋顶的双船头式外观，且上方设有斜木方塔和画

廊。 

 
 

  
 
 
 
 
 
 
 
 
 
 
 
 



卡罗维发利 – 文化盛事摘要 

卡罗维发利信息中心分部将十分乐意为您提供当前的文化盛事, 或是请您访问持续更新的城市网 www.karlovyvary.cz 

 
 
 
 

 

 

 

 

 

 

 

       

 

 

  

 

 

 

回廊音乐会 五月到九月 该音乐会连同其他的音乐会在磨坊回廊举行, 该音乐会免费入场并且在摄氏16度下举办  

矿泉疗养季节的开幕活动 五月 欢庆温泉季开幕伴随丰富的文化活动 

卡罗维发利美食节 五月 
美食活动结合与展会烹饪艺术，以及厨师和调酒师技巧的竞赛。该活动的亮点是进行传

统活动的高潮, 乃按照捷克电影“厨师，逃离”(Vrchní, prchni)的活动 

卡罗维发利嘉年华会 六月 
该日温泉市街道转换成一个充满戏剧面具、音乐家、花车和表演的舞台。在现场您可以

自己制作您特有的面具和口罩，还有踩高跷比赛或可尝试杂耍 

国际电影节 七月 

没有人会愿意错过这个盛事。近年来您可在这里看到勞勃•狄尼洛 (Robert De Niro)、勞勃

•瑞福(Robert Redford)、莎朗•史東(Sharon Stone)、约翰•马克维奇(John Malkovich)、蘇珊•

莎蘭登(Susan Sarandon)及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等大牌巨星 

贝多芬之日音乐节 八月 
为一音乐节。该节日于1992年在卡罗维发利开始举办，是了为纪念作曲家曾于1812年在

该市的停留 

卡罗维发利民俗艺术节 九月 

几乎所有的节庆节目有各种年龄层的游客，从儿童到老人，您有机会跳舞、唱歌、玩耍

或作画，或只是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节奏和旋律，或可观赏舞台上穿着各种民俗服饰的

舞者 

卡罗维发利秋季德沃夏克秋季音乐节 九月 
1951年举办了第一届德沃夏克音乐节, 并于1954年举办第二届作曲家逝世50周年庆, 且

丛1959年9月开始定期举办名为德沃夏克秋季音乐节 

旅游电影国际电影节 十月 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旅游电影节之一 

国际爵士音乐节 十月 
因其艺术水平而为该区最重要的文化盛事件，也是在捷克共和国最热门的爵士音乐节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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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摘要  

 

 

 

 

 

 

 

  

 

 

 

 

 

 

 

 

 

 

卡罗维发利半马拉松赛  五月 重大体育赛事使得卡罗维发利的街道挤进来自世界超过3000名的选手  

卡罗维发利铁人三项赛  八月 城市铁人三项赛传统上是在8月第三个周末举行。这项比赛举行几乎涵盖整

个城市。游泳部分在天然游泳池罗拉瓦休闲中心(koupaliště Rolava)举

办。跑步和骑自行车的路线均进入商业区和温泉区。该盛事还包含多彩多

姿的节目  

赛马 六月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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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活动 

卡罗维发利的多样化休闲活动将令您感到无限惊喜，在这儿，您将不会有沉闷无聊的时刻...。 

温泉有超过一百公里的疗养游览标示路线，

很适合步行游客和自行车游客到此。其路线

还可指引旅客们至新开幕的 圣林哈特吊索乐

园(Svatý Linhart)。然而，卡罗维发利也有

健全的自行车道路线网，其主要路线是沿着

奥赫热河(Ohře)而行。除外，也有载运单车

的公车和火车，方便载运您的自行车至您要

骑乘的起点。您还可参观信息中心分部， 因

为在那儿提供疗养森林及附近的旅游指南和

多种自行车路线图。如果您无法想象您的假

期只是个没有活力的运动和简单的散步，那

不妨利用这里琳琅满目的运动设施。在运动

方面，特别是高尔夫球和网球，已经在卡罗

维发利有着悠久的传统了。这儿是个极度受

高尔夫球爱好者欢迎的地方。其附近至少有5

座高水准的高尔夫球场，且有座球场还位于

市中心。其中最有名的18洞高尔夫球场是建

于西元1933年临近的欧舒法特城(Olšových 

Vrat) (它不仅是属于波希米亚最古老之一的

球场，也是中欧最古老的球场之一)。  

如果您较喜欢水上活动，则可沿着奥赫热河

，划航至海布(Cheb)或利托梅日采

(Litoměřice)。在卡罗维发利您几乎可以全

年无休地通航。其奥赫热河流经了美丽的自

然风光和历史遗迹。如果您喜欢游泳池，不

论是室内或室外的，该地也有不少选择。 

利用罗拉瓦休闲中心(Rolava)， 来达到完全

的休息和放松， 它是个提供全家休憩的地方

。至于直排轮爱好者，则可选择蜿蜒奥赫热

区(Meandr Ohře)， 那儿不仅有直排轮溜道

，还有儿童游戏场。 

 

举凡参观戴安娜眺望塔或是去验证对绳索障

碍攀爬勇气的圣林哈特吊索乐园（Svatý 

Linhart）。在水疗森林区内的吊桥上观看野

生动物。在奥德河上，测试泛舟技术，并从

少见视角欣赏美丽的卡罗维发利城市。种种

更多关于捷克最大温泉中心的景点及活动，

请至其官方网站 www.karlovyvary.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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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罗维发利 

伴随形成的温泉沉积物。这证明了温泉是由16米

厚的层凝灰岩而形成，其位于大热泉回廊下面，

介于圣玛达肋纳的玛利亚教堂和歌剧院及磨坊回

廊附近。自18世纪起，便用其制造成各种纪念品

。 

豆岩 - 是一种在卡罗维发利的沉积岩也被称为

“豆石”，有着多种大小形状；像是凝结成一块

的、颗粒状的或弹珠状的文石。并且豆石也是被

装饰于圣玛达肋纳的玛利亚教堂内的祭坛桌上。

您可以参加大热泉回廊地下随道的精选路线导览

，亲 

 

 

眼目睹如何石化而变成卡罗维发利石玫瑰的制造

过程。 

温泉杯是每位在这儿的旅客不可或缺的器具。其

始源于16世纪，为了不让温泉水烫伤和泼湿，便

将温泉水放于简单且有手握把的玻璃容器内。而

到了17世纪，才开始用瓦材制成温泉杯。随后，

更使用磨砂玻璃制成仿瓷的温泉杯，最后于19世

纪初，开始正式于瓷器厂生产制成瓷器温泉杯，

此便一直沿用至今。 

自西元1764年起，在医师大卫.贝赫洛夫的倡导

下 

 

 

，开始生产和销售温泉热盐，其可取代温泉浴（

只需将热盐加入水即可）。 

今日卡罗维发利的热盐对于胃粘膜，小肠，肝，

胆囊和胰腺已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并且它可以改

善下列症状： 胃痛，胃和十二指肠的消化性溃

疡，便秘，胰腺疾病，糖尿病，肝病，肥胖和脂

类代谢问题以及痛风和尿结石的预防。 

温泉水也被用于制造温泉饼的材料。卡罗维发利

化妆品是使用其矿泉水而制成的各式各样产品，

上至牙膏，沐浴盐，古龙水下至按摩乳液等。并

且卡罗维发利矿泉水也是烧煮传统卡罗维发利咖

啡的比备要件。当漫步于卡罗维发利的温泉区， 

您会发现在这儿的人们都不管时间也不绝望地悠

闲自在。如果不是阴天，您可以前往大热泉回廊

附近参观有趣的日晷。其日晷是由青铜和石头组

成的艺术作品。人们在这儿便成为时间的指针。

卡罗维发利的地下随道有提供导览路线，带领游

客参观其由泉水沉积物形成的墙壁，陈年老旧的

配管和独特石头纪念品 - 玫瑰的制作过程（又

称为卡罗维发利石玫瑰）、土罐、各种陶俑、玻

璃等。其纪念品都可于卡罗维发利信息中心购买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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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信息和提示   

重要电话号码

国际紧急救助电话   112 

医疗急救电话    155, +420 353 232 000 

捷克警察治安緊急專線  158, +420 974 366 111 

市立警察报警电话   156, +420 353 118 911 

火警电话   150, +420 950 371 111 

卡罗维发利市政府  +420 353 118 111 

查号台    1180, 1188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 – 为议会制共和国及欧洲联

盟成员国。它坐落在欧洲中部，首都是布

拉格。与德国、波兰、斯洛伐克、奥地利

为邻。官方语言为捷克语。捷克共和国有

自己的货币-捷克克朗 - 大部分商店不接

受任何其他货币。建议应兑换至少一个最

低金额（用于饮食、厕所、画廊,城堡及

宫堡的门票）。最适合兑换外币的场所是

银行因收取最低费用。您也可以在信息中

心的外币兑换处兑换，在此处外币兑换不

收取任何手续费。  

在波希米亚最主要的河流为拉贝河（370

公里）和伏尔塔瓦河（433公里），在摩

拉維亞是摩拉瓦河（246公里）和塔亞河

（306公里）, 在西里西亚是奥得河（135

公里）和奥帕瓦河（131公里）为主要河

流。  

捷克共和国货币 - 捷克克朗, 1 Kč（捷

克克朗）=100赫勒，1欧元约27块捷克克

朗。信用卡广泛被接受。如果商店接受信

用卡支付 - 通常在商店门上会张贴标识

。捷克共和国的国码为 +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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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至卡罗维发利市的信息中心。我们可以建议您文化盛事、去哪里旅行、在哪里享用美食，我们可以帮助您找到最好的

酒店，提供给来访团体该市旅游指南、三餐和住宿。各分部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信息材料,也包含纪念品信息。请前来拜访我们 - 我们期待着您

的光临！ 
 

 

游客信息中心 
  

T. G. Masaryka 53 
360 01 Karlovy Vary 

 
电话 +420 355 321 171 

 

办公时间: 

周一到周五  8.00-18.00 

周六到周日10.00-17:00 

 
 
 
 

 
 
 
 
 
                                                                                                                                                             
 
 
 
 
 
 
 

Lázeňská 14 
360 01 Karlovy Vary 
 
电话 +420 355 321 176 

 

办公时间: 

周一到周五  8.00-18.00 

周六到周日 10.00-17:00 

 
                                                                                                                                                                           
 

    

 
 
 

infocentrum@karlovyvary.cz 

www.karlovyvary.cz 

                                                                
 
 
 

手机指南（英文、德文或俄文 

 
 
             App Store           Google p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