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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o Nazionale
d'Abruzzo，拉齐奥和莫利塞 

"狼熊和松树"

Parco Nazionale d'Abruzzo，拉齐奥和莫利塞也被称为阿布鲁佐国家公园，
是一片林地。这里的森林主要是高耸的针叶树，如银桦树，山松，黑松，还
有很多低水平的蕨类植物和磨砂植物。公园有许多湖泊，被桑格罗河（Sangr
o River）穿过。该公园是许多特有和濒危物种以及常见动物的栖息地。这里
发现的一些动物包括意大利狼，马氏棕熊，ro，，白背啄木鸟，特有的山羊
羚羊物种等等。公园之旅可以安排，更多的信息可以在他们的网站和他们的
现场游客中心。

 +39 8639 1131  www.parcoabruzzo.it/  info@parcoabruzzo.it  Off Strada Statale,
Villetta Barrea

 by Fishmax77   

Parco Nazionale dell'Alta
Murgia 

"宁静的自然逍遥游"

一个677.39平方公里（261.5平方英里）舒展的原始绿色草原，岩石和树木Pa
rco Nazionale dell'Alta Murgia是大自然爱好者的梦想目的地。在众多的
自行车和徒步旅行路线以及一些露营地内，这个公园并不乏冒险或刺激的地
方。在周围的宁静中，除了鸟鸣声和叶子的沙沙声，让你分心。该公园还包
含一个古老的墓地废墟，并在全年举办一些展览和活动。

 +39 80 326 2268  www.parcoaltamurgia.gov
.it/

 info@parcoaltamurgia.it  Strada Provinciale 238,
Gravina in Puglia

 by Potito m. petrone at
Italian Wikipedia   

Parco Nazionale dell'Appennino

Lucano（国家公园） 

"奇妙的性质"

该公园由意大利环境部于2007年创建。他们非常积极地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
和学生组织活动，他们来这里旅行到有着丰富动植物的山区Lucania亚平宁山
脉。

 +39 0975 34 4222  www.parcoappenninolucan
o.it/

 info@parcoappenninolucan
o.it

 Via Manzoni 1, Marsico
Nuovo

 by Carlo Alberto Conti   

亚平宁山托斯科 -
埃米利亚诺国家公园 

"体验山风景"

坐落在崇高的亚平宁山脉之中，亚平宁托斯科 - 埃米利亚诺国家公园是一个
广阔的湖泊，山谷和溪流。这是一个保护区，是一个土着动植物，包括金鹰
，ro鹿和mouflon家园。岩石地形提供了一个陡峭的登山攀岩者喜欢参观它提
供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意见。自行车，徒步旅行和骑马是主要的活动。人们也
可以沉迷于滑雪和其他冬季运动。游客中心为游客提供更多关于公园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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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0585 94 7200  www.parcoappennino.it/Eindex.php  Villa Minozzo Reggio nell'Emilia,
Collagna

 by Cannonau 72   

Arcipelago di拉马达莱纳国家公园 

"阳光灿烂的天堂"

马迪亚达山脉国家公园横跨七个主要岛屿和斑点Bocche di Bonifacio的小岛
的分数。这七个岛屿是一个山谷的顶峰，现在被意大利海岸之外的水域淹没
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之间。除了拉马达莱纳岛之外，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是
无人居住的，充满了由水和风形成的好奇的岩层。公园保护着广阔的陆地和
海洋，保护了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维持着无数的植物，动物，鸟类和海洋
物种。雕刻的岩石，广阔的海景和外海未被破坏的荒野描绘出阳光普照的天
堂般的景象，而群岛的村庄却拥有自己的乡村魅力，永远充满着庆祝的空气
。从Spiaggia Rosa粉红色的全景到La
Maddalena历史悠久的防御工事，国家公园的景色广阔多变。

 +39 0789 79 0211  www.lamaddalenapark.it/  info@lamaddalenapark.org  La Maddalena, La Maddalena

 by F Ceragioli   

Arcipelago托斯卡诺国家公园 

"丰富而美丽"

托斯卡纳群岛国家公园保护厄尔巴岛，伊戈拉德尔吉格里奥，卡普拉亚，蒙
特克里斯托，皮亚诺萨，吉诺特里和戈尔戈纳以及托斯卡纳群岛的几个岩石
和小岛。该公园包括56,766公顷的海洋和17,887公顷的土地，获得了意大利
最大的海洋公园的称号。每个岛屿都与其他岛屿有着惊人的不同，它们共同
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拼贴画，从树木繁茂的地形到荒芜的岩石，以及
由岩石雕刻而成的岩石露头。虽然这些岛屿保存着不同的植物和鸟类，但这
片地中海的水域却拥有众多的海洋物种，包括海豚，石斑鱼和moon鱼。从阳
光斑驳的海滩到石窟和洞穴，Arcipelago托斯卡诺国家公园是一个自然奇观
的混合泳。

 +39 0565 91 9411  islepark.it/  pnarcipelago@postacert.t
oscana.it

 Strada Provinciale 30,
Portoferraio

 by Enrico Sirola   

阿西纳拉国家公园 

"壮观的景色和更多"

Asinara国家公园成立于1997年，位于风景优美的Asinara岛。这个岛上有大
约700种不同类型的植被。除了植物，这个公园拥有80种动物，是很受欢迎的
稀有白化驴，是一个受欢迎的观鸟点。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这个公园还拥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古监狱。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您还可以参观这个公
园，也可以为大自然爱好者提供导游服务。

 +39 79 50 3388  www.parcoasinara.org/  enteparcoasinara@pec.it  Asinara National Park,
Porto Torres

 by Me   

Aspromonte国家公园 

"卡拉布里亚国家公园"

阿斯普罗蒙特国家公园位于卡拉布里亚亚平宁山脉的南部。该公园位于海边
，周围是高山峰。这个地方的动物包括游隼，苍鹰和狼。公园的相当大的面
积被森林有银冷杉，山毛榉，地中海maquis，黑松树和栗树占领。它也是一
些珍稀物种Bonellis鹰和Woodwardia radicans的家。

 +39 0965 74 3060  www.parcoaspromonte.gov
.it/

 info.posta@parcoaspromon
te.gov.it

 via Aurora 1, Santa
Cristina D'asprom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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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伦托国家公园和卡梅罗塔 

"文化与自然遗产"

奇伦托的山脉急剧地沉入第勒尼安海，而其上游则受到迪亚诺山谷的影响。 
1991年宣布成立国家公园，该地区不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为其非凡的
文化遗产。 1998年，国家公园以及帕埃斯图姆（Paestum）和威利亚（Velia
）的考古遗址被正式授予世界遗产名录。壮观的景观以史前时代开始，直到
中世纪的人类居住的证据为标志。古老的贸易路线横贯整个景观，一路上有
几组定居点和避难所。崎岖的地形充满了峡谷，悬崖和洞穴，隐藏在郁郁葱
葱的绿色与众多小径探索。极好的风景和丰富的文化体验使得Cilento国家公
园和Vallo di
Diano成为意大利南部的一颗明珠。该公园位于坎帕尼亚地区的萨莱诺省。

 +39 0974 719 911  www.cilentoediano.it/  Off Località Montesani, Vallo della
Lucania

 by Ineke Klaassen   

五渔村国家公园 

"五，海边的珠宝"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也是意大利最小的国家公园，可以说是其
中最风景秀丽的一个。栖息在陆地和海洋的风口浪尖上，五渔村跨在岩石的
利古里亚海岸，脚下海水闪烁着碧绿的海水。国家公园由Monterosso，Verna
zza，Corniglia，Manarola和Riomaggiore五个海滨村庄组成，每一个都是沿
着狭窄的街道隐藏的历史建筑风景如画的混合体。石质峭壁的光秃秃的墙壁
掩映着海湾及其梯田的葡萄园，橄榄树林和沙滩，每个步行道都有远足小径
和壮观的景观。五渔村国家公园是一个时间本身似乎放缓，生活更悠闲的地
方。当地的特产是一种名叫Sciacchetrà的葡萄酒，以新鲜的当地海鲜为佳。

 +39 187 76 2600  www.parconazionale5terr
e.it/

 pec@pec.parconazionale5t
erre.it

 Via Stazione, Vernazza

 by Egnoka   

齐尔切奥国家公园 

"由人与自然塑造"

齐尔切奥国家公园跨越了拉齐奥海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从沿海沙丘和滨
海湖泊到Circeo的森林和海角，公园保留了一个真正独特的生物群落。
Selva di Cerce被誉为意大利最大的平原森林，拥有像野猪这样的本土野生
动物，而沿海沙丘则是难得一见的景象。穿插在这些戏剧性变化的地形之间
的是典型的小城镇，它们通过留下罗马人，中世纪骑士圣堂武士和Caetani封
建领主等人留下的遗物记录时间的稳定流逝。随着Circeo海角的废船高出一
切，这个国家公园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广阔多变的景观。公园是徒步旅行，独
木舟和皮划艇以及文化旅游等户外活动的首选。

 +39 0773 51 2240  www.parcocirceo.it/  segreteria@parcocirceo.i
t

 Off Via Torre Paola, San
Felice Circeo

 by ṜέđṃάяķvюĨїήīṣ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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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洛米蒂Bellunesi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在东南阿尔卑斯山之中"

距离威尼斯有80.46公里（50英里）的多洛米蒂贝鲁内西国家公园占据了多洛
米蒂山脉的最南端。蔓延在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谷中，令
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公园在大约100年前完全被冰川所覆盖，它们的后退留下了
一道支持数十种稀有物种的景观。这个国家公园建于20世纪90年代，保证了
大量独特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库的存在。这个公园占地面积达32,000公顷（790
73.7英亩），拥有许多考古，地质，生物和人类学的奇迹，还有几条徒步旅
行路线和充足的各种户外活动的机会。迷人的山丘迷人的全景景观，白雪皑
皑的高山和草甸充满了无数鲜艳的花朵在Dolomiti
Bellunesi国家公园齐聚一堂。人造景点包括Certosa di
Vedana和几个小教堂以及Val Cordevole的中世纪建筑。

 +39 0439 3328  www.dolomitipark.it/  info@dolomitipark.it  Dolomiti Bellunesi,
Dolomiti Bellun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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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lberto Tarroni   

福雷斯特Casentinesi，Monte
Falterona，Campigna国家公园 

"平安的自然的逃走"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休息一下，在您游览Foreste Casentinesi，Monte Falt
erona，Campigna国家公园时，享受美丽大自然环绕的休闲时光。这个公园横
跨368平方公里（142平方英里），以其美丽的风景而闻名。参观公园的主要
景点Acquacheta瀑布或壮丽的Ridracoli大坝。这个公园除了自然美景之外，
还有一座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古老修道院。除此之外，该公园还以各种远足
径和露营地为特色而闻名。

 +39 0543 97 1375  www.parks.it/parco.nazi
onale.for.casentinesi/Ei
ndex.php

 info@parcoforestecasenti
nesi.it

 Off SS310, Parco Nazionale
delle Foreste Casentinesi,
Monte Falterona, Campigna,
Poppi

 by Public Domain   

加尔加诺国家公园 

"变化的风景"

完全位于福贾省，意大利的“刺激”是由加尔加诺海角占主导地位。国家公
园最远的地方延伸到本影林和特雷米蒂群岛;一个山脉流入亚得里亚海生动的
绿松石水域的地方。覆盖着山林，平原，湿地和岛屿的大片不同的景观，公
园可以维持大量的动植物生活。兰花在灌木丛，草本植物和开花植物以及加
尔加诺石灰石背后的高耸的树木旁边盛开。在加尔加诺国家公园充满活力的
栖息地，数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也在这里生活。阳光灿烂的海滩，
隐约可见的洞穴和林木茂密的沙滩，以及带有历史外观的海滨小镇茁壮成长
。加尔加诺国家公园是野生，充满活力和活泼，是一个无数魅力的大熔炉。

 +39 8 8456 8911  www.parcogargano.gov.it
/

 info@parcogargano.it  Off Strada Provinciale 50,
Monte Sant'Angelo

 by g   

Gennargentu国家公园 

"美丽的公园"

在正常的城市生活中休息一下，在Gennargentu国家公园度过一个宁静的一天
。这个国家公园位于撒丁岛，风景秀丽。由于其生物多样性，Gennargentu国
家公园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这个公园非常适合野生动物，如撒丁岛野
猫，黄鼠狼，撒丁岛狐狸等等。除了野生动物之外，这个公园还有不同种类
的鸟类，是观赏金鹰，斑点啄木鸟，格里芬秃鹫，Bonelli鹰等等的热门景点
。

 www.parcogennargentu.it/  parcogennargentu@tiscalinet.it  Parco Nazionale del Gennargentu,
Seui

 by Soumei Baba   

大天堂国家公园 

"美丽的自然逍遥游"

大天堂国家公园位于奥斯塔山谷地区，是一个以其生物多样性和风景迷人而
闻名的自然保护区。从天堂山郁郁葱葱的山谷到森林和岩石山脉，这个公园
绵延173,715英亩（70300公顷）的土地，生活充满活力。繁茂的景观掩映在
落叶和针叶树种类茂密的森林中，被雪山庇护，溪流rid。。这里是珍稀濒危
野生动物园的繁华地带，公园内还保留了许多其他动物的栖息地，还有100多
种鸟类和968种开花植物。虽然国家公园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
性，但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等活动也可以在这里享受。

 +39 11 812 1305  www.pngp.it/  info@pngp.it  Gran Paradiso National
Park, Co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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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 Sasso e Monti della

Laga国家公园 

"粗犷的美丽"

Gran Sasso e Monti della Laga国家公园是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其
边界包括惊人的15万公顷（370,658英亩）的土地。这个多山的地形由高2,91
2米（9554英尺）的亚平宁山脉最高的山顶Corno Grande加冕。加梅利山，大
萨索德意大利和拉加地块都属于国家公园的边界，欧洲最南端的冰川 - 卡尔
德隆也是如此。崎岖的山峰和起伏的山麓地区拥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包
括羚羊，狼和猛禽，而山坡上的全景景色则是中世纪的城镇和古老的城堡。
鸟鸣，潺潺流水和山风吹拂是唯一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在偏远，田园般的格
兰萨索和蒙蒂德拉拉加国家公园的地区。客人可以在这里享受远足和山地自
行车等活动。

 +39 0862 6 0521  www.gransassolagapark.i
t/

 ente@gransassolagapark.i
t

 Strada Statale bis17,
Assergi

 by maury3001   

马耶拉国家公园 

"充满洞穴的公园"

马耶拉国家公园由喀斯特高原，深谷和崎岖的高地组成，包括意大利最具戏
剧性的一些荒野。 Maiella，Morrone，Porrara和Monti Pizzi形成公园的核
心，被山谷，高原和平原所包围。从荒凉的阿尔卑斯苔原到郁郁葱葱的草原
和充满生命的森林，公园有助于保存一个充满活力的栖息地，而这个栖息地
基本上不受文明的干扰。奇妙的聚宝盆等待在玛耶拉洞穴的钟乳石和石笋中
发现，而森林里还有鸟鸣。以生物多样性而闻名的布朗熊，亚平宁狼，金鹰
和阿布鲁佐羚羊只是漫游公园的野生动物中的一小部分。马耶拉国家公园（M
aiella National Park）在许多方面都很稀有，是大自然爱好者的梦幻之地
，也是冒险的心脏。公园内遍布着数个博物馆，植物保护区和游客中心。

 +39 0864 5 5701  www.parcomajella.it/  info@parcomajella.it  Via Badia 28, Sulmona

 by Jefftaylor@xwb.com at
English Wikipedia   

蒙蒂锡比利尼国家公园 

"丰富的自然"

蒙蒂锡比利尼国家公园（Monti Sibillini National
Park）丰富而崎岖的地形遍布274平方英里（714平方公里）的马尔凯（Le Ma
rche）和翁布里亚（Umbria）。高达6,560英尺（2,000米）的高峰将让位于
高山草甸和茂密的森林。在冬季，山上的岩石峰顶洒满了雪花，而夏天则带
来了花朵混杂的混合物，画出了无数色调的丰富多彩的场景。这个公园里栖
息着众多的动植物，其景观充满了涌流和深谷。一路上，漫长而多事的历史
遗留下来，形成了居住在该地区古朴村庄的修道院，城堡和中世纪城镇中心
。相传，公园的同名西比拉山曾经是先知西比尔的居所，他的崇高声誉吸引
骑士和死灵到寻求知识的高峰。今天，蒙蒂锡比利尼国家公园是一个吸引户
外爱好者和大自然爱好者的出色撤退。这里还有几个博物馆，游客中心，鹿
和羚羊围栏。

 +39 737 97 2711  www.sibillini.net/  parco@sibillini.net  Strada Provinciale 209,
Visso

 by Public Domain   

Pollino国家公园 

"迷人的风景与文化遗产"

Pollino国家公园以其文化和考古财富而闻名于世。意大利最大的自然公园跨
越巴西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地区的1,960平方公里（757平方英里）。当地的
动植物繁盛昌盛，该地区的一些稀有物种可以在这里找到丰富。其中包括金
鹰，Ro鹿和狼等猛禽和动物，以及大量的波斯尼亚松（一种在别处几乎找不
到的植物物种）。山坡上披着高山草甸，河峡谷。公园广阔的范围内也有几
个乡镇，每个乡村都有壮观的周边和自己的历史遗产。在建筑瑰宝中，有几
座教堂，包括Consolazione的圣玛利亚神殿，一座封建的城堡，以及马泰拉
的洞穴城镇。多山的地形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比如在冬天划独木舟，徒
步旅行和滑雪，使其成为冒险逃生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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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0973 66 9311  parconazionalepollino.i
t/

 parcopollino@mailcertifi
cata.biz

 Pollino National Park,
Rotonda

 by Public Domain   

西拉国家公园 

"野生动物和村庄"

Sila国家公园从卡拉布里亚国家公园广袤的土地上雕刻而成，于2002年建成
，被誉为意大利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宁静的湖泊映衬着生动的蓝天和绿叶环
绕的惊人美景，而中世纪的埃斯特兰希亚废墟则回荡于遥远的过去。该公园
覆盖了西拉高原的长度和宽度，遍布雄伟的树林漫步的众多小径。山毛榉，
黑松和白云杉构成了植物生命的大部分，穿插着水果灌木和丰富的蘑菇，这
是一种突出地作为当地美食的一部分。狼和鹿在高原漫游，而猛禽从天空勘
测他们的领土。该地区丰富的自然遗产得到了不同文化细微差别的恰当补充
。大教堂德尔Beato安杰洛d'Acri和Palazzao茱莉亚只是许多历史和建筑遗迹
，区分公园的乡镇之一。西拉国家公园也是一个自然和人造的奇迹，也是远
足，骑自行车和骑马游览的好地方。

 +39 098 453 7109  www.parcosila.it/it/  info@parcosila.it  Strada Statale 177,
Spezzano della Sila

 by Liviuz   

斯泰尔维奥国家公园 

"在中央阿尔卑斯山的心脏"

面积超过135,000公顷（521平方英里），斯泰尔维奥国家公园是意大利最大
的。该公园横跨中阿尔卑斯山脉的中心，包括在伦巴第和特伦蒂诺 - 上阿迪
杰之间边界的Ortles-Cevedale地块的戏剧性地形。原始的湖泊依偎在冰冷的
冰川和雪峰之间，深入山谷和翠绿的草地，一片古老的村庄成熟，历史悠久
。海拔高度的变化是该地区的特征，可以形成多种生态系统，支持多种植物
，动物和鸟类。该公园还包括山谷di
Trafori，Stelvio通行证，马尔泰洛瓦尔和Val d'Ultimo。所有这一切，使
得斯泰尔维奥国家公园成为远足，登山等冒险活动的热门场所，更有悠闲的
观光旅游。

 +39 0473 83 0430  www.stelviopark.it/  info.bz@stelviopark.it  Parco Nazionale dello
Stelvio, Bormio

 by Ford c prefect   

Val Grande国家公园 

"由瑞士边界"

距离米兰不远，被意大利一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所包围，位于该国最大的无
人居住的荒野地区 - 瓦尔格兰德（Val Grande）。清澈的山景，繁茂的夏日
草地和不可逾越的森林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由众多小径和潺潺溪流缝
合在一起的奇妙挂毯。陡峭的山谷，陡峭的峡谷和水晶般清澈的水岩石池完
成了纯粹由自然形成的景观图片。公园是远足的热门选择，有不同长度和难
度的小径可供选择。有些人可能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才能在意大利最高山上
的一些高山全景中露营，展现营地的风采。景点包括中世纪的Cossogno村庄
，卡多纳线和山间小屋。

 +39 0324 8 7540  www.parcovalgrande.it/  info@parcovalgrande.it  Piazza Pretorio, Vogogna,
Cossogno

 by Gennaro Visciano   

维苏威火山国家公园 

"散步在火山口附近"

维苏威火山国家公园建于维苏威火山附近，有17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着
名的活火山之一。它的存在以灾难性的爆发为特征，包括爆发庞贝，赫库兰
尼姆和斯塔比亚的79CE。尽管如此，今天仍有七十万人选择居住在斜坡上。
整个维苏维亚地区于1995年被改建为国家公园，并被划分为25公里（15英里
）标志性的道路之后的各个地区。爬上火山口很容易，从顶部有一些真正的
壮丽景色。

 +39 081 574 2752  protocollo@parconazionaledelvesuv
io.it

 Torre del Greco, 那不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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