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尔夫体验

/ 杂志



得益于高水准的高尔夫球场与难以置信的艺术、

美食和美酒以及景观遗产的独特组合, 

伦巴第成为欧洲境内最受果岭爱好者欢迎且令其惊叹的目

的地之一。无穷无尽的亲身体验: 探索壮丽的球道, 

美妙的艺术城市和品味行程，沉浸在棒极了的美景之中。

一场从优雅的米兰俱乐部之家出发的经验之旅: 

穿过科莫湖所在的独特区域, 欣赏田野隐匿在绿色植被中

的马焦雷湖迷人风景, 而后抵达加尔达湖岸边, 这里特殊

的地中海小气候让您十二个月享受游乐的快感。

受保障的礼宾服务, 满足最苛刻的要求。

高尔夫体验 
#inLombardia

 杂志

封面照片_ 波利亚科高尔夫俱乐部, 加尔达湖 (布雷西亚)



适宜的温度让全年在高水准的球场内打高尔夫球成为了可能，
于此同时还可以欣赏充满魅力的小镇和景点, 品味美食和优质
葡萄酒: 这些全部都可以在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实现。

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
 探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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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阿尔扎加高尔夫俱乐部位于经过改造的十五世
纪古宅阿尔扎加宫内, 是为欧洲最负盛名的高
尔夫和温泉度假酒店之一。

这家五星级酒店内设84间客房、2间餐厅和1间经过全面翻修的
水疗中心。两座高尔夫球场“隐匿”在144公顷的加尔达湖丘陵绿
地上。独特的场地由两位世界高尔夫传奇人物设计, 另一座全
景练习场也设置于此处。举办18洞锦标赛的球场名为“Parkland 
Resort Course”PAR 72, 具有典型的杰克·尼克劳斯世设计风
格。9洞场地“PAR 36”由全球最好的“林克思路径”设计师之一-
盖瑞.普莱尔设计。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果岭区、短杆区、沙坑、3洞推杆球场、
高球车和行包租赁、餐厅、酒吧、客栈、游泳池、水疗中心、
网球场。

阿尔扎加高尔夫俱乐部
Via Arzaga, 1 - 25080 
卡尔瓦奇德拉里维埃拉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6806266 

arzagagolf.it
golf@arzagagolf.it

开业年份: 1998年 

设计师: 杰克·尼克劳斯二世和盖瑞·普莱尔

标准杆: 72

球洞数: 27

长度: 杰克·尼克劳斯二世6410米, 盖瑞·普莱尔3027米

开放时间: 1月23日至12月18日

闭馆日: 周二 (一月/二月和十一月/十二月）

阿尔扎加高尔夫俱乐部
 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

照片
前页_ 锡尔苗内 (布雷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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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每年到访逾12,000名游客的一座英式风格老球
场, 一条绝对值得享受高尔夫球运动的路径。

波利亚科高尔夫俱乐部于1912年开始营业, 地处加尔达湖西部的
丘陵地带, 周围被丰富的地中海植被和壮丽的湖景所“环抱”。
俱乐部位于超过盆地100米的位置, 覆盖着夹竹桃、月桂树、柏树
和橄榄树。由于球场布局较高, 球手可以欣赏几乎整片湖泊的壮
丽景色以及环抱球场的高山风景。得益于温和的气候, 可以全年
在此享受高尔夫球运动的快乐。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果岭区、高球车和行包租赁、酒吧、
餐厅、游泳池。

波利亚科高尔夫俱乐部
Via del Golf, 21 - 25088
托斯科拉诺马德尔诺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643006

golfbogliaco.com
info@golfbogliaco.com

开业年份: 1912年

设计师: n. p.

标准杆: 70

球洞数: 18

长度: 5200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星期二（冬季）

波利亚科高尔夫俱乐部
 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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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风景秀丽的切沃高尔夫水疗酒店&圣维吉利奥
度假村位于加尔达湖所在的独特地域, 地处锡
尔苗内和塞森扎诺两座小城之间。

度假村诞生在一座古老的修道院 (公元1104年) 内, 球场的设计者
是著名建筑师库尔特·罗斯内特。切沃已被评为意大利最好的高
尔夫俱乐部。除了为高尔夫球手提供服务外, 还设置有一间供应
当地和周边区域美食的餐厅。俱乐部包括一座四星级的酒店和一
座健康中心, 因高品质服务而名列全球20强。酒店内设置有多间
客房和一座带游泳池的体育中心。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果岭区、短杆区、沙坑、高球车、电动
和手动推车、行包租赁、专卖店、餐厅、酒吧、游泳池、水疗中
心、网球场、足球场、健身房、酒店、公寓、迷你高尔夫、会议
中心和活动举办地。

切沃高尔夫水疗酒店&圣维吉
利奥度假村
Località S. Vigilio, 1 25010 
波佐伦戈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1801

chervogolfsanvigilio.it
info@ chervogolfsanvigilio.it

开业年份: 2008年

设计师: 库尔特·罗斯内特

标准杆: 72

球洞数: 27个冠军球洞, 分布在Benaco、Solferino、
San Martino-9洞行政三个子场地中。 
Benaco: 9洞, 标准杆36杆。Solferino: 9洞, 标准杆36杆。
San Martino: 9洞, 标准杆35杆。Pozzolengo: 9洞行政, 
标准杆27杆

长度: Benaco 3427米, Solferino 3370米, San Martino 2910米, 
Pozzolengo 1025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无

切沃高尔夫水疗酒店&圣
维吉利奥度假村

 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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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技术挑战极高且充满魅力的一座球场, 
完美融入所在的地域。

设置有27个球洞的法哥第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布雷西亚省伊塞奥湖
以南的法哥第区域的核心地带。皮特·德耶和马可·克罗兹设计的
18洞球场于1986年落成, 另外一座由弗尔维奥.巴尼设计的9洞球
场则于2009年落成。三座子场地“Brut”、“Saten”和“Rosè”的特
色体现在周边形成壮丽全景的树林、湖泊和法哥第区域葡萄园。
一片风景秀丽的绿洲，吸引了来自自然公园的鸟类。
面积约50,000平方米的大型人工湖围绕着起伏平缓的球场和低
矮的球洞。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区、推车和高球车租赁、
专卖店、酒吧、餐厅、两座游泳池、健身区、网球场。

法哥第高尔夫俱乐部
Via Provinciale, 34/b 
25040 柯尔特弗兰卡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84167

franciacortagolfclub.it
segreteria@franciacortagolfclub.it

开业年份: 1986年 

设计师: 弗尔维奥·巴尼

标准杆: 73

球洞数: 27洞, 分布在子场地Brut、Saten和Rosè。 
Brut: 9洞, 标准杆37杆。 
Saten: 9洞, 标准杆36杆。 
Rosé: 9洞, 标准杆34杆。

长度: Brut 2936米, Saten 2979米, Rosè 2593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星期二

法哥第高尔夫俱乐部
 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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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加尔达湖美丽角落中的运动、自然和热情好
客。所有这些都在意大利最好的高尔夫俱乐部
之一: 加尔达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加尔达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理念: 为宾客提供一座地处秀丽景观
中, 始终处于最佳状态的高技术水准球场, 且俱乐部会所提供丰富
的服务。27个冠军球洞和面积宏大的练习场: 举办最重要的国家
及国际比赛的理想场地。俱乐部占地110公顷, 由英国建筑师事务
所Cotton, Pennik Steel＆Partners设计。俱乐部的27洞球场位于
马内尔巴要塞、索伊亚诺城堡和瓦尔特内西区域之间, 享有非凡
的美景。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果岭区、专卖店、餐厅、酒吧、宾馆
(游泳池和网球场专供会员使用)x。 

加尔达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Via Angelo Omodeo, 2 
25080 索伊亚诺德尔拉格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674707

gardagolf.it
info@gardagolf.it

开业年份: 1986年

设计机构: Cotton, Penninck, Steel & Partners

标准杆: 72

球洞数: 27洞, 分布在Rosso、Bianco和Giallo三个子场地中。 
Rosso: 9洞, 标准杆36杆。
Bianco: 9洞, 标准杆36杆。
Giallo: 9洞, 标准杆35杆。

长度: Rosso 2986米, Bianco 3069米, Giallo 2693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星期一（11月1日至次年3月15日)

加尔达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探索主题 

专门为水平精湛的高尔夫球手而设立的历史悠久球场, 
因湖泊美景、绿树成荫的田野以及超大型国际比赛的举办而
声名远扬的高尔夫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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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一家地处科莫和米兰之间, 风格独特的高尔夫
俱乐部, 采用了意式设计并围绕着一座古庄园
开发而成。

基于意式设计的卡里马特高尔夫俱乐部诞生于1962年, 自成立之
日起即闻名全球。皮耶罗·曼奇内利负责球场的设计, 而俱乐部会
所的设计工作则由圭多·威尼齐亚尼和维克·马吉斯特雷蒂负责。
这座充满魅力的高尔夫球场地处米兰和科莫之间, 位于布里安扎
的首座丘陵上。庄园的大规模扩建实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 
将古庄园作为参考点开发了一片将别墅整合到植被中的住宅区, 
而高尔夫球场则延伸至剩余的60公顷土地上。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网球场、推车和高球车
租赁、专卖店、酒吧、餐厅 (电话: +39 031 790392) 、
游泳池、桑拿、按摩。

卡里马特高尔夫俱乐部
Via Airoldi, 2 22060 
卡里马特 (科莫)
电话: +39 031 790226

golfcarimate.it
info@golfcarimate.it

开业年份: 1962年

设计师: 皮埃尔路易吉·曼奇内利 

标准杆: 71

球洞数: 18

长度: 6021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非节假日的星期一

卡里马特高尔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照片:
前页_ 瓦雷纳 (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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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莱科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布里安扎最美丽的地域
之一, 坐落于伦巴第阿尔卑斯山麓脚下。

1996年, 前皇家圣安娜高尔夫俱乐部改为现名。
公元十七世纪的原始建筑按照古老的结构进行了彻底的修复, 
成为目前的俱乐部会所、Buvette小吃店、酒吧和迪亚拉餐厅的
所在地，同时面向非会员开放。在夏季, 俱乐部的会员可以随时
前往一座美丽的游泳池, 休闲放松。练习场包括8洞的遮蔽场地和
15洞室外场地, 3洞推杆场地和一片大推杆果岭。

服务设施: 练习场、轻击果岭、短杆区、沙坑、高球车、推车
和行包租赁，专卖店、餐厅 (电话: +39 0341 263052) 、酒吧, 
Buvette小吃店、游泳池。

莱科高尔夫俱乐部
Frazione Pizzighettone, 1 
23841 安诺内布里安扎 (莱科)
电话: +39 0341 579525

golfclublecco.it
segreteria@golfclublecco.it

开业年份: 1996年

设计师: 恩里克·哥伦布, 赛尔乔·贝尔蒂

标准杆: 71

球洞数: 18

长度: 5672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一月共三个星期 

莱科高尔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GOLF CLUB

LE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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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有些地方甚至只需简单的一瞥, 就足以让人无
法自拔。梅纳乔和卡德纳比亚高尔夫俱乐部即
是其中之一。

梅纳乔和卡德纳比亚是一座完美的英式风格高尔夫球场, 
也是意大利境内第二古老的高尔夫俱乐部。场地起伏度很高。
从起始发球台开始, 确定正确的瞄准点非常重要, 然后才能更好地
在果岭击球。俱乐部的座右铭是“far and sure”, 建成和开业日期
均为1907年1月10日。站在球场的高地位置, 即可欣赏科莫湖的迷
人风景。

服务设施: 推杆和轻击区、练习场、高球车、行包和推车租赁、
酒吧、餐厅、专卖店。

梅纳乔和卡德纳比亚高尔夫
俱乐部
Via Golf, 12 22010 
格兰多拉埃杜尼蒂 (科莫)
电话: +39 0344 32103

menaggio.it
segreteria@menaggio.org

开业年份: 1907年

设计师: 约翰·哈里斯

标准杆: 70

球洞数: 18

长度: 5482米

开放时间: 11月15日 - 3月15日

休息日: 无

梅纳乔和卡德纳比亚高尔
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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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蒙地切罗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俱乐部之一, 
也是伦巴第大区内唯一拥有两座18洞锦标赛场
地的高尔夫球场。

得益于创始人的卓越直觉, 俱乐部顺应时代, 让住宅-高尔夫的理
念得到升华。1975年收到委托并承办意大利公开赛后 (比利·卡斯
帕尔夺冠), 蒙地切罗俱乐部的国际价值立即得到了认可。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蒙地切罗俱乐部又六次承办意大利公开赛, 
并受到萨姆·托兰斯、桑迪·莱尔和格雷格·诺曼等多位全球最伟
大球员的认可, 加上今日的科斯坦蒂诺.洛卡, 球场内共产生了63
次记录。

服务设施: 练习场、会所、酒吧、餐厅、游泳池、网球场、
桑拿、足球场、健身房。

蒙地切罗高尔夫俱乐部
Via Volta, 63 22070 
卡西纳里扎尔迪 (科莫)
电话: +39 031 928055

golfclubmonticello.it
reception@golfclubmonticello.it

开业年份: 1974

设计师: 拉斐尔·布拉迪、伦佐·德尔·古埃拉、朱里奥·卡瓦尔萨
尼、 吉姆·法齐奥、巴尔多维诺·达速、格拉汉姆·库克

标准杆: 72

球洞数: 36

长度: Rosso 6410米，Blu 6036米 

开放时间: 2月至12月

休息日: 星期一 (5月至9月除外）

蒙地切罗高尔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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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这是一处释放日常压力的理想场所: 
球手只需遵循大自然的节奏, 即可享受难忘的
游戏时光。

占地70公顷的绿地隐匿在沉浸在阿比亚诺真蒂莱和特拉达特松林
公园内, 已成林的树种包括苏格兰松树、桦树、橡树和栗树。
球场位于一片非常起伏的地域中, 构成不同的高尔夫球体验，
而罗萨山、伦巴第阿尔卑斯山麓和晴朗天气的下亚平宁山脉为球
手赋予迷人的全景。抵达于近期扩建并翻修的俱乐部后, 
球手们将受到热情的款待。俱乐部内还设有一座宾馆, 从所有客
房中均可俯瞰高尔夫球场。

服务设施: 练习场、劈起杆和推杆果岭区、高球车和推车租赁、

专卖店、酒吧、餐厅和酒店、桑拿、健身房、游泳池。 

小松树高尔夫俱乐部
Via al Golf, 4 22070 
阿比亚诺真蒂莱 (科莫)
电话: +39 031 933202

golfpinetina.it
info@golfpinetina.it

开业年份: 1971年

设计师: 哈里斯、阿尔贝蒂尼和梅扎卡内

标准杆: 70

球洞数: 18+6

长度: Bianco 5791米, Giallo 5541米, Blu 5089米, Rosso 4848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周二 (4月至10月除外)

小松树高尔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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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俱乐部隐匿在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中, 
一直是伦巴第最独特的高尔夫俱乐部之一。

埃斯特庄园高尔夫俱乐部是意大利第七座高尔夫球场 (1925年), 
而埃斯特庄园则是美丽、阶级、传统和魅力的标杆建筑。
俱乐部诞生时即取名自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酒店, 其18洞球场上
令人难以置信的留下了政要、著名演员、行业领袖的足迹。
迄今为止, 由詹姆斯·皮特·甘农设计的球场上已经举办了12次意
大利公开赛。男子和女子国际业余锦标赛是俱乐部多次承办的另
一项重要活动。

服务设施: 练习场、两座推杆果岭区、坑道区、沙坑练习区、
高球车和推车租赁、餐厅。

埃斯特庄园高尔夫俱乐部
Via per Cantù, 13 22030 
蒙托尔法诺 (科莫)
电话: +39 031 200200

golfvilladeste.com
info@golfvilladeste.com

开业年份: 1926年 

设计师: 詹姆斯·皮特·甘农

标准杆: 69

球洞数: 18

长度: 5732米

开放时间: 2月至12月

休息日: 星期二 (10月 - 4月)

埃斯特庄园高尔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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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巴尔拉西纳乡村俱乐部隐匿在格洛阿内公园郁
郁葱葱的植被中, 从科莫和米兰均可轻松抵达
这里。

俱乐部是高尔夫爱好者寻求和平与安宁的独特目的地, 
距离米兰市中心仅25分钟车程。高尔夫球场位于格洛阿内公园
中, 最初的设计工作由建筑师约翰·莫里森负责, 随后由约翰·D·哈
里斯和马尔科·克罗兹修改为现在的72标准杆场地。
球场风格多样但场地呈轻柔起伏的地形, 给球手留下深刻印象的
同时, 还会让他们感到十分愉悦。高低难度的挑战确保所有球手
都能获得好成绩。俱乐部的新酒店内置10间经过全面返修的客房, 
内部均可尽览高尔夫球场的景色。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果岭区、游泳池、桑拿、网球场、足球
场、排球场、专卖店、餐厅、酒吧、Buvette小吃店、酒店。

巴尔拉西纳乡村俱乐部
Via Privata Golf, 42 20823 
比拉戈迪坎纳戈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0362 560622

barlassinacountryclub.it
info@barlassinacountryclub.it

开业年份: 1954年

设计师: 约翰.S.F.莫里森, 由多纳德.哈拉迪内提供协助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

长度: 6135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12月20日至1月20日期间除外

休息日: 非节假日的星期一

巴尔拉西纳乡村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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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这座热情的俱乐部隐匿在迸发着令人难以置信
魅力的大自然中。

特利纳山谷高尔夫俱乐部于1999年5月正式开门营业, 在费尔南
多.格拉蒂罗拉的监督下, 弗尔维奥·巴尼规划了这座距离桑得里奥
仅几步之遥, 被阿尔卑斯雷蒂亚山区的葡萄园、奥罗比耶森林、
阿达梅洛山峰和蒂斯格拉齐亚山“环抱”的高尔夫俱乐部。
特利纳山谷高尔夫俱乐部拥有一座现代化的球场, 长距和短距的
球洞相互交替, 且中间穿插有障碍, 因此挑战性较高。
而且下午从西向东吹来的风增加了击球的难度。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果岭区、高尔夫装备、高球车和推车租
赁、餐厅。

特利纳山谷高尔夫俱乐部
Via Valeriana, 29/A 23010 
卡约洛 (桑德里奥)
电话: +39 0342 354009

valtellinagolf.it
segreteria@valtellinagolf.it 

开业年份: 1998年

设计师: 弗尔维奥·巴尼和费尔南多·格拉蒂罗拉

标准杆: 71

球洞数: 18

长度: 6171米

开放时间: 3月至11月 

休息日: 无

特利纳山谷高尔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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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地形起伏的专业球场分布于三个层次, 
长距和短距的球洞相互交替, 击球的时候需要
倍加谨慎。

球场位于一座起伏度高的天然盆状地带, 由丘陵、平地和4面湖泊
构成, 让击打变得更为困难。在夏季, 持续的微风能为球手降温，
使球手们可以更愉悦的享受高尔夫带来的快感。球场的专业性极
高, 长距和短距的球洞相互交替且十分难以瞄准。
这是一座适合优秀运动员和新人的地形多变但令其愉悦的球场。

服务设施: 练习场, 推杆和劈起杆果岭区、高球车、推车和行包租
赁、专卖店、餐厅、酒吧、水疗中心、酒店、桑拿。

布里安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Località Cascina Cazzù, 4
20865 乌斯马特-维拉泰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039 6829079

brianzagolf.it
segreteria@brianzagolf.it

开业年份: 1994年 

设计师: 马尔科·克罗兹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

长度: 5775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星期二

布里安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数十公里范围内的每一座高尔夫俱乐部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
挑战。每次击打, 都会欣赏到罗萨山的迷人风景。

马焦雷湖及周边地域
 探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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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在湖泊高尔夫俱乐部, 球手们会被景观、起伏
的果岭, 划分球场的百年古树所吸引。

俱乐部于1993年落成, 场地设计由皮耶罗·曼奇内利负责。
湖畔俱乐部球场的长度不大, 但是其中存在诸多天然障碍物
(树木、池塘、溪流), 因此在击打时需要特别留意。俱乐部会所附
近的子场地分别设置为2洞、6洞、9洞或18洞。罗萨山和马焦雷
湖为这座起伏的丘陵球场赋予了秀丽的风景, 各级别的球手都需
要谨慎的行动, 才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区、练习沙坑、Buvette小
吃店、电视间、会议室、餐厅（电话：+39 0332 977628）、
酒吧、桑拿。

湖泊高尔夫俱乐部
Via P. Trevisani, 926 21028 
特拉韦多纳-莫纳特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978101

golfdeilaghi.it
segreteria@golfdeilaghi.it

开业年份: 1993年

设计师: 皮耶罗·曼奇内利 

标准杆: 73

球洞数: 18

长度: 6137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无

湖泊高尔夫俱乐部
 马焦雷湖及周边地域

照片:
前页_ 圣女卡特丽娜悬崖隐修院, 

莱朱诺 (瓦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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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这座拥有专业球场且历史悠久的俱乐部会所地
处百年树林中, 被湖泊和罗萨山的景观所“环
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杰克·尼克劳斯面对着位于奥尔加泰和索尔
比亚泰奥洛纳之间, 用于“Le Robinie”高尔夫球场约七十公顷的土
地时, 他毫不怀疑决定: 挖掘, 挖掘; 再挖掘。因此, 推土机移动了
多达200万立方米的泥土和砾石, 形成了具有明显的“金熊”印记的
下陷区、盆地、梯田沙坑和湖泊。全球大约有100个高尔夫球场
以“Le Robinie”命名, 但在意大利只有一座! 其经被认为是欧洲最
好的高尔夫球场杰作。

服务设施: 练习场、夜间照明、推杆果岭区、短距游乐区、
沙坑、高球车、电动和手动手推车、行包租赁、Chervò专营店、
餐厅、大堂酒吧、庭院和俯瞰高尔夫球场景色的露台、设有健身
房的健身区、游泳池和桑拿间、客房和公寓式高尔夫度假村、
酒店和会议中心 (246间客房和最多可容纳1000人的会议室) 、
活动举办地。

罗宾尼高尔夫俱乐部
Via per Busto Arsizio, 9 
21058 索尔比埃特-奥洛纳 
(瓦雷泽)
电话: +39 0331 329260

lerobinie.com
segreteria@lerobinie.com

开业年份: 1993年

设计师: 杰克·尼克劳斯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洞杰克·尼克劳斯球场, 18洞推杆和劈起杆球场

长度: 6168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无

罗宾尼高尔夫俱乐部
 马焦雷湖及周边地域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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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瓦雷泽高尔夫俱乐部的特色: 非凡自然环境中
的伟大运动传统。

瓦雷泽高尔夫俱乐部成立于1897年, 位于卢韦纳特的新总部于
1934年设立。球场最初由建筑师甘农和布兰福特设计, 后于上
世纪50年代中期扩展至18洞, 标准杆72杆, 地形起伏且专业性极
高。每座果岭都被雄伟的百年古树环绕, 球手还可以欣赏罗萨
山、马焦雷湖、瓦雷泽和蒙纳特小镇、球场旁边的圣山丘陵和花
田之地构成的无与伦比的壮丽全景。
由于地处阿尔卑斯山麓附近且海拔高度适宜 (425米), 球手可以
全年在此享受宜人的气候。

服务设施: 照明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区、更衣室、酒吧、
餐厅 (电话: +39 0332 227394)。

瓦雷泽高尔夫俱乐部
Via Vittorio Veneto, 59 
21020 卢维纳特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229302

golfclubvarese.it
info@golfclubvarese.it

开业年份: 1934年

设计师: 布兰福特、甘农、哈拉丁、达速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

长度: 6029米

开放时间: 2月至11月

休息日: 星期一

瓦雷泽高尔夫俱乐部
 马焦雷湖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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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隐匿在绿色植被中的球场, 为热爱全年训练的球手设置的
练习场, 以及距离商业和时尚之都仅一箭之遥的多家意大
利境内最古老且最负盛名的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探索主题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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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距离米兰30公里的这座俱乐部, 
非常适合招待钟情于挥杆的各级别球手。

距离米兰30公里, 位于Cascina Bertacca区域的安布罗西亚诺高
尔夫俱乐部拥有意大利最具挑战的一座高尔夫球场, 非常适合招
待钟情于挥杆的各级别球手。由美国设计师丹尼尔·席尔瓦建造
在帕维亚平原上的球场包括一座18洞场地, 其中12个球洞被规模
各异水塘所环绕, 除练习场之外, 还设置有多处的起伏大果岭以及
诸多的沙坑区域。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区、短距场区、沙坑、
专卖店、高球车、推车和行包租赁、餐厅、酒吧、Buvette小吃
店、台球和纸牌厅、电视室、会议室、游泳池、健身房、4洞行
政区。

安布罗西亚诺高尔夫俱乐部
Cascina Bertacca 20080 
布比亚科 (米兰)
电话: +39 02 90840820

golfclubambrosiano.com
informazioni@golfclubambrosiano.it

开业年份: 1994年

设计机构: Cornish & Silva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

长度: 6047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无

安布罗西亚诺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照片:
前页_ 米兰多摩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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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阿尔本扎高尔夫俱乐部内拥有三座高水准的9
洞球场, 每年轮流举办100多场比赛。

俱乐部于1961年开业, 距离贝加莫仅13公里, 距离米兰50公里。
最早的18洞球场委托由著名的Cotton＆Sutton建筑师工作室进行
规划, 这两位伦敦建筑师为整座球场赋予了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
风格。这座球场非常专业, 发球点位置较高, 且障碍物的分布十分
合理。1988年, 第三座9洞场地在建筑师马尔科·克罗兹和汤姆·
林斯基的指导下落成。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果岭区、短距场地、沙坑、专卖店、
高球车、手推车和电推车、球童、餐厅、酒吧、Buvette小吃
店、游泳池、健身房、按摩室。

贝加莫阿尔本扎高尔夫俱乐部
Via Longoni, 12 - 24030 
阿尔门诺圣巴塞洛梅斯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640028

golfbergamo.club
segreteria@golfbergamo.club

开业年份: 1961年

设计机构: Cotton & Sutton

标准杆: 72

球洞数: 27

长度: 6149米 + 2960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非节假日的星期一

贝加莫阿尔本扎高尔夫俱
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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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一片高尔夫运动和休闲天堂: 
私密而安宁的著名高尔夫俱乐部距离米兰市中
心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托尔钦纳思科城堡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高尔夫俱乐部之一。
俱乐部于1993年开业, 为会员和球手设置了36个球洞, 包括三座
锦标赛场地和九洞行政场地。高尔夫球场围绕着一座宏伟的公元
十六世纪城堡及其古老庭院而建。球场由有史以来最伟大球员之
一的阿诺德·帕尔默设计, 最高级的27洞冠军场地具有现代化、
完善化和多样化特质, 四个发球点可确保球手在任何障碍存在时
都可以开始一场有趣的比赛。此外, 9洞行政场地的标准杆数量
均为3杆。

服务设施: 设置发球点的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区、
更衣室、酒吧, 餐厅 (电话: + 39 02 90422305)。

托尔钦纳思科城堡高尔夫俱
乐部
Località Tolcinasco 20090 
皮耶为-伊曼纽尔 (米兰)
电话: +39 02 90722740

golftolcinasco.it
golf@golftolcinasco.it

开业年份: 1993年 

设计师: 阿诺德·帕尔默

标准杆: 72

球洞数: 27

长度: 6322米+1056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星期一

托尔钦纳思科城堡高尔夫
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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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科雷玛高尔夫度假俱乐部距离米兰仅几公里, 
地处Podere d’Ombriano小城内被誉为公元十
九世纪农业建筑的独特典范的美丽乡村地带。

俱乐部位于科雷玛市郊, 经过专业改造和修复, 同时保留了传统古
农舍的元素, 为球手提供舒适典雅的空间, 同时可以满足每一位宾
客以及大自然和乡村氛围爱好者的需求。
空间的转换诞生了两座球场 (9洞和18洞), 确保新手可以正确并愉
悦参与的同时, 满足最有经验的球手的需求。

服务设施: 练习场、带更衣室的会所、全年开放的餐厅 和专卖
店。

科雷玛高尔夫度假俱乐部
Via Ombrianello, 21 26013 
科雷玛 (科雷玛)
电话: +39 0373 84500

golfcremaresort.com
info@golfcremaresort.com

开业年份: 1992年

设计师: 路易吉·罗塔·卡雷默里

标准杆: 73

球洞数: 27

长度: 6550米+ 2368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星期二 (11月至3月）

科雷玛高尔夫度假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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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适合水平各异的球手, 但需要精准度和相当的
能力: 四片湖泊和诸多的溪流使得俱乐部的球
场特别具有挑战性。

距离米兰仅一箭之遥，位于拉伊纳泰的果岭高尔夫俱乐部诞生于
1983年, 1985年被意大利高尔夫联盟接纳为会员。俱乐部的18洞
球场 (71标准杆) 于2004年获得核准, 场地难度中等但却十分微
妙, 需要球手具备更精准的技艺。俱乐部内还设置有一座40个发
球点 (6个遮蔽式) 的练习场, 一个推杆果岭区, 一个为初学者准备
的前切杆果岭和一座四星级酒店。
4位FIG-PGA大师受委托开展高尔夫课程。他们的准备、经验和
信息设备可以为初学者和经验丰富的球手提供帮助。

服务设施: 练习场、俱乐部会所、更衣室、专卖店和餐厅  
(全年开放）

拉伊纳泰果岭高尔夫俱乐部
Via A. Manzoni, 45 20020 
拉伊纳泰 (米兰)
电话: +39 02 9370869

greenclubgolf.it
segreteria@greenclubgolf.it 

开业年份: 1984年

设计师: 米歇尔·巴尔巴蒂

标准杆: 71

球洞数: 18

长度: 5612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无

拉伊纳泰果岭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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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一座绝佳的27洞球场, 欧洲最美丽的俱乐部会
所之一。著名的米兰高尔夫俱乐部多次承办意
大利公开赛和独家比赛。

得益于参议院朱塞佩·贝维奥内先生的远见和不懈的努力, 
俱乐部于1928年5月8日正式开始营业。俱乐部球场的设计工作
由建筑师詹姆斯·皮特·甘农负责。三座子球场地处蒙扎皇家公园
规模宏大的森林中 (占地面积近700公顷，是欧洲最大的历史公
园之一, 也是一座完全被高墙包围的公园)。第一座和第二座子球
场构成了经典的比赛路径, 成为意大利公开赛以及无数国家和国
际锦标赛的举办地。

服务设施: 推杆、劈起杆和前切杆果岭、练习场、推车和高球车
租赁、球童、专卖店、沙坑、Zappa高尔夫学校、餐厅、 酒吧、
游戏室和纸牌间、电视室、游泳池、水疗中心、五人制足球场
(天然草坪）、婴儿托管服务。

米兰高尔夫俱乐部
Viale Mulini San Giorgio, 7
20900 蒙扎公园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039 303081

golfclubmilano.it
info@golfclubmilano.com

开业年份: 1928年

设计师: 詹姆斯·皮特·甘农和塞西尔·布兰德福特

标准杆: 72

球洞数: 27

长度: 6414米+2976米

开放时间: 2月至12月

休息日: 星期一 (非节假日）

米兰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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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绿树环绕的俱乐部距离米兰和利纳特机场仅数
公里, 传统与现代在此完美结合。

莫林内托乡村高尔夫俱乐部距离米兰市中心仅一箭之遥，地处一
片非常珍贵的绿洲之中, 内设一座18洞球场, 一座16个发球点的遮
蔽练习场、十四座网球场、一座游泳池和一片健身区。
俱乐部会所位于壁炉、酒吧和餐厅所在的低楼层。高楼层则设置
有桥牌室、台球厅和电视室。高质量的场地和礼宾服务, 使其在
短时间内即成为米兰附近最受欢迎的俱乐部之一。

服务设施: 照明练习场、餐厅、酒吧、游泳池、十四座室内网球
场。

莫林内托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S.S. Padana Superiore, 1
20063 运河畔切尔努斯科 
(米兰)
电话: +39 02 92105128

molinettocountryclub.it
info@molinettocountryclub.it 

莫林内托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开业年份: 1982年

设计师: n. p.

标准杆: 71

球洞数: 18

长度: 5914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星期一 (非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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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米兰郊区的绿洲，内设欧洲境内面积最大的一
座练习场, 非常适合初学者在果岭上打出第一
颗球。

洛韦迪内高尔夫俱乐部位于一座总面积65万平方米的公园内, 
距离米兰市中心仅8公里, 得益于俱乐部设立的欧洲境内面积最
大的练习场地和9洞行政场地 (标准杆为3杆), 初学者可以在此尝
试自己的第一击。18洞锦标赛场地令人愉悦, 适合各种水平的球
手。场地的景观令人感到放松, 适合举办各类尊享活动。
得益于细心的工作人员组织的课程和专属活动和无数的附属服务, 
让洛韦迪内成为一家适合非常年轻人的理想俱乐部。
而得益于俱乐部会所和能够举办重要活动的大型绿地, 洛韦迪内
亦成为公司的不二之选。

服务设施: 照明练习场、高尔夫学校、会议厅、专卖店、餐厅、
酒吧、游泳池。

洛韦迪内高尔夫俱乐部
Via K. Marx, 18 20090 
内弗拉斯科-迪-欧培拉 (米兰)
电话: +39 02 57606420

rovedine.com
info@rovedine.com

LE ROVEDINE
GOLF CLUB • MILANO

洛韦迪内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开业年份: 1978年 

设计师: 克罗兹、卡瓦尔萨尼、皮拉斯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

长度: 6259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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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一座位于非正式环境中, 适合各类水准球手的
球场, 寻求宁静和优质服务宾客的理想选择, 
距离米兰仅20分钟车程。

维杰瓦诺高尔夫俱乐部于1973年落成, 是一座著名的国家级标杆
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的18洞球场隐匿在提契诺公园的绿地中。
诸多的池塘和丰富的植被为这片球场增添了美感。
球场分为两个层次: 一片高位发球区和一片高坡果岭。
俱乐部会所的大厨安杰罗.奥特里为宾客奉上卓越的餐饮服务。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区、俱乐部会所、专卖
店、餐厅、游泳池。

维杰瓦诺高尔夫俱乐部
Via Chitola, 49 27029 
维吉瓦诺 (帕维亚)
电话: +39 0381 346628

vigevanogolf.com
info@golfvigevano.it

维杰瓦诺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开业年份: 1973年 

设计师: 皮耶罗·阿里奥蒂和路易吉·罗塔·卡雷默里

标准杆: 71

球洞数: 18

长度: 5896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非节假日的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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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一片和平与安宁的绿洲, 体育与自然之间的完
美协同。

天堂庄园高尔夫俱乐部隐匿在风景秀丽的阿达河自然公园内, 
距离米兰和贝加莫仅有20分钟车程。球场由建筑师弗朗哥·皮拉
斯设计, 于2001年落成。天堂庄园高尔夫俱乐部拥有意大利最美
丽的一座球场, 现代化、专业和长距离的理念融入其中, 
适合所有水平的高尔夫球手: 这要得益于5片具有战略定位的湖
泊, 为果岭赋予了极高的专业性质。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和劈起杆果岭、高球车和手推车租赁、
专卖店、酒吧、餐厅、会议室、更衣室。 

天堂庄园高尔夫俱乐部
Via Villa Paradiso, 12/A   
20872 科尔纳特-阿达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039 6887124

golfvillaparadiso.com
info@golfvillaparadiso.com

天堂庄园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开业年份: 2001年 

设计师: 弗朗哥·皮拉斯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9

长度: 6612米+1042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非节假日的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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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包含地理坐标
的二维码并通过

Google Maps应用
程序的导航指示即可

抵达。

如何抵达

一座在古老的村庄迎接宾客到来的俱乐部, 
宜人的地域和一座需要球手具备精湛技艺的专
业球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18个地形平坦但又各具特色的果岭隐匿在伦巴第乡村的绿地中，
毗邻古树成荫的阿达河。得益于溪流构成的水道, 这是一座令人
愉悦但又富具挑战的球场, 非常适合新手和经验丰富的球手。
佐阿特高尔夫俱乐部的球场专业性极强, “保卫”着果岭的障碍让
球手可以参与短距比赛, 而这对于取得好成绩至关重要。
此外, 得益于波河平原的典型植被“勾勒”出的18个果岭, 长距离的
击打需要非常精确的技巧。

服务设施: 练习场、推杆、劈起杆和前切杆果岭区、沙坑、
专卖店、酒吧、餐厅、游泳池、网球场、健身房和台球室。

佐阿特高尔夫俱乐部
Via Giuseppe Verdi, 8 20067 
佐阿特-迪-特里巴诺 (米兰)
电话: +39 02 90632183

golfzoate.it
golf.zoate@tiscalinet.it

佐阿特高尔夫俱乐部
 米兰及周边地域

开业年份: 1984年 

设计师: 安杰罗·克尔维尼和马尔默里

标准杆: 72

球洞数: 18

长度: 5854米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休息日: 非节假日的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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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第大区以其壮观而吸引人的高尔夫球场而
闻名: 这些在意大利境内最具魅力的球场具有
极高的专业技术水准。
这些球场的特色在哪里？
我认为伦巴第的球场魅力首先归功于设计师的
高水准, 伦巴第高尔夫球场对此一直非常关注, 
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化和对质量及美学的高度
欣赏。多年来, 诸多有价值的球场均见证了这些
元素的结合。

在这些年里, 您参加了米兰高尔夫俱乐部的两
场意大利公开赛, 您本人有什么样的体验？
米兰高尔夫俱乐部举办的意大利公开赛获得了
大众的喜爱, 高尔夫俱乐部的场景让一切变得更
加特别。
我们感觉非常接近公众, 这一点不太常见, 我想
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气氛。

与伦巴第果岭有关的特殊记忆？
毋庸置疑是加尔达高尔夫俱乐部, 我在这里长大, 
在我本人看来她是伦巴第最美丽的球场, 
也是意大利最好的俱乐部。
我在那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伦巴第大区是一处值得探索的目的地, 
拥有独特的风味、特别的风景和无法估量的
艺术遗产。走出果岭, 您喜欢在哪里度过闲暇
时刻？
我一直在城市中长大, 但我也非常喜欢安静的
环境, 比如我经常去的加尔达湖, 但也包括马焦
雷湖、法哥第区域和米兰。
从各方面来看, 这座城市提供了如此多的景
观。

在果岭之外, 来伦巴第打高尔夫球的人不容错
过的体验有哪些？ 
游览米兰城并在湖边度过一个周末, 
这是我想和大家推荐的, 这种度假方式绝不会
让人失望。

与冠军面对面
 采访马泰奥·马纳塞罗

马泰奥·马纳塞罗出生于1993年, 3岁半的时候即在球场上首次亮相。
从那时起, 马泰奥即逐步走上荣耀舞台,《纽约时报》称其为“注定要改变高尔夫
历史的男孩”。他保持着欧洲巡回赛最年轻冠军的纪录, 自2013年起亦成为宝马
PGA锦标赛最年轻的冠军。
伦巴第大区给他一种主场的感觉, 本文中将告诉您原因。

Instagram爱好者最喜欢的伦巴第景点？
位于布雷西亚省加尔多内-里维耶拉的邓楠遮
故居。

如果用一首音乐形容的话, 您在伦巴第生活的背
景音乐是什么?
当然是一段相当轻松的音乐。

您觉得100％意大利人应该是什么样？
彻头彻尾的生活方式。当我在意大利境内外训
练和旅行时, 我必须经过一定的节奏和习惯, 
但我能尽快为自己找到放松、美食和安静生活
的节奏。这让我感觉很好。

冠军是如何诞生的？您体育生涯中的动力、
坚韧和愿望有多重要？
动力和愿望在多数时候至关重要, 但我认为, 
当训练变得沉重到想要逃离时, 期望达成梦寐以
求目标的愿望会让你留在那里, 直到100％让自
己感到满意。显然, 在现实的时刻中, 你想获得
比对手更多的东西, 这同样重要。通常你就是那
个赢家。

您会向接触这项运动的年轻人推荐什么？
接触这项运动的年轻人能够独立发现其魅力, 
但是他仍需要很大的耐心去面对他的职业生涯, 
极强的坚韧性和明白谁是可以真心地提出建议
的人。高尔夫球手的生活是美妙的, 从表面看起
来很容易, 但实际上牺牲很多, 但是当成功出现
时也有许多满足感。

马泰奥先生,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对于24岁的你
来说, 高尔夫仍然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吗？
在我的生活中, 有一些事情非常重要, 其中之一
就是高尔夫。其他的事情也是我私人生活的一
部分, 但高尔夫是我的激情和工作。如果没有这
一点, 像现在这样享受休息时光都会让自己感
到绝望。

in-lombardia.it/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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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达湖及周边地域

 戴森扎诺马尔凯托小镇乡村
俱乐部
Via Grezze loc. Machetto 
25015 德森扎诺-德尔-加尔达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9990379
info@borgomachettocc.it

 布雷西亚高尔夫俱乐部
Via Stretta, 48 
25128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2006981
info@golfbrescia.it
golfbrescia.it

 奥利奥河高尔夫俱乐部
Via Vecchia per Pontoglio, 28
25032 基亚里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737139
segreteria@campodoglio.it 
campodoglio.it

 科伦巴诺高尔夫俱乐部
Via del Colombaro, 1 
25087 - 库内托内-迪-萨洛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5 43327
golf@ilcolombaro.com
ilcolombaro.com

 克伦贝拉高尔夫俱乐部
Via Barussa, 1 25030
卡斯特雷扎托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714485
info@golfcolombera.it
golfcolombera.it

 阿尔皮亚兹
冠军山高尔夫俱乐部
Via Panoramica 61 25040 
冠军山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4 560188
presidente@montecampionegolf.it

 威尼斯共和国高尔夫俱乐部
Via Serenissima 34 25129 
贝托雷-迪-布法罗拉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0 2301004
csmriga@gmail.com

 木桥镇高尔夫俱乐部
Via Risorgimento, 5 25056 
木桥镇 (布雷西亚)
电话: +39 0364 900269
golfpontedilegno@libero.it  
golfpontedilegno.it

科莫湖及周边地域

 美景社交高尔夫俱乐部 
Via Cavogno, 6 22040 
安札诺德尔帕尔科 (科莫)
电话: +39 344 2205605
info@bvsgolf.org
buenavistasocialgolf.org

 科莫高尔夫俱乐部 
Via alla Cava, 1 22070 
卢伊萨戈 (科莫) 
电话: +39 031 5378067 
segreteria@golfclubcomo.com 
golfclubcomo.it

 兰佐高尔夫俱乐部
Via Pian delle Noci, 3/5 22024 
兰佐.因特尔维 (科莫)
电话: +39 031 839060 
segreteria@golflanzo.it  
golflanzo.it

 弗吉尼亚高尔夫俱乐部
Via A. De Gasperi, 20/B
22070 阿比亚诺真蒂莱 (科莫) 
电话: +39 393 2020393
info@virginiagolf.it
virginiagolf.it

 阿普里卡/奥罗比耶高尔夫俱
乐部
Corso Roma, 150 
坎佩蒂区域，邮编.23031 – 阿
普里卡 
(桑得里奥)
电话: +39 0342 746113
info@apricagolfclub.it
apricagolfclub.it

 博尔米奥高尔夫俱乐部
Via Giustizia snc 23032 
博尔米奥 (桑得里奥)
电话: +39 0342 910730 
info@bormiogolf.it 
bormiogolf.it

 利维涅高尔夫俱乐部
Plaza Placheda, 
via Saroch 1098/a I  - 23041
利维涅 (桑得里奥)
电话: +39 3669070937
电话: +39 0342 977800 
golg@livigno.it
golfclublivigno.eu

 马德西莫高尔夫俱乐部
Via Emet 前往马德西莫格洛佩拉
地区（Località Groppera，
邮编.23024）的公路 (桑得里奥) 
电话: +39 0343 53015
info@golfclubmadesimo.com
golfclubmadesimo.com

马焦雷湖及周边地域
  

 绿色理念高尔夫俱乐部
Via San Francesco 17 21057 
奥尔加特奥罗纳 (瓦雷泽) 
电话: +39 0331 333767
segreteria@ideaverdegolfclub.com
ideaverdegolfclub.com 

 伊斯普拉欧洲高尔夫俱乐部
Via Esperia, 467 21027 
伊斯普拉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785804
asce@jrc.ec.europa.eu

 全景高尔夫俱乐部
Via Belmonte 21100 
瓦雷泽
电话: +39 0332 330356
info@panoramagolf.it
panoramagolf.it

 蒙泽利奥高尔夫俱乐部
Via Mongini, 919 21027 
伊斯普拉 (瓦雷泽)
电话: +39 339 1762292 
golfinodelmonzeglio@gmail.com 
golfinodelmonzeglio.it

米兰及周边地域

 白鹭高尔夫俱乐部
Strada Casal Moro, 2 46042 
卡斯特尔格弗雷多 
(曼托瓦) 

电话: +39 335 7061109
direzione@aironeuno.it
aironeuno.it 

 健康高尔夫俱乐部
Strada Provinciale, 2 
Crema/Vailate 26017 
托尔里诺维迈尔卡蒂 (克雷莫纳)
电话: +39 348 4567856 
info@golfclubbenessere.com

 卡姆扎格古镇高尔夫俱乐部
Via San Giuseppe 20040 
贝鲁斯科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039 623549
info@camuzzagogolf.it  
camuzzagogolf.it

 城市高尔夫俱乐部 
Via Spinola ang. Piazza Giulio 
Cesare 20145 米兰
电话: +39 342 8757620
info@citygolf.it
citygolf.it

 贝加莫丘陵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Via Longuelo 264 24129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250033
info@aicollidibergamogolf.it
aicollidibergamogolf.it

 CTL3高尔夫俱乐部
Via Cattaneo sns 20886 
卡尔纳泰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039 6902496
golfclubctl3@libero.it
golfctl3.it

 加德纳拉乡村俱乐部
Via Grandi, 46 20069 
佩斯基耶拉波洛米奥 (米兰) 
电话: +39 02 5471598 
info@gardanella.it 
gardanella.it

 米兰高尔夫俱乐部
Via Arcangelo Corelli, 136 
20134 米兰
电话: +39 02 29409235 
info@golfinmilano.it 
golfinmilano.it

 米兰港湾俱乐部
Via Cascina Bellaria, 19 
20153 米兰 
电话: +39 02 452861
info@harbourclub.it
harbourclub.it

 室内高尔夫俱乐部 
Via Fausto Radici, 1
莫佐 (贝加莫)
电话: +39 035 610259
segreteria@golfindoor.org 
golfindoor.org

 小湖泊高尔夫俱乐部
Via Lombardia 2 20068 
佩斯基耶拉波洛米奥 (米兰)
电话: +39 02 55301948
segreteria@illaghettogolfclub.it 
illaghettogolfclub.it

 拉扎泰高尔夫俱乐部
Via Vittorio Emanuele, 150 
28024 拉扎泰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333 4336303
info@golfclublazzate.it 
golfclublazzate.it

 曼托瓦高尔夫俱乐部
Via Colombina, 60 46010 
库尔塔托内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333 7799150
info@mantovagolf.com 
mantovagolf.com

 米拉索莱高尔夫俱乐部
Via Karl Mark, 16 20090 
诺维拉斯克迪欧培拉 (米兰) 
电话: +39 02 57606420
info@rovedine.com
golfmirasole.com

 蒙扎高尔夫俱乐部
Via G. Falcone, 15 20835 
穆齐奥 (蒙扎和布里安扎)
电话: +39 039 790072
info@golfmonza.com
golfmonza.com

 奥尔西尼高尔夫练习营 
Via Buozzi, 4/C 20068 
佩斯基耶拉博罗梅奥 (米兰) 
电话: +39 02 5470581
ant.orsini@tiscali.it
orsinigolf.it

 萨利切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Via Diviani, 8 27055
里瓦纳扎诺温泉镇 (帕维亚)
电话: +39 0383 933370
golf@golfsaliceterme.it 
salicetermegolf-country.it

 圣西罗高尔夫俱乐部 
Piazzale dello Sport, 2 
20151 米兰 
电话: +39 02 48701153
sansirogolf@libero.it
sansirogolf.it

 圣维托高尔夫俱乐部
Via Marta Lodi, 2/c 20083 
圣维托迪加扎诺 (米兰)
电话: +39 02 9081879
info@golfsanvito.it
golfsanvito.it

 SportMaster夏令营
Via General Govone, 67 
20155 米兰
电话: +39 02 3494041
info@sportmaster.it
sportmastermediolanum.it

 波河大地高尔夫俱乐部
Cascina Castellina 
Loc. Comovecchio 26842 洛迪
电话: +39 333 5371308
info@golfterredelpo.com 
golfterredelpo.com

 提契诺高尔夫俱乐部
Via Sora, 20 - 27100 帕维亚 
电话: +39 0382 1753160
info@ticino-golf.it
ticino-golf.it

 托拉佐高尔夫俱乐部
Via Castelleone, 101 
26100 克雷莫纳
电话: +39 0372 471563
segreteria@golfiltorrazzo.it 
golfiltorrazzo.it

高尔夫体验#inLombardia 
 9洞场地、练习场和场地推广信息   推广场地  9洞   练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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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 
切勿错过全年365天在这座时尚、设计和创新
之都 内无休止举办的活动的日程。
意大利最“智慧”的城市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让您感到惊讶的机会。 
yesmilano.it

贝加莫
上城 (Città Alta), 下城 (Città Bassa), 五公
里的古城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 卡拉拉美
术学院和珍藏的艺术大作, 宏大的节日活动。
独特和宏大魅力的多面性。 
visitbergamo.net

布雷西亚
毗邻文艺复兴典雅之城的古罗马布雷西亚都
城。而后是艺术品和“千哩”拉力赛的魔幻。
布雷西亚正是如此, 散发出文化和激情的魅
力。一场时光之旅。
turismobrescia.it

科莫
中世纪的核心, 一座热爱科学和日光设计的城
市。城市内外均值得一探。
获得前所未有的湖心“迷失”体验。
visitcomo.eu

克雷莫納
一座小提琴家之城: 鉴赏全球最美的工艺。
音乐之都和小提琴的摇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遗产。
turismocremona.it

莱科
一座待您探索的城市: 从一本永恒的小说《婚
礼誓言》的线索出发。一段故事中的故事。
在文学和现实中停留。
comune.lecco.it

艺术之都 #inLombardia
 12座待“打卡”的艺术之都

独特而令人兴奋的亲身体验。
城市崇拜探索#inLombardia 12座展望未来的文化名城中, 蕴藏着让所有人感到惊奇和不
可思议的文化遗产。Always and Everywhere! 您已经选择好了出发地点？

洛迪
古老的印记、芳香和美味。伦佐.皮亚诺的当
代手法和辉煌的维多利亚广场。穿梭在天空、
自然和放松的氛围中。
turismolodi.net

曼托瓦
勾勒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杰作: 
贡萨加城（2016年意大利文化之都）历史的
一条独特天际线。
turismo.mantova.it

蒙扎
从特奥多丽娜女王的宝藏，到赛车场的狂
热。
一座城市，两种速度。城市已准备好创纪录
的杰作让我们着迷。
turismo.monza.it

帕维亚
一座需要您慢慢探索的城市。
走在伦巴第大区的道路上或大学内回廊的之
间, 绝不会忘记那些悠久传承的美味和特产。 
vivipavia.it - visitpavia.com

桑得里奥
千年的传统, 需步行或骑自行车 探索的道路, 
独特的美味,《疯狂奥兰多》的功绩。站在桑
得里奥城内, 特利纳山谷的景色更加美丽。 
sondrioevalmalenco.it - valtellina.it

瓦雷泽
从埃斯滕塞宫的花园，到无尽的圣山风景。
探索一座人类城市别样的几何形态。
comune.varese.it 

in-lombardia.it

前页_ 从公民塔楼俯瞰贝加莫上城的核心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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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上图_ 萨比奥内塔古剧院
(曼托瓦）

左图_ 萨比奥内塔 
(Sabbioneta) 的拱廊, 文艺复
兴时期的理想之城

年前, 恰逢海洋刚刚在此出现。
除了户外路线, 贝萨诺化石博物馆 (瓦雷泽) 以及由提挈诺建筑师马
里奥.波塔改建和扩建瑞士梅里德博物馆也值得一探。 
与瑞士共享的一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为“阿尔布拉/伯尔
尼纳文化景观中的雷蒂亚铁路”，这条铁路连接着蒂拉诺 (桑得里
奥) 和圣莫里茨 (恩加丁)。Bernina Express红色列车的行进坡度高
达70‰, 穿过螺旋形的隧道和高架桥，欣赏海拔2,253米处的千年冰
川和令人惊叹的景色。十九世纪乌托邦式的完美工厂, 即位于贝加
莫省。
“阿达的·克雷斯皮工人村”是家长管理和社会要求下的一种幸运组合, 
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工业考古遗址之一。
从红砖装饰的工厂到学校, 从公用的洗手间到目前仍有人居住的工人
房子。总而言之, 这是一处值得参观的景点。

从卡莫尼卡山谷的岩画艺术, 到阿达的·克雷斯皮的工人村。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11件伦巴第宝藏。
十处人类遗产和一件非物质遗产: 
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诀窍”。以第一人称置身于其中，
是一次不容错过的体验。

“意大利伦巴第人的权力和崇拜中心”: 圣萨尔瓦多和圣朱利亚的修道院建
筑群以及布雷西亚的Capitolium考古区。“阿尔卑斯山脉水上草屋”: 其中
最古老的草屋位于弗吉尼亚小岛上。“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圣山”的无限景致, 
即分别位于奥苏西奥和瓦雷泽。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诀窍”。
“曼图亚和萨比奥内塔”: 两座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之城。
米兰恩宠圣母修道院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以及贝加莫的威尼托城墙, 
于2017年被纳入遗产名录, 成为“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防御
工事: 西方的陆地之国到海洋之国”的一部分。
这些充满灵魂的地点, 美的体验与历史在此邂逅。由于这些地点具有连贯
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选择将其列入遗产名录。 独特的证据还包括贯
穿超过一万两千年历史的“瓦尔卡莫尼卡的岩画”: 雕刻的猎人、战士和农
民, 推车和犁, 水鸟和狗, 小屋和中世纪塔楼形象。
此外, 位于瓦雷泽省和瑞士提契诺州之间的“圣乔治山”中, 蕴藏着2万处化
石遗迹, 包括: 50种鱼类和25种爬行动物, 最壮观的是超过100种无脊椎动
物和植物。 画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三叠世, 时间跨度介于247万至237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奇迹
 11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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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牧场和高海拔风味
山丘很快变成了高地。在特利纳山谷区域内众
多的马厩餐厅和梯田上, 您可以品尝到荞麦宽
面条和高山牧场奶酪 (例如比托奶酪、特利纳
山谷卡塞拉奶酪、山羊奶酪) 并搭配一些牛腊
肉, 饮用一杯斯福尔扎托作为佐餐酒。
一杯瓦尔切比奥葡萄酒和斯坎佐高泡酒讲述
着奥罗比耶阿尔卑斯山麓的故事, 而一盘贝加
莫 卡松内利馄饨和Strachitunt奶酪则讲述着
风味。

一片双季节平原
位于波河平原中心地带的米兰是时尚、奢华和
设计的象征，但仍保留了最古老的核心: 充满
风味的米兰烩饭、大烩菜和米兰炸肉排。离开
城市的边界, 开阔的乡村带领我们进入缓慢的
节奏。在克雷莫纳和中世纪灿烂核心城市的曼
托瓦之间, 桌上的美味包括芥末甜酱汁、萨拉
米香肠、奶酪杏仁饺子、南瓜饺子和牛轧糖。

在大地和水域之间
山脉和平原传统沿着湖岸而融合, 创造了一个
从未被讲述过的, 结合了大地和水域之间的故
事。在瓦雷泽湖和科莫湖畔, 餐桌上的菜肴非
常丰富, 例如美味的培根大麦汤以及淡水鱼制
作的Missultin鱼干、西鲱和炸鳟鱼。
鱼甚至成为了加尔达湖畔的艺术品: 其中熏鳗
鱼和鳟鱼是主角。这里的旅程将带您穿越古老
的柠檬温室和橄榄油之路。

右图_ Pizzoccheri宽面条和萨拉米香肠片

下图_ 法哥第葡萄园

介绍通过特色美食即可探索一片地域, 也是近距离了解并品味
这片地域的最热烈的方式。星级烹饪艺术家们重新诠释讲述着
历史的食谱; 餐厅和酒庄内保存着当地美食和美酒珍宝。
数以千计的亲身体验和活动等待着您的到来。通过绝对不容错
过的风味探索伦巴第大区。

对于从热爱艺术、体育和文化，到只为寻求放松、宁静和美食诱惑的
人群来说, 这是一个包含众多地域且能够为所有人赋予迷人体验的目
的地。
大都市的活力、慢节奏的平原和山区日常生活: 伦巴第是一片“风味马
赛克, 亲身体验文化的方式以及与土地的关系转化为桌面上令人难以
置信的多样美食。自然主义和文化探索与美食和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因此, 在品尝精致的美食和尝试传统的食谱让旅行变得更加愉悦。

玻璃杯中的香氛
红色、白色或桃红色: 起泡或静止只是一个偏好的问题, 因为每一杯都
会给味蕾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在帕维亚波河南区, 伦巴第人民将会用一杯迎宾酒欢迎我们的到来。
波河南区盛产40余种原产地名称控制认证 (DOC) 葡萄酒, 绝对不会让
人失望: 品尝Mortara而柔相长和瓦尔兹香肠时绝不可错过品尝一杯黑
比诺葡萄酒和莫斯卡托高泡酒 (中世纪的马拉斯皮纳城堡所在的小镇) 
的机会 。 法哥第的酒杯中, 溶解了完全不同的传说: 在这里, 
气泡酒是精致风味的梭子鱼和伊塞奥湖沙丁鱼干的最佳佐餐酒。
法哥第的中心地带矗立着帕西拉诺城堡和博尔纳托城堡。

风味 inLombardia
 一个充满风味的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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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时装周。 
每年举办两次 (1-2月和6-9月) 的时装周让米
兰成为国际时尚的最大舞台。
时装周是您观看时装秀和预览新的春夏季和秋
冬系列产品的最佳机遇。
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激动的情绪: 米兰的街道被
造型师、模特、博主和时尚影响者所“入侵”, 
他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展示专为时装周设计
的产品。恰逢秋季时装周的九月, 还将举办
Vogue Fashion Night Out活动: 米兰市中心的
数百家商店将会延长营业时间, 举办派对、
DJ表演和特别活动。
 
milanomodadonna.it 
milanomodauomo.it 

设计周和Fuori Salone时尚活动。 
每年四月, 米兰城内最不容错过的活动设计
周。此时的城市中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
者和爱好者。他们参与的Fuori Salone时尚活
动与米兰国际家具展 (Salone Internazionale 
del Mobile) 同时举办, 后者是家居装饰行业最
重要的贸易展览会。通过展览、会议、研讨
会、自发活动、向公众开放的展厅、装置艺术
和表演, 让每位参观者都可以近距离地接触这
场著名的设计活动。 

fuorisalone.it 
salonemilano.it

上图_ 维托里奥.埃玛努埃雷二世长廊, 米兰

重大国际活动、时装和设计。不容错过的一份简短指南。

购物之家。
米兰是一座举办最宏大时尚活动的舞台, 欢迎任何风格、色彩和
潮流, 并将服装转换为城市每个角落的艺术: 在那里可以看到闪闪
发光的橱窗、商店和专营店, 内部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家具, 让街道
充满了魅力和传统的感觉。对于那些追随时尚的人来说, 决不可
错过穿越Quadrilatero区域众多街道 (从Via Manzoni大街到Via 
Montenapoleone大街) 的机会。对于那些想要重新填满衣柜的爱美人
士, Corso Buenos Aires大道的350家商店, 以及Via Torino大街和多
摩大教堂购物区是他们的理想选择。

便利也是一种时尚。
Franciacorta Outlet Village是一座位于布雷西亚省Rodengo Saiano小
城的购物中心。小城所在的法哥第区域是一处高品质酿酒葡萄种植地, 
因出产DOCG认证的法哥第葡萄酒而闻名全球。
这座购物中心是一处真正的购物村, 街道和广场两旁的商店提供时尚、
家具、化妆品、香水等最佳产品。
便利性也是其特权: 与传统商店相比, 这里全年提供高达70％的折扣。

购物、时尚&设计
 小小的崇拜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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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zione WOW!
#inLombardia

Cammini
#inLombardia

Cult City
#inLombardia

inBici
#inLombardia

Lifestyle
#inLombardia

Golf Experience
#inLombardia

Sapore
#inLombardia

Natura
#inLombardia

Relax & Wellness
#inLombardia

了解如何获得旅⾏护照
#ilPassaporto

请访问passaporto.in-lombardia.it
申请您的#inLombardia旅行护照，
并了解如何标记自己的体验！
网站完整列表。

收藏的刺激感觉
使用内置旅⾏护照#ilPassaporto的#inLombardia应用程序游览伦巴第大区，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留下一份个人故事。走出旅⾏的每一步或参与每一项活动，
获得印章。您还在等什么？

#ilPassaporto
洛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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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体验 #inLombardia
 信息

链接

机场
米兰马尔彭萨
milanomalpensa-airport.com

米兰利纳特 
milanolinate-airport.com

贝加莫奥里奥阿塞里奥
orioaeroporto.it 

城市

贝加莫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奥里奥阿塞里奥7.2公
里, 利纳特机场50公里, 米兰马尔
彭萨90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4高速公路 

信息
> visitbergamo.net
> 无线网络 BergamoWiFi

布雷西亚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137公里, 
利纳特机场84.2公里, 奥里奥阿塞
里奥机场52.7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4、A21和A35高速公路

信息
> turismobrescia.it
> 无线网络 BresciaWiFi

科莫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50.9
公里，利纳特机场61.7公里, 奥里
奥阿塞里奥87.7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9高速公路

信息
> visitcomo.eu
> 无线网络 FreeWiFiComo

克雷莫纳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155公
里、利纳特100公里, 奥里奥阿塞里
奥机场98.6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21高速公路

信息
> turismocremona.it
> 无线网络 WiFi Area Linea Com

莱科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77.7
公里，利纳特机场57.7公里，奥里
奥阿塞里奥机场43.9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国道SS36

信息
> comune.lecco.it
> www.lakecomo.is
> 无线网络 Wi-Fi Lecco

洛迪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92公
里, 利纳特机场37.3公里, 奥里奥阿
塞里奥机场76.1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1高速公路

信息
> turismolodi.net
> 无线网络 FreeLuna_COMUNE_
LODI

曼托瓦
如何抵达
机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226公里, 
利纳特机场174公里, 奥里奥阿塞里
奥机场141公里, 维罗纳机场43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4和A22高速公路

信息
> turismo.mantova.it
> mantova2017.it
> comune.mantova.gov.it
> 无线网络 Mantova free WI-FI

米兰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53公
里, 利纳特机场9.2公里, 奥里奥阿
塞里奥机场60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1、A4、A7、A8高速公路 

信息
> turismo.milano.it
> 无线网络 OpenWifiMilano

蒙扎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58.8
公里, 利纳特机场17.7公里, 奥里奥
阿塞里奥机场43.9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1和A4高速公路

信息
> turismo.monza.it
> 无线网络 
   bWiFree-ComuneMonza

帕维亚
如何抵达
飞机: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89公里，
利纳特机场55.6公里, 奥里奥阿塞
里奥机场89.9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7高速公路

信息
> vivipavia.it
> visitpavia.com
> 无线网络 Hot Spot Pavia

桑得里奥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158公
里, 利纳特机场138公里, 奥里奥阿
塞里奥机场124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国道SS38

信息
> eventi.comune.sondrio.it
> sondrioevalmalenco.it
> valtellina.it
> 无线网络 SondrioFree

瓦雷泽
如何抵达
飞机: 距离米兰马尔彭萨机场40公
里, 利纳特机场76公里, 奥里奥阿
塞里奥机场100公里 
火车: 搭乘Trenord火车: trenord.it
自驾车: A8高速公路

信息
> comune.varese.it
> 无线网络 Varese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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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奇迹

卡莫尼卡山谷的岩画艺术
vallecamonicaunesco.it

阿达的克雷斯皮工人村
villaggiocrespi.it

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圣山
sacromontedivarese.it
sacrimonti.net

阿尔布拉/伯尔尼纳雷蒂亚景观
铁路
rhb.ch

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诀窍”
comune.cremona.it

曼图亚和萨比奥内塔
comune.mantova.gov.it

圣乔治山
montesangiorgio.org

高山水上草屋
palafittes.org

意大利伦巴第时期的权力和宗教
中心
italialangobardorum.it
bresciamusei.com

恩宠圣母修道院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turismo.milano.it

贝加莫威尼斯古城墙
15至17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
防御工事
visitbergamo.net

伦巴第米兰博物馆一卡通

365天免费参观伦巴第的多座艺术
中心。一卡通信息参见 
lombardia.abbonamentomusei.it

右图_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古罗马
布雷西亚都城考古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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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ombardia.it/golf
通过#golfinLombardia分享您的高尔夫体验

28座18洞高尔夫球场,
以及42座9洞球场。
获得无尽的体验一个难忘
的目的地探索高尔夫体
验#inLombardia 
的所有开球点

高尔夫体验
#inLombardia

 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