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文德尔山脉徒步登山路线
德国第二高高山缆车！

米滕瓦尔德登山路

从933米升至2244米
体验享受大自然壮丽风光

登山經驗
Karwendel
美麗的全景

达姆卡尔下山路线 (D)
4-5 小时 | 中到低等难度
达姆卡尔下山路线（无需登山装备）
帕萨玛尼全景徒步路线 (H)
大约1小时 | 低等难度
在山谷缆车站您可以得到有关路线的更多信息和路线
图。

低等难度的登山路线一般比较狭窄，
有时可能较陡，
但没有跌落危险。
中等难度的登山路线一般狭窄，
经常有陡峭山壁，
有可能出现有跌落危险的地段。
也可能有短程的保了险的地段。 （需登山装备）

高难度的登山路线十分狭窄，
经常有陡峭山壁，有跌落危险。
经常有保了险的可行走地段，
也有需要用手攀登的陡峭地段。
患有恐高症的人不易选择黑色路线。

徒步与登山
卡尔文德尔山脉缆车站是卡尔文德尔北部山脉徒步旅行的
理想出发点。除了适合家庭的较平缓的徒步路线外，这里
也有挑战乐于冒险的登山运动者的陡峭山峰。
环绕整个卡尔文德尔山谷的帕萨玛尼（Passamani）徒步
路线就从缆车站起始。这是一条著名的全景徒步道，在这
条徒步道上游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饱览卡尔文德尔山脉
的壮
丽景色。这条路线适合于全家人徒步旅行。一个特别的亮
点活动是每星期二的免费导游全景徒步。这一有组织的徒
步每周二10:45分开始，大约需要一小时，集合地点是卡
尔文德尔山脉缆车站餐厅旁边的阳光平台。另外，在我们
的网站上您可以查到关于登山、欣赏植物的带向导徒步、
山顶茅舍住宿等旅游项目的更多信息。
注意：请您务必穿适合徒步的鞋！

请联系我们：
Karwendelbahn AG
Alpenkorpsstraße 1
D-82481 Mittenwald
电话：+49 (0) 8823 93 76 76-0
talkasse@karwendelbahn.de

www.karwendelbah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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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文德尔登山路线 (C)
3-4 小时 | 中等难度

蓝色为低等难度

米滕瓦尔德登山路 (B)
5-7 小时| 高难度

红色为中等难度

米滕瓦尔德登山路 (A)
7 –9 小时 | 高难度

登山ルートの難易度

黑色为高难度
（需登山装备）

卡尔文德尔山脉缆车站附近的路线

更 等多信息请见：
www.karwendelbahn.de

2019 年夏季缆车价格

2019 年的活动
Mother‘s Day Menu with 3 courses

上下山全程

单程

29,50 欧元
19,50 欧元

19,50 欧元
13,50 欧元

Sunday, 12.05.2019

成人
少年/儿童

Father‘s Day on the Karwendel

父母带6到17岁儿童的家庭优惠 票价

with suckling pig & spare ribs from the grill
Beer for free for all men (from16 years)
The normal fares apply. (Reservation requested!)

两位成人＋ 一个孩子		
两位成人+ 两个孩子		
两位成人+ 三个孩子		
两位成人+ 四个孩子		

Adult: 45,50 € / Child (6-17 years): 29,90 €		
incl. return ticket, excl. beverages * . (Reservation requested!)

Sunday, 30.05.2019

Passamani-Path

Climbing tour over the Karwendelsteig
Every Thursday, 6 p.m. clock at the mountain station
price: 49,00 € incl. return ticket, lunch packet, climbing
equipment and mountain guides (17:30 departure valley
station / 20:30 return)

Mountain worship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卡尔文德尔山脉的个性化体验

山上的餐廳

缆车站周边景点

无论是全家人的周末郊游，还是和朋友一起的徒步登山，
在卡尔文德尔山脉您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美好体验。您甚
至可以在2244米高的山峰上举行婚礼、召开会议、庆祝
生日。
卡尔文德尔山脉缆车公司除了定期组织例如新年及复活节
早午餐等的公共活动外，还可以为您组织个性化的活动。
根据您的愿望，我们十分乐意预先向您提供一个报价，为
您筹办庆祝活动、会议、集体旅游，或者您的2244米高
山上的难忘婚礼。

饿了吗？
高山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同时也增进食欲。卡尔文德尔
山脉缆车站餐厅向游客提供地方特色的佳肴和饮料，您
可以一
边品尝着白啤酒、自制面包加火腿奶酪或皇家煎饼，一
边欣赏诱人的高山风光。餐厅旁的阳光平台上设
有躺椅，供游人免费使用。

坐落在1300米山巅的《卡尔文德尔山脉自然信息中心》
是每位卡尔文德尔山脉游客的必到之处。信息中心旁边
的一块岩石上坐落着一个面对米滕瓦尔德镇方向的引人
注目的巨型望远镜。从这里望开去，伊萨尔河谷的壮丽
风光一览无遗。在信息中心的展厅您可以获得许多关于
卡尔文德尔山脉的有趣知识。作为无数动物和植物的生
境，该山脉是东阿尔卑斯山脉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
自然信息中心在卡尔文德尔山脉缆车运营的时间开放，
不收门票。

The dates
can be
on our
website
Events.
Every
1stfound
and 3rd
Tuesday
of under
the month

package 1
1 return ticket + 3-cours-menu

package 2

SeniorsTuesday

1 return ticket
+
Coffee and 1 piece of cake
incl. a free panorama tour
(at 10:45 on the mountain, only in
good weather! Subject to change)

Every 1st Sunday of the month

Family
Special

66,50 欧元
74,00 欧元
81,50 欧元
89,00 欧元

四个以上的每一儿童双程票价为7,5欧元，单程为4欧元
（12岁以下的儿童如果乘坐双程缆车，
可免费得到一份儿童餐）

14点以后所有票价每人优惠1欧元，
徒步登山缆车路线票价除外。
15点30分以后乘坐缆车前往徒步登山旅行景点的票价为
12,5欧元（仅限于上山缆车）
钥匙卡押金：3欧元，还卡时退回。
宠物狗看护服务：4欧元。

2019 夏季缆车运营时间

1 return ticket
+

Main course of your choice
& Dessert of the house
for 1 adult
for 1 adult
for 1 adult
for 2 adults
for 2 adults
for 2 adults

+ 1child
+ 2 children
+ 3 children
every other child
+ 1 child
+ 2 children
+ 3 children
every other child

59,90 €
69,90 €
79,90 €
9,90 €
79,90 €
89,90 €
99,90 €
9,90 €

5月4日至6月19日 ：
6月20至9月10日：
9月11至10月13日：
10月14至11月3日：

9:00 至 16:30
8:30 至 18:00*
8:30 至 17:15
9:00 至 16:30

* 如果天气好每周四至21点。详见网站：www.karwendelbahn.de
电邮：service@karwendelbahn.de

The offer is not valid from 01.07.-15.09.2019

* Reservations by mail to: berggaststaette@karwendelbahn.de or
by phone: +49 (0) 8823 93 76 76-67. All information without guarantee.
Subject to change. Not combinable with other offers.

因天气或检修原因缆车有可能在运营时间内暂时关闭。
请您注意我们的运客服务条件。这是为了您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