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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王国—奥地利

奥地利位于欧洲的中部，北靠德国、捷克，东与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相邻，南部与斯洛文尼亚、意

大利接壤，西部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是中欧大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交通枢纽，被称为欧洲

的心脏和连接西东的十字路口。

奥地利地形图：形如小提琴

奥地利有音乐王国之称，从地图上看奥地利形状像一把小提琴，整个国家到处都流动着美妙的音

乐。首都维也纳是世界级的音乐之都，那里天才涌现，贝多芬、莫扎特、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在

这里谱下了辉煌的篇章。而一部六十年代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又将奥地利另外一座风光秀丽

的小城—萨尔茨堡介绍给了全世界。

  奥地利的历史和故事无疑是一部歌剧，一首协奏曲，一出精心制作、细心安排场景和情节的巨

作。而与奥地利故事并行的是它那独具个性和巧夺天工的自然之美。那白雪茫茫的山峰让多少人

感到敬畏；那点缀着夏日野花的青翠深谷，令多少人期待神往。奥地利的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

既拥有令人惊叹的变革活力，又丝毫没有丧失奥地利信奉的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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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安静的湖区小镇(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巍峨雄壮的阿尔卑斯山是夏季登山和冬季滑雪运动的天堂，星罗棋布的湖泊和郁郁葱葱的河谷是

休闲和从事各种水上运动的好地方；富丽堂皇的宫殿、雄伟壮丽的教堂和古堡记录了奥地利历史

上的辉煌；这里的音乐传统、久负盛名的乐团、歌剧和音乐厅给人以艺术享受；世界著名的音乐

家都曾在这里写下辉煌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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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北阿尔卑斯山里的小教堂(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最佳旅游季：

奥地利具有典型的中欧气候，全国可分为三个气候区，由温带海洋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过渡

。西部和西北部冬夏温差和昼夜温差较大且多雨，东部为大陆型气候，温差小、雨量亦少。阿尔

卑斯山地区寒冬季节较长，夏季凉爽。总体而言，奥地利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每年旺季从7月到

8月以及从圣诞节到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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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奥地利前的行前准备

   

1、初识奥地利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北部与德国、捷克接壤，东部与斯洛伐克、匈牙利相邻，南部连接意大利

、斯洛文尼亚，西部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它是欧洲南北重要的交通要道，也是进入东欧的主要

门户。奥地利国土面积 83870 平方公里，由 九个联邦州组成。全国人口约 8 百万，其中98%

说德语。约74% 的奥地利人信仰天主教，5% 信仰新教。 

维也纳标志建筑美泉宫外(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奥地利总人口812万，其中女性公民占51.6%，男性占48.4%。平均寿命：女性81.2岁,男性75.4岁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100人。 奥地利共有维也纳、上奥地利、下奥地利、萨尔茨堡、蒂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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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阿尔贝格、克恩顿、施泰尔马克、布尔艮兰9个联邦州，首都维也纳。

其他著名城市还有格拉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等。奥地利主要使用的语言是德语。

   

2、关于奥地利签证的办理

1、签证种类：

 1）旅游签证：

如果没有其他附注，持有申根签证有权在所有“申根国家”旅游。

允许一次、两次或多次入境。奥地利使馆签证处办公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09:15至11:30时. 按照

规定，个人旅游申请者要到使馆面谈。团队旅游申请者要以ADS的形式申请。有关此签证的详细

情况请到使馆咨询或咨询负责受理签证的中方旅行社。

2）留学签证：

奥地利驻上海总领馆负责受理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地区申请人的居留申请，其它地区由

奥地利驻北京大使馆负责。要求本人亲自到使馆申请，不能邮寄。递交材料时一式俩份(原件和复

印件)。建议尽可能在预期的学习开始前的12周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

3）商务签证：

如果没有其他附注，持有申根签证有权在所有“申根国家”旅游。允许一次、两次或多次入境。

如果有计划参加培训、实习的人、和短期派出的专业人员等，须在申请签证前向奥地利主管就业

市场服务中心咨询，根据外国人工作法是否要得到批准。

奥地利使馆签证处办公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09:15至11:30时。 除持有因公护照的申  请人以

外，签证申请原则上应由申请人本人递交，申请人还可以委托其他代表递交所需的申请材料，在

这种情况下，申请人需签署一份委托函，受托人应连同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函一同递交。

尽管如此，大使馆仍然有权要求申请人晚些时候到使馆亲自面谈。

4）探亲签证：

妻子、丈夫和未婚的未成年孩子被视为亲属。只有在递交了有关部门要求提供的所有资料后，方

能受理签证申请。签证申请至少要在出发前3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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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大使馆签证处的办公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09:15至11:30时。签证申请人要到使馆面谈，

根据面谈使馆方能对签证申请作出决定。

5）居留签证：

如果中国公民想长于6个月在奥地利居留的话，可在大使馆申请居留签证。签证申请要本人递交（

不能邮寄）。只有在申请人自己没有行动能力时，方可委托有法律效力的人员递交。使馆将签证

申请转交国内受理签证的部门。批准居留签证的受理时间需要几个月。

2、旅行签证所需材料

首先要记住不管任何种类前往奥地利的签证都要至少在出发前三周递交，下面是奥地利使馆邀请

申请人面谈以及返回中国后再次面谈所需要的材料。（奥地利大使馆有权保留这些材料）

中国公民出国必须申请护照

1）一张由申请者本人签名、字迹清楚、实事求是的完整申请表。

  2）一张符合要求的护照相片。

  3）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私护照，要求护照有效期必须不少于90天。

  4）往返旅游交通工具证明（机票、船票或者火车票）。

                                                 9 / 92



�������

奥地利：音乐之都
  5）在奥地利境内的酒店预订证明。

  6）一份详尽的旅游计划（最好是英文的）

  7）旅游保险证明（保险数额每人不少于50000欧元）。

  8）提供曾经去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证明（西欧国家、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签证）

 

9）在中国拥有财产、工作以及家属的证明（此要求帮助排除申请者滞留奥地利不归的可能性）

  10）收入来源证明以及奥地利旅行社的担保证明。

  11）中国申请人：提供户口本原件和全部页的复印件。

  12）外国申请人：中国居留证和全部页的复印件。

  13）雇主证明：职位、休假许可、地址、电话、公章等。

3、办理地点：

奥地利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秀水南街5号

  邮编：100600

  电话： 010/6532-2061

  传真： 010/6532-1505

  电子邮件： peking-ob@bmeia.gv.at

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路1375号上海启华大厦3楼A座

  邮编：200031

  电话：021 6474-0268

  传真：021 6471-1554

  电子邮件： shanghai-gk@bmeia.gv.at

  负责领区：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

4、办理周期：

留学签证尽可能在预期的学习开始前的12周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其它签证申请应该至少在旅行

开始前三周进行。

5、办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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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签证：60欧元

  2）留学签证：30欧元

  3）商务签证：60欧元

   

3、通讯问题

邮政

奥地利大部分邮局的营业时间一般是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到中午，以及下午2点到6点，周六的上午

8点到上午11点。只有少数几家在大城市里的邮局关门会很晚，甚至24小时营业。香烟商店（Taba

k)也可代售邮票。

  奥地利国内寄往欧洲的标准信和明信片的费用是0.55欧元，邮寄到其他地区的费用是1.25欧元。

电话

奥地利的电话号码有四位数的，也有九位数的，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不过你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因为奥地利的电信系统经常在主叫号码后面加上直播的分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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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公用电话亭最低收费是0.2欧元，有些电话亭只接受电话卡。在邮局可以买到这种电话卡，有两

种面值，分别是3.6欧元和6.9欧元。

  奥地利手机采用了GSM900/1800的系统，与中国的手机系统兼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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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到了奥地利后买一张当地的预存话费的手机卡，直接插

入手机中就可使用。

   

4、关于奥地利货币问题

货币

奥地利是欧盟国家所以使用欧元（€；代码EUR），兑换欧元现金最好去奥地利当地正规银行进

行办理，在办理前可以比照下当天外汇牌价。需要注意在国外身上不要带过多的现金，50欧元的

现金已经属于大数目了，因为当地人出去做任何事都是刷卡，所以咱们也入乡随俗能刷卡就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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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 

奥地利早先所用的奥地利先领

如何兑换

奥地利有不少兑换外币的场所，除了机场、车站、邮政总局、银行等，在市区内还有其他多处外

币兑换及自动兑换机。换钱时最好先向工作人员问明手续费，因为不同银行的兑换处，所收取的

手续费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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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大部分地区已改用欧元

奥地利银行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5:00，周四延长至17:00

取现

如果有Visa，Mastercard标志的信用卡，包括国内银行出的双币卡，可以在绝大部分银行的自动柜

员机ATM机上提取欧元现金。

旅人提示：中国银联境外服务电话， 0800-0007-224

资料参考: http://www.chinaunionpay.com/abroadCard/cardKnow/file_124727.html

              http://www.ouline.com/topic/index_text.php/?id=qiye&story_id=11849

   

5、奥地利的节庆活动

奥地利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所以许多法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主要的节日如下：

元旦：1月1日

主神节：1月6日

狂欢节：奥地利民间最重要的节日，开始于复活节前40天。期间人们吃斋饭、化装、庆祝节日的

到来。狂欢节最后两天，无论男女老少都带着各种动物面具，穿着民族服装跳舞，节日气氛达到

高潮。

复活节：春分后第一个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的夜晚，星期一放假，一般为4月1日。

劳动节：5月1日

维也纳艺术节（Fesching)：即维也纳艺术节，主要有古典音乐、戏剧和其他文艺演出活动。

耶酥升天日：复活节40天后的第一个星期四 ; 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50天

基督圣体节：五一节后的星期日或星期四

萨尔茨堡音乐节（Salzburger Festspiele)：每年7月举行，奥地利首屈一指的古典音乐节，会吸引许

多世界巨星参加，如西蒙.拉特尔和普拉契多.多明戈。

圣母升天节：8月15日

布鲁克纳节：每年9月举行，这是一个高雅庄重的古典音乐节，旨在纪念林茨的本土音乐家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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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纳，林茨举办的活动尤其盛大。

国庆节：10月26日

万圣节：11月1日

圣母玛丽受孕节：12月8日

圣诞节：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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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奥地利Hold住你的几件事

   

1、行走在哈尔施塔特，品味那悠久的历史

在奥地利有一个叫哈尔施塔特的小镇，虽然这座小镇很小，但它却和维也纳、萨尔茨堡、因斯布

鲁克这些城市一样有名。这座奥地利历史最为悠久的小镇，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但当地

人更喜欢把这美丽的地方称作“木头镇”。

  游人要想来到这座小镇需要从最近的火车站下车，然后乘坐小木船驶向哈尔施塔特，哈尔施塔

特湖清澈透底，在高山峡谷之中，像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一排排临湖而建的木屋，在阳光的照

耀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木屋与中国江南民居非常相似，但墙壁、窗户、阳台等都采用木头

做材料。为了不同于别家，每家每户还会在屋形、色彩上表现自己的风格。 

(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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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里都会展出并出售一些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

麻线编的装饰品、民族娃娃、各种陶制品⋯⋯当然，最多也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有

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也有现代感十足的生活物品，还有名人的雕像等。除此之外每家每户门口

还堆着劈好的木条，码头、车站也都用木头建造，教堂选用木雕装饰，还有各种木工学校。 

小镇上的民居(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当地居民爱木头的传统与历史是分不开的。早在公元前2000年末，这里就有了世界上最古老的

盐坑。盐矿的开掘使得哈尔施塔特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商业城市，盐矿工人成了有钱人，于是他们

建造了各种漂亮的木房子，因为木房子能防止盐气，保持常年干燥。这种传统被一代一代传了下

来，也就造就了这个美丽的小镇随处可见木头制品，而这些木头也让小镇居民的淳朴表露无遗。

旅人提示：

哈尔施塔特实际上属于萨尔茨卡莫古特湖区，这里是奥地利中部美丽的湖泊度假区。群山环抱之

中共有76个波平如镜的蓝色湖泊，四周峭峻的山峰完美入画，每个湖都有各自无法比拟的魅力。

这里的人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如画的风景中，他们宁静而富足的生活令到此的游客无不心生羡慕

：为何他们独得上天如此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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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哈尔施塔实际上是众多湖边小镇中的一个，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小镇也是很值得一去。

巴德伊舍（Bad Ischl) 

(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这里是长期受到皇室喜爱的旅游胜地，巴德伊舍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一直令人怀疑，

或者至少理论上确实如此。今天实在很难把巴德伊舍与这样残忍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它作为温泉

疗养胜地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

  巴德伊舍许多威严的建筑仍然呈现着帝国的遗风。这是一个美丽堂皇的地方，是观赏该地区五

大湖泊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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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圣吉尔根小镇 

 

位于沃尔夫冈湖西端的圣吉尔根小镇空气清新、风景秀丽，是湖区内一处著名的旅游、疗养、休

闲胜地。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小镇还打起了名人效应的招牌，因为它与音乐家莫扎特有着

间接的关联。当地导游告诉记者，1720年，莫扎特的母亲安娜�玛丽亚�佩尔特出生在距离市政

厅不远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当地政府非常敬重他们这一家，这一故居现在已经变身为纪念馆，市

政厅前面的喷泉也树立着少年莫扎特拉小提琴的塑像。 

小镇镇政府(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圣-沃尔夫冈

环绕湖区里都是漂亮的小镇，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圣-沃尔夫冈镇，在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东南约80

公里，人口不到三千。 100多年前，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经常来此避暑。。

圣-沃尔夫冈是萨尔茨卡莫古特湖区游览地游客访问最多的地方之一，并且交通非常方便，乘车从

萨尔茨堡到达这里只需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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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while(a) {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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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0);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2、萨尔斯堡：景在电影中，电影在景中

看电影时，如果看到一个场景，是平时熟悉或是去过的地方，会让人感到很亲切。特别是看到一

些不那么著名的地点，恰巧又是自己去过的地方，那种感觉就更棒了。我觉得导演在选场景时，

可能有两个考虑点，一方面场景要漂亮，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个景点太著名，以至于观众一看

就知道这是在哪，会与故事情节的安排起冲突。 

《音乐之声》里的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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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里是米拉贝尔宫后面的入口(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从电影辨认熟悉的场景很好玩，反过来，从景点中去寻找电影中的场景，似乎更有趣。而如果

你有心这么做，萨尔斯堡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音乐之声》这部电影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大部

分的取景，都集中在萨尔斯堡的老城，而且把老城的主要景点几乎都在影片中表现出来了。游客

可以很方便地到这些景点，把电影中的场景一个个“复原”回来。很多去过萨尔茨堡的人都会感

受到“景在电影中，电影在景中”那美妙的感觉。这里建议大家在去萨尔茨堡之前可以先调出《

音乐之声》这部电影好好温习一下。

   

3、登库伦山找寻那蓝色多瑙河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最富盛名的圆舞曲作品。被誉为“奥地

利第二国歌”。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将该曲被作为保留曲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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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库伦山上看到的多瑙河(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这首好听的圆舞曲，让多瑙河这个欧洲第二长河世界闻名，也让很多人认为多瑙河是蓝色的。

但当这些人来到欧洲，来到多瑙河畔，才发现因为河水卷近了大量岸边的泥沙，整条河都是黄色

的。这种现象在德国如此，在匈牙利、罗马利亚也一样。“海底两万里”的法国大作家儒勒.凡尔

纳在解释他的小说“美丽的黄色多瑙河”的名字时，他说：我也愿意把多瑙河描写成蓝色的。可

是多瑙河一路卷起两岸的泥土，所以她不可能是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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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近观蓝色的多瑙河(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但事情没有绝对，在维也纳北面有一座叫库伦的小山，这里是观赏维也纳全景的最佳去处。如

果天气好时，站在这座山的山头往维也纳老城望去会惊奇的发现多瑙河在维也纳分成了两条支流

。一条靠近市中心的支流仍然是黄色的，而另外一条与其并行的确是蓝色的。那里就应该是当年

施特劳斯所看到的景象吧。所以说蓝色的多瑙河不是幻想，是现实存在的。

   

4、解密传奇皇后的神话与现实

茜茜公主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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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美丽而深受爱戴的皇后,茜茜公主早已成为一种偶像人物。霍夫堡皇宫里的茜茜公主博物

馆展示了神话之后的真实。特别值得一看的是这里展出的大量的伊丽莎白的私人物件以及美丽皇

后的著名画像。

(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博物馆集中展示伊丽莎白的个人生活，特别是她对宫廷礼仪的反抗、对美丽和瘦身的疯狂追求、

对体育的极度热衷以及对诗歌的痴迷。茜茜公主从一位普通的巴伐利亚少女到意外的和奥地利皇

帝的订婚，直至最后1898年在日内瓦不幸遇刺，这位传奇王后精彩和忙碌的一生将在这座博物馆

中精彩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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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展品包括一件少有保留下来的夏日服装、当年她结婚前夜聚会礼服的复制品、著名的肖像画、23

件的旅行化妆套包、带有她亲自手绘信纸的小书桌、她的绘画颜料盒、63件的旅行药箱、她当年

豪华座车的仿制品以及她被刺杀后的面部石膏像。

旅人提示：茜茜公主博物馆详情请见下面景点介绍。

   

5、在西班牙骑术学校体验做骑士的感觉

在霍夫堡皇宫后面，著名的利比扎牡马在西班牙骑术学校大显身手。演出票在一个月前就会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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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如果想要去这里参观的人要提前写信到相关部门进行订票，要不然只能守在门口期待能有

人来退票了。

骑士们登场(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如果很热衷于骑术的旅游者，这里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地方，虽然可能会因此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

，不过这些表演会一直留在你的记忆里。去这里参观一定要早起，因为最好的骑手都是最先登场

。到11点，骑术队伍就会散去了。这时候游人可以花上一定费用租用一匹骏马，在这著名的场地

里感受下做骑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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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在室外进行表演(图片由网友  @蓝声 提供)

旅人提示：西班牙骑术学校详情请见下面景点介绍。

   

6、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听一场音乐会

金色大厅，全称为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是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厅之一。金色大厅并非一座独

立的建筑。它是音乐之友协会大楼的一部分，该建筑物中有多个音乐厅，除了金色大厅还包括勃

拉姆斯厅和莫扎特厅等。金色大厅共有1654个座位和大约300个站位，是维也纳音乐生活的支点，

也正是金色大厅孕育了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按照传统都会在金色

大厅举行，随着新年音乐会开始施行电视转播，全世界的“爱乐迷”都可以在聆听音乐的同时一

睹金色大厅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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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金色大厅(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很多人都冲这个名字来到这个城市，听音乐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

维也纳的各个音乐厅进行表演的等级，一般是按照“金、霍、美”来排序的。

  当你走进金色大厅的正门后会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穿着宫廷礼服，显得庄重、华丽。这些人

有的负责带位，有的负责贩卖乐团介绍与节目册。金色大厅分为上下三层，由票价高低决定坐哪

层。金色大厅的音响很好，所以不管坐在哪层都不影响听到的效果。

  金色大厅的经典曲目包括《小夜曲》、《土耳其进行曲》、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小约翰�

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蓝色多瑙河》等。相信当你听完一场如此震撼的音乐会后，肯

定会觉得不虚此行，久久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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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宫廷服装的服务人员(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旅人提示：

1）门票：42欧元到146欧元（价格贵的票包括晚餐和中场休息的香槟）。

  2）维也纳音乐厅的门票价格是统一的，不会因为演出团队不同和节假日而变化。

  3）想在圣诞或者元旦看音乐会，需至少提前一年预约。

  4）去音乐厅看音乐会需着正装。

   

7、在茜茜公主居住过的地方举行一场宫廷婚礼

奥地利的维也纳既有“音乐之都”的盛誉，又以精美绝伦、风格各异的建筑而赢得“建筑之都”

的美称。当你漫步在维也纳的街头就会发现富丽堂皇的宫殿、城堡、美丽的喷泉和教堂数不胜数

，这其中有不少都可以作为婚礼的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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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在这些建筑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南部的美泉宫，这个巴洛克艺术建筑

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如今确是最负盛名的旅

游景点。 

                                               31 / 9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603&do=album&picid=51655&goto=down#pic_block


�������

奥地利：音乐之都

(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说到美泉宫就不能不提茜茜公主，这位深受奥地利人爱戴的皇后，其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所

经历的爱情故事，同样被世人称道。美泉宫是他们最喜欢的住所。如今，美泉宫不仅全年向游客

开放，还可以通过美泉宫的工作人员预定一些房间作为婚礼场所，想象一下在当年茜茜公主和约

瑟夫皇帝居住的地方, 在茜茜公主当年的体操房或者白金房，在众多亲朋好友的祝福下来一次独一

无二的宫廷式婚礼，是何等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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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奥地利的景点

   

1、音乐之都维也纳

奥斯曼人称维也纳为“金苹果”，但后者处于东西欧交通要塞的地位使之更像一块婚礼大蛋糕—

甜美柔滑，中间以博物馆、美术馆和悠悠岁月的痕迹来填充。古与今的界限不慎分明，但唯一能

够将历史凝固的只有维也纳的建筑。

施特劳斯像(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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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老城已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包括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史蒂芬大教堂、维也纳霍

夫堡皇宫，豪华的青春艺术建筑风格的分离派展览馆，还有宏伟的巴洛克式美泉宫、艺术历史博

物馆和具有当代建筑风格的博物馆区， 维也纳值得游览的地方简直数不胜数。

1）美泉宫（Schloss Sch&ouml）

美泉宫是哈布斯堡皇室的昔日夏宫，是欧洲最美丽的巴洛克宫殿之一。哈布斯堡家族大多时间居

住在这里多不胜数的房间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接待大厅。迎娶了美丽的茜茜公主的弗兰茨�约

瑟夫皇帝1830年出生于美泉宫，1848-1916在位。他也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弗兰茨皇帝

去世两年后，新生的共和国接管了美泉宫。 美泉宫因它重要的历史意义、无与伦比的建筑和富丽

堂皇的装饰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如果来到这里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千万不要错过在美泉宫的凡尔赛式的花园里散步游览的机会（

免费），这里还有一座迷宫和其他一些景致。

电话：43 1 811 13

门票：电子导游票价12.90欧元，当地导游票价14.4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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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开放时间：4月至6月、9月、10月每天8:30至17:00；7月、8月每天8:30至18:00；11月至3月8:30至16:3

0

地址：Sch�nbrunner Schlossstrasse 13号

网址：www.schoenbrunn.at

如何到达：乘地铁U4到Sch�nbrunn下；电车60到Hietzing下；电车10、

58、公交车10A到美泉宫下车。

2）霍夫堡宫（Hofburg)

霍夫堡皇宫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宫苑，又称美景宫或百乐宫，坐落在首都维也纳的市中心。

自1275年至1913年间，经过多次修建、重建，最终才演化成了现在这个由18个翼、19个庭院和2500

个房间构成的迷宫。皇宫依地势而建，分上宅、下宅两部分。上下两宅各有一个花园。上宅是帝

王办公、迎宾和举行盛大活动的地方，下宅作为起居住宿用。在这个庞大的四字形庞大的建筑群

里，其中44间厅室装饰尤为富丽堂皇。1955年5月有历史意义的独立条约是在这里签订的，奥地利

从此宣布了“永久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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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宫殿内的“奥地利画廊”珍藏着中世纪到现代的绘画和雕塑名作，这里实际上是奥地利宫廷美术

博物馆。宫殿内的珍宝馆存放着历代帝王的华丽装饰，传神的画像，光彩的珠宝。其中有一顶镶

嵌着各色宝石、珍珠的王冠，闪闪发光，它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象征。

  现在这里是奥地利总统的办公地点，也是一个重要的会展中心，同时还包括众多的艺术品收藏

展览。 现在这里主要景点包括：西班牙皇家马术学校、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博物馆区域、茜茜公

主博物馆和维也纳童声合唱团。

门票：10欧元

如何到达：乘坐地铁U1,U3在Stephansplatz站下；U3在Herrengasse站下；U2,U3在Volkstheater站下

。 乘坐巴士48A 至Dr.-Karl-Renner-Ring, 有轨电车D, J, 1, 2, 巴士57A至Burgring 。

茜茜公主博物馆

为庆祝国王弗朗茨.约瑟夫和王后伊利莎白结婚150周年，维也纳建造了茜茜公主博物馆，该博物

馆坐落于霍夫堡宫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展示伊利莎白王后诸多生前私人物品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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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这位美丽皇后最著名的一些肖像画。

  当年茜茜公主入皇宫时建造的体操房也让人惊叹不已，作为皇帝的妻子，她努力使自己成为当

时最美丽的皇后。她从一位公主成长为深受世人瞩目和爱戴的奥地利皇后，直至1898年不幸遇难

。这传奇的一生在这座博物馆里得到了精彩重现。

门票：9.9欧元

开放时间：每日早9:00至晚17:00 ，七月、八月开放时间为：每日9:00至17:30

地址：1, Hofburg Kaiserappartements.

交通：乘U1, U3在Stephansplatz下，U3在Herrengasse下，U2,

U3在Volkstheater下，公交车48A在Dr.-Karl-Renner-Ring下，电车D, J, 1, 2、公交车57A在Burgring下

。

西班牙皇家马术学校

西班牙皇家马术学校坐落在霍夫堡宫内，这里有400年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始终以传统

的形式练习并演绎古典马术的机构，以精湛的骑术和精彩的演出闻名世界。

  每天晨练是最值得一看的了。晨练展示了骑师和他们的利比扎马常年不断的练习，包括简单的

放松练习和为动作精准和完美而进行的练习。每位骑师为他的马匹的训练负责。通过对肌肉有针

对性 的强壮训练，自然的运动过程转变为完美的马术动作。

电话：43 1 533 90 31

开放时间：早晨训练：每年2月上旬至6月下旬；

7，8月关闭，每周二到周09:00到16:00，以及节日马术表演：每年2月上旬至6月下旬；

7，8月关闭，每周日11:00

地址：霍夫堡宫内

3）维也纳金色大厅（Goldener Saal Wiener Musikvereins）

金色大厅，全称为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是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厅之一。金色大厅并非一座独

立的建筑，而是音乐之友协会大楼的一部分，该建筑物中有多个音乐厅，除金色大厅外，还包括

勃拉姆斯厅和莫扎特厅等演出大厅。金色大厅是维也纳音乐生活的支点，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

常年演出场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按照传统都会在这里举行，每年随着新年音乐会通过电视转播

将该大厅金碧辉煌的装饰和无与伦比的音响效果展现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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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音乐厅外墙黄红两色相间，屋顶上竖立着许多音乐女神雕像，古雅别致。维也纳交响乐团每季度

至少在此举办12场音乐会，1870年10月6日，音乐厅的金色大演奏厅举行首场演出。

厅内有收藏馆，馆分两室，一间是展览，定期举行收藏品展览供人参观。一间是档案室，档案室

的书架上放满大量历代手写、木刻的、铅印的音乐书籍和乐谱；书架对面是一排铁箱，藏有音乐

大师的乐稿、书信和其他手迹。

交通：乘U1，U2，U4到卡尔广场站下。

4）维也纳国家歌剧院(Wiener Staatsoper)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也是维也纳的主

要象征,。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四大歌剧院之一。歌剧院始建于1861年，历时8年完工，坐落

在维也纳老城环行大道上，原是皇家宫廷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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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型、辉煌歌剧院，是以“音乐之都”享誉世界的维也纳

的主要象征。这里有一流的作曲家、指挥家、独唱演员和舞蹈家在此演出。整个剧院为罗马式宏

伟建筑，前厅和侧厅都用大理石砌成，内部绘有精美壁画和挂有大音乐家和名演员照片，观众席

共有6层，有座位1600个。

电话：51-444-2960

票价：站席4欧元，坐席5.5到220欧元

地址：Opernring 2

如何到达：乘地铁、电车、有轨电车1.2号在卡尔广场站或剧院站下车。

5）奥地利国家美术馆

在奥地利国家美术馆你将会欣赏到青年艺术风格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奇妙的

油画作品和西勒（Schiele）、柯克施卡（Kokoschka）的绘画。此外，气势恢弘的巴洛克皇宫和花

园也会让您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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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现在这个国家美术馆是由曾经的欧根�冯�萨沃恩王子命令席尔德布兰特把维也纳旧城门外的花

园改建而成的。这个堪称巴洛克式建筑杰作的皇宫由上宫、下宫两部分组成。

上宫：19-20世纪奥地利国家艺术珍品

上宫藏有现今最完整的克里姆特和柯克施卡作品，还有西勒和法国印象主义的伟大作品，以及维

也纳彼德迈尔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克里姆特的“金” 、“画” 、“吻”

和“朱迪斯”。

电话：43-1-795-570

地址：3. Prinz-Eugen-Str. 27

如何到达：乘电车D在Schloss Belvedere下，电车O 、公交车13A 在南火车站下

开放时间：每日10:00至18:00 (17:30前入场)

下宫：巴洛克博物馆和中世纪博物馆

  巴洛克博物馆有最丰富的茂伯特施茨、梅塞施米特和多纳斯作品馆藏。中世纪博物馆位于下宫

的巴洛克花厅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浪漫派和圣坛画像下后哥特风格大师米歇尔�帕赫尔、卢

兰德�弗鲁夫和康莱德�莱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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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3-1-795-570

地址：3. Rennweg 6a

如何到达：乘电车71在下宫下车

开放时间：每日10:00至18:00, 周三10:00至21:00

票价：美术馆票价12.50欧元，持维也纳卡可享受10.50欧元票价（全部场馆） ，下宫票价9.50欧元

，持维也纳卡可享受7.50欧元票价，上宫票价9.50欧元，持维也纳卡可享受8欧元票价。

6）斯特凡大教堂（Stephansdom)

斯特凡大教堂是一个建于13世纪的哥特式杰作，高高耸立的格栅尖顶使其成为这座城市辨别方位

的主要建筑之一，大教堂饰有几何图案的屋顶瓦片也同样引人注目。

(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斯特凡大教堂是维也纳市的标志，一九九七年，斯特凡大教堂庆贺了它八百年诞辰的纪念。它那

一百三十七米高的尖塔是继科隆大教堂之后全世界第二高的教堂尖塔。

门票：7月至9月底收费1欧元，租用电子导游系统或请当地导游，收费4欧元。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六，10:30,15:00.周日及假期是15:00，此外六月至九月的周六还会增加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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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提供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四、周六10:30、15:00，周日及周五15:00

交通：乘地铁U1、U3在Stephansplatz下车。1、2号有轨电车也可以到达。

7）列支敦士登博物馆（Liechetenstein Museum)

公爵汉斯.亚当二世的藏品在维也纳的新博物馆展出，这是一座重新整修的用壁画装饰的巴洛克式

宫殿。里面藏着古典绘画，包括鲁本斯的一些作品。

电话：319-5767-0

票价：成人/青年/学生 10/8/5欧元

地址：09，Furstengasse 1

交通：U-Bahn Friedensbrucke站或Franz Josefs Bahnhof站

8）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

仅仅是看一眼这个博物馆极为丰富的藏品集锦—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巨作

，可能会对这个重新开馆的博物馆产生错误的印象。当我们走进参观时，会发现展览的内容既有

波普艺术和伦勃朗的作品，另外还包括两个精彩的摄影展览，让人感到十分现代化。该博物馆馆

长的工作十分出色，宜用心浏览。

  除了大多数的临时展览，一系列的哈布斯堡皇家居家长期开放。

电话：53 483 -540

门票：成人/青年/学生 9/7.5/6.5欧元

开放时间：周四至周二10:00-18:00，周三10:00-21:00

地址：01,Albertinapatz 1A

如何到达：U-Bahn Karlsplatz站或Stephansplatz站。

(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while(a) { hint.push({"text":a.inn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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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0);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2、艺术之都萨尔茨堡

充满乐趣的轻松闲适令萨尔茨堡这个小型国际都市如此与众不同。城堡，大教堂和教堂尖顶组成

了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北部巴洛克城市的迷人剪影.

它如此美丽，因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名录.

它如此迷人，因此跻身世界最著名的城市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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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城堡上向下眺望萨尔茨堡(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这个城市的游客参观人数仅次于维也纳，华丽的17世纪建筑依然矗立在狭窄的鹅卵石街旁，而

巴洛克式米拉贝尔宫周围的花园也总是修葺整齐。

  夜晚来临的时候，中世纪的城堡静静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弧形的月光下。白天、庭院、喷泉、教

堂全部表露无疑。游客们必定去萨尔茨堡及其周边游览拍摄《音乐之声》的地方。萨尔茨堡无疑

是奥地利的艺术之都。

1）萨尔茨堡要塞(Festung Hohensalz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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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萨尔茨堡要塞位于僧侣山上，建于1077年。由大主教格博哈德主持修建。后由雷翁哈德�冯�克

罗查赫主教进行了扩建。要塞完全继承了中欧城堡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侯爵的房间和

城堡博物馆。自1892年起城堡小路上有缆车可以很方便地到达山顶城堡。

  在漫漫历史中，

萨尔茨堡城堡从未被敌人攻陷过。在很多年被大主教作为防御工事和暂时住所后，

萨尔茨堡城堡被作为了军营和监狱使用。

电话：842 43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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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出生地（Mozart's Birth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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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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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音乐

天才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便在这里出生。1880年莫扎特基金会将这里改造成博物馆，

博物馆展出了莫扎特从孩童时期到成年后用过的各种乐器，莫扎特一家的肖像画和书信等。

电话：844 313

票价：成人7欧元，儿童2.5欧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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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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莫扎特故居（Mozart's Residence) 

(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莫扎特一家从1773-1787年居住在市场广场8号这个地方。这里也被称为“舞蹈家楼房”。1944年这

座住宅在一场轰炸中被摧毁得只剩下楼梯过道与"舞蹈家大厅"。之后莫扎特基金会将其按原样复

原；1996年1月26日举行了重修后的落成典礼。

现在这里展出了很多有关莫扎特一家生活的历史资料。

电话：0043 662 874 227

票价：成人7欧元，儿童2.5欧元

                                               47 / 9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603&do=album&picid=51667&goto=down#pic_block


�������

奥地利：音乐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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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萨尔茨堡大教堂（Salzburger Dom） 

(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萨尔茨堡大教堂可能是城市中最华美的教堂建筑物了，同时也是教会的中心。其辉煌的外观和巨

大的圆顶都是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典范。萨尔茨堡大教堂经过了大火和重

建，扩建，目睹了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权力和主权独立性。

  大教堂中有很多珍贵的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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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扎特担任宫廷管风琴师和音乐会大师的角色期间，创造了很多不朽的宗教音乐

。

电话：0043662 8047-7950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冬季6.30am-5pm，夏季6.30am-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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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地址：Domplatz5020，Salzburg

5）米拉贝尔宫（Schloss Mirabell) 

(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整齐匀称的米拉贝尔宫花园里，美丽的郁金香、番红花和希腊雕塑使这些花园成为城堡中的主要

迷人之处，是1606年沃尔夫.迪特里希主教为情妇建造的。从最西端观看，可以看到萨尔茨堡最美

的景色。这里绝美的花园是电影《音乐之声》的主要外景地之一。宫殿中的大理石厅则是欧洲最

美的结婚礼堂，这里经常会举行各种婚礼。公园里有时候也会有露天表演

电话：0043662 80720

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清晨—黄昏

地址：Mirabellplatz 5020 Salzburg

6）海尔布伦宫

海尔布伦宫建于17世纪，是当时大主教的夏宫。这里有一个动物园及后花园，并且在花园内还有

一处戏水园，其精心的设计和各种暗藏的喷泉独具匠心，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美的建筑代表。

  水是宫殿的中心主题，海尔布伦山脉丰富的自然资源给这座夏宫以欢腾的生命。这里的喷泉掩

藏在矮树与树林的绿色后面，早在400年前喷泉作为海尔布伦宫的核心建筑早已世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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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门票：通票：成人8欧元，学生6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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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到达：乘坐公共汽车55路从中心火车站到海尔布伦。

7）萨尔茨堡博物馆（Salzburg Museum)

萨尔茨堡博物馆原名为卡罗利诺�奥古斯顿博物馆，于2007年搬到了位于莫扎特广场上华美的新

官邸。全新理念的博物馆将艺术，美学展示，有趣的实物和多媒体装置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作为

奥地利博物馆大奖的得主，萨尔茨堡博物馆向世人证明，一个现代的博物馆是可以将益教与娱乐

配合的天衣无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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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侬山修道院

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最古老的女修道院，从公园714年建成以来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期间这里经历

过几次火灾，每次火灾后当时统治者都会组织重建。最后一次重建在16世纪初期，这里最值得一

看的是由雕刻叫Veit Stross建造的木制哥特式祭坛，这个祭坛就坐落在圣约翰小教堂门旁。   《

音乐之声》在侬山修道院拍摄不少场景，庭院里表演的歌曲玛丽娅，孩子们到侬山修道院的门口

请求玛丽娅回家，在逃跑一幕中，轿车停放在侬山修道院的门外等等。

  修道院于1696年开始兴建，1707年完工，至今仍是宗教综合建筑的典范。它的雄伟外观和依山

而建所形成的气势，让人叹为观止。

门票：免费

   

3、文化之都格拉茨

格拉茨是奥地利第二大城市，东南部工业、交通、文化中心，施泰尔马克州首府。位于多瑙河支

流穆尔河沿岸的盆地内。格拉茨还在2003年被评为了欧洲文化之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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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每个来到这里都会感到受益匪浅。

1）城堡山

从老城区拔地而起的城堡山及矗立其上的大钟已经成了格拉茨的象征，登城堡山眺望老城区风光

是到格拉茨游览的必须项目。城堡山高437米，乘缆车或步行都可以上去。 

城堡山上的钟楼(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登山游览主要有三种方式：想轻松一点可以选择搭2分钟直达山顶的索道电缆车；更快的是搭

乘透明电梯，半分钟直达山上；最后一种是可以沿着山壁打造的石梯—克里斯小道，走完260阶上

山。建议搭索道或电梯上山，再走石阶下来。下山同样有三种选择：乘电梯下山；从克里斯小道

步行至山腰平台；或者选择一条浪漫幽静的山间小路去往卡梅黎特广场，然后向斯博特街方向前

进，直到海仁街出口。

  城堡山主要景点有大钟塔、碉堡遗址、城堡山博物馆、卡森玛特舞台、炮台、斯达巴斯特监狱

等。

2）费迪南得二世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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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1614年，费迪南二世命令他的意大利宫廷画家和建筑师为其设计陵寝和圣凯瑟琳教堂，其陵墓也

被视作是17世纪奥地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陵墓小礼拜堂的椭圆形屋顶和圣凯瑟琳教堂的许多细

节都显示着当时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建筑的特征。直到1637年费迪南得二世过世时，陵寝还未完

全修好，他的孙子——利奥波德一世仍然将他安葬于此，并差遣一位年轻的艺术家继续设计并修

缮陵寝的内部设施。

  陵寝内的浮雕和壁画都很有特点，描绘了许多故事和人物，大部分是歌颂费迪南得家族的荣耀

和历史。圣凯瑟琳教堂拱顶的浮雕就描述了1683年维也纳战役中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攻占维也纳时

，利奥波德一世被迫逃走以及奥地利战胜后，皇帝重新返朝及之后维也纳繁荣发展的景象。

3）格拉茨现代美术馆

穆尔河畔的现代美术馆为英国建筑师彼得库克的作品，以蓝色的塑料玻璃拼贴而成，当地人亲切

地称之为“友善的外星人”。座落在格拉茨市中心的超现实主义建筑与红顶尖塔的古堡、钟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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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形成的强烈反差是格拉茨最经典的标志景观。

  美术馆地面展览厅共三层，主要展览空间在屋顶层，整个大厅为无柱型设计；大厅需要的自然

光由屋顶探出的15根Nozzles管口提供。大厅中有一个移动式斜坡道，参观者可以缓缓地被吸到“

Belly”既“胃”部分的展厅，营造一种被艺术吞没的剧院效果，十分新颖独特。

4）格拉茨歌剧院 

(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坐落于城堡街尽头的格拉茨歌剧院是格拉茨的标志建筑之一，也是奥地利第二大歌剧院。歌剧院

是1899年由欧洲著名设计师福尔奈和海尔默设计建成，与这座典雅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剧院前、创建于1992年的现代钢雕“光剑”，传统与现代的水乳交融表达了格拉茨开放

、宽容的城市特征。

  歌剧院后身的国王约瑟夫市场每天都有传统的露天市集。早上6：00以前，格拉茨附近的农夫

就会带着自家生产的蔬果花卉、肉类、鸡蛋和自个儿腌制的农产品，到这里来贩售，所以又称作

“农夫市集”。市集每天到下午13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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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5）格拉茨军械库

位于海仁街州政府斜对面的军械库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武器装备历史博物馆。军械库共五层，门

口伫立着战神Mars和战争艺术之神Minerva的塑像，里面保存有盔甲、刀剑、枪炮等32000多件历

代战争中使用过的兵器展品，这些装备足以武装28000人的军队。

  这么多古代兵器堆放在这里保存相当完好，没有生锈的状况出现。除了先进的保养技术外，这

还要归功于博物馆的木制构造，木制的天花板、地板和墙壁吸收了大量的潮气，使得这些古兵器

得以保留了当年的原貌。

6）穆尔人工岛

穆尔河横穿市区，将城市分割成两部分，河水流向西南，最后注入地中海。穆尔岛是一座坐落在

穆尔河上的人工岛屿，是为庆祝“格拉茨2003文化之都”建立而成，由美国纽约设计师维多艾肯

西设计，主结构以粗细的银色钢管和玻璃交织成网状，两边各有桥梁串联河岸。从河岸俯瞰，整

个螺旋状小岛就象一个巨大的银色贝壳，被认为是艺术与建筑、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的经典之作

。 

穆尔岛桥(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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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岛内有室外半圆型剧院(露天表演场)，儿童娱乐场所与咖啡馆。咖啡馆以银、蓝色系搭配不规

则状的金属桌椅，相当前卫，是当地人的时髦去处；晚上咖啡馆就成为气氛迷离的酒吧，加上灯

光从帷幕透出，整座建筑光彩夺目。更神奇的是，穆尔岛还可以随着水位高低而升降，看起来就

个一颗在河上游动的闪闪发亮的大贝壳，炫丽灿烂。

   

4、冰雪小城因斯布鲁克

因斯布鲁克是阿尔卑斯山环抱的一个冰雪小城，每年吸引了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冰雪

爱好者。阿尔卑斯山的雪峰连绵起伏，仿佛伸手可及，静静的茵河穿越而过，处处透着一股灵气

，这里还曾经是两次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

  有人说，维也纳是奥地利现在的首都，萨尔茨堡是18世纪的首都，而因斯布鲁克则是15、16世

纪的首都，可见这座小城的历史之久远。这里至今仍然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风貌，在狭窄的小街

上哥特风格的楼房随处可见，巴洛克式的大门和文艺复兴式的连拱廊展现出古城的风貌。

1）黄金屋顶 

(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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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因斯布鲁克的黄金屋顶是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大帝为展示财富于16世纪建造的，可以作为理想的游

览第一站。它由2657片镀金铜瓦组成，马克西米里安大帝曾在这些金色瓦硕下的阳台上，惬意地

欣赏街头表演。

2）王室教堂

这里是因斯布鲁克另外一处深受欢迎的景点，这里面有马克西米里安大帝纪念馆，尽管他的“石

棺”已经修复，但实际仍然是空的。或许更有纪念意义的是整齐排列在两侧的哈布斯堡王室的28

座巨型雕像。虽然严禁触摸雕像，但无数好奇的双手已把青铜磨出了光泽，就连鲁道夫皇帝裤子

前面的褶也不例外。

电话：584 302

票价：成人2.2欧元，27岁以下学生1.45欧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00至17:00，周日20:00前

地址：Universitatsstrasse 2

3）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Swarovski Kristallwelten)

要达到施华洛世奇中央，你就必须访问令人兴奋的水晶世界。从一个巨大头颅闪闪发光的水晶眼

的瀑布喷涌口进入，里面是一个互动展览。展览室里面展出了恩诺、沃霍尔和达利的作品。经过

数不清的黑色窗帘，会进入环境声象室，这些如梦如幻的交互式展览，通过水晶、光线、声音和

镜面反射交织混合在一起。施华洛世奇的中心位于瓦腾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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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电话：05224 51 080

门票：成人8欧元，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9:00至18:00

地址：Kristallweltenstrasse 1

如何到达：这里距离因斯布鲁克15公里，在市区可乘联邦巴士至施华洛世奇的Wattens站下车。

4）圣雅可布大教堂

圣雅可布大教堂是一座巴洛克式建筑，建于1717年～1724年，大教堂内圣坛边悬挂着克拉纳赫的

著名画作《圣母玛利亚施舍》的画像。天花板上的湿壁画和石膏花饰出自阿萨姆兄弟之手。教堂

的塔楼中悬挂着因斯布鲁克的和平组钟。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大公爵的墓碑是由卡斯帕�格拉斯于1

620年制作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教堂用了整整两年时间进行修复，于1993年重新开放。

5）北山公园

北山公园是因斯布鲁克境内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可以开展滑雪、攀岩等多项探险活动，还

有哈弗莱卡峰、塞格鲁贝峰等多处景点。欧洲海拔最高的动物园—阿尔卑斯山动物园也在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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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之都
。

  在因斯布鲁克，登上哈弗莱卡峰是欣赏阿尔卑斯全景最好的地方，该峰位于诺卡凯特群峰的正

中。在山峰上向下眺望，因斯布鲁克城一览无遗，茵河像一条银线闪闪发光。天气晴朗时，可看

到意大利边境的布莱峰和奥地利最大的大梅洛克纳山。

门票：成人12.3欧元，学生9.8欧元

交通：从因斯布鲁克乘班车前往洪厄堡山谷站，在洪厄堡缆车站乘缆车或步行上山。缆车分两段

：洪厄堡缆车站—塞格鲁贝峰—哈弗莱卡峰。

旅人提示：在洪厄堡缆车站可前往阿尔卑斯山动物园游览。

6）史度拜冰川

史度拜冰川海拔3150米，是蒂洛尔州境内的最高峰，在因斯布鲁克盛夏之际，前往相距仅1小时路

程的史度拜冰川。严冬的冰雪立刻呈现眼前，终年不化的冰川美景、绵长悠远的山谷奇观，令人

感到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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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度拜有轨电车从因斯布鲁克市中心直接前往史度拜山谷的福尔普梅斯峰。连绵的丘陵和壮观

的阿尔卑斯动物世界、锻造的博物馆、苍鹰山、塞尔勒斯山及冰川游览都是参观游览的重点。这

里还是著名的滑雪圣地，每年都有许多滑雪爱好者云集于此，享滑雪乐趣。

开放时间：8:00至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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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奥地利特色美食

   

1、主菜和特色食品

体现奥地利人的烹饪风格的不仅仅是维也纳炸肉片。也许是由于久远的历史渊源，匈牙利的红辣

椒粉被广泛地用于各种美食之上：炖牛肉、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的烹调中广泛采用的施蒂里亚式

的玉米羹和南瓜籽油，一些主要配料如香肠或地方性美食，例如Tiroler Bauern Schmaus，就是以各

种肉配德国泡菜、土豆和布丁做成的，非常油腻且难以消化。可口的汤总会添加面团或者意大利

面试。

除了酥饼外，萨尔茨堡松糕是一种有名的奥地利点心。

  奥地利的陈贮啤酒也很出名，从牌子来看有Gosser、Schwechater|、Stiegl以及小麦啤酒。奥地利

东部也出产一些白酒。

汤和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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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肝丸子汤(Leberkn�delsuppe): 肝丸子加入牛肉清汤

  鸡蛋饼汤(Frittatensuppe): 鸡蛋饼切成丝加入牛肉清汤

  麦丸子汤(Grie�nockerlsuppe): 用碾碎的麦子做成丸子加入牛肉清汤

  红烧辣牛肉汤(Gulasch): 将猪肉或牛肉切成块，放在红辣椒调成的调味汁中加入土豆块煮制而

成。红烧辣牛肉最早是从匈亚利传入奥地利的。

主菜：

  维也纳炸牛排(Wiener Schnitzel): 将小牛肉切成片，裹上面包屑、鸡蛋和面粉，放在油锅里炸熟

。一般配土豆块或炸土豆条。现在用这种方法做成炸猪排、炸鸡排、火鸡排。

  精煮牛肉(Tafelspitz): 采用牛臀部肉放入佐料煮制而成。通常还有碎苹果、芥末

、小葱末调味，配以煮熟的土豆块。

  烤排骨(Spareribs):

将猪的肋骨加佐料腌制后整片放在火上烤制而成，配以烤土豆或烤玉米棒、酸菜沙拉。

  烤猪肘子(Schweinstelze): 腌制过的猪肘子放在火上烤，配上大杯冰啤酒。

咖啡：

在奥地利，咖啡有四百年传统。据说，在土耳其第二次占领维也纳被击败后，留下了许多咖啡豆

，当时有个叫科尔斯基的人将咖啡豆磨碎，用水煮开喝。从此，一种新的饮料在欧洲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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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中央咖啡馆”(Cafe Central)准备了250种欧洲报纸和杂志（比一所大学的图书馆还多）

供客人们喝咖啡时阅读。在这里可以静静地听人们谈天说地，也可以积极地参与时事 讨论。这里

是商人谈生意，情人谈情说爱，文学家们激发创作灵感，学生们温习功课，老人们消除寂寞的好

去处——这就是维也纳咖啡馆，广义上讲是奥地利咖啡馆。

维也纳咖啡有：

牛奶咖啡(Melange): 咖啡和热牛奶各一半，上面加牛奶泡沫，维也纳特色咖啡

  奶油咖啡(Einspanner): 穆卡咖啡加奶油泡沫，装在玻璃杯中

  大、小咖啡(Grosser/kleiner Brauner): 咖啡加奶油泡沫

  浓咖啡(Espresso): 从咖啡机打出的浓咖啡

  马车夫咖啡(Fiaker): 穆卡咖啡加白兰地酒，装在玻璃杯中

  冰淇淋咖啡(Eiskaffee): 冷咖啡加香草冰淇淋，装在高脚玻璃杯中

  卡普齐诺咖啡(Cappuccino): 黑咖啡加奶油泡沫和可可粉

甜点

奥地利人喜食甜点，制作出了许多香甜、酥软的糕点。他们通常在喝咖啡配甜点，其味无穷。下

面介绍几种特色甜点：苹果卷(Apfelstrudel): 用苹果、面包屑和葡萄干用薄面皮

包成卷后在烤箱里烤制成。奶酪卷(Topfenstrudel):

用同样的方法将奶酪打成糊状烤制成。皇帝蛋饼(Kaiserschmarrn):

用鸡蛋、面粉、糖、胡桃仁、葡萄干加入新鲜牛奶搅拌后放黄油煎制成饼。空心蛋糕(Gugelhupf):

面粉、鸡蛋、糖、牛奶发酵后烤制 而成。萨赫蛋糕(Sachertorte):

是维也纳萨赫酒店的独特巧克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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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饮料

奥地利是葡萄酒之乡，尤其是白葡萄酒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奥地利的啤酒也不可忽视，是奥地利

人的传统饮料之一。奥地利的矿泉水和特色烧酒品质优良，具有良好的口碑。而一种草药汽水-阿

尔姆朵勒（Almdudler）则发展成为最具奥地利民族特色的饮料。

葡萄酒

葡萄酒的主要产地为下奥地利州、布尔根兰州、施泰尔马克州和维也纳。白葡萄酒有绿维特利纳(

Grüner

Veltliner)、丽斯林(Riesling)、维尔施丽斯林(Welschriesling)、白布贡德(Weissburgunder)、和香多 奈

(Chardonnay)酒。红葡萄酒有：蓝茨维格尔特(Blauzweigelt)和蓝法兰基胥(Blaufr�nkisch)。特别珍

贵的葡萄酒是 在葡萄成熟后在树上经过自然干燥或自然干燥之后受过冰霜冻过的葡萄酿成的葡萄

酒，如晚秋佳酿(Sp�tlese)、干浆果佳酿 (Trockenbeerenauslese)和冰酒(Eiswein)。它们的含糖量比

较高，香味浓郁，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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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

奥地利生产360多种啤酒，有些餐厅供应自产啤酒，甚至可以参观啤酒酿造的整个过程。在餐厅要

啤酒时，服务员会问是要"kleines

Bier"或"Seidl"（小啤酒0.3升），还是"Halbe"或"Krügel"（大啤酒0.5升）。酒吧里的“拉德勒

”（Radler）是啤酒加芬达或七喜混合而成的一种饮料，年轻人特别喜欢喝。

高度酒—烧酒

奥地利的烧酒是用水果酿制，从果桨中蒸馏出来的白酒，水果味相当浓，酒精含量不超过40％。

有梨(Birnen)、苹果(Apfeln)、李子(Zwetschgen)、杏子烧酒(Marillen)。其中杏子烧酒最受喜爱，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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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奥地利的“茅台”。

   

2、餐厅推荐

维也纳

Schnitzelwirt Schmidt 

  这里的侍应生脾气相当火爆，如果你挡了他们的路，他们会对着你大吼。不过这里的维也纳炸

肉排的确很大，炸牛排的吱吱作响声让你体验到今天真实的维也纳。

价格：炸肉排5.5欧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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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地址：Neubaugasse 52

OH Pot，OH Pot

  这里用温暖的地中海颜色做装饰，这一甜蜜的波希米亚风格的餐厅供应像样的炖肉。不管是非

洲、亚洲、中欧和南美的风味，都配有汤或者沙拉。来这里最佳的就餐时间是3pm到6pm，因为

在这个时段价格会降到5欧元。

电话：319 42 59

价格：午饭/晚饭 6.5欧元/8.5欧元

地址：Neubaugasse 52

Vegetasia

  新鲜蔬菜、亚洲香料和纯蔬菜自制的菜肴是一种美味又折中的组合，给想要避免肉食的任何人

带来口福。菜单上所有的项目都适合素食者。 

店中美食

电话：523 1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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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主菜6.5欧元到22欧元

地址：07，Kai-serstrasse 45

Do&Co

  精湛的烹饪和位于第7层的视野使这家优雅的餐馆常常宾客满座。现代的维也纳菜肴是它突出

特色。但这里也有一些奥地利经典菜式，乌拉圭牛肉以及亚洲特色菜。服务天衣无缝，建议预定

。

电话：535 39 69

价格：主菜15—24欧元

地址：01，HassHaus，Stephansplatz 12

萨尔茨堡

如果你想在萨尔茨堡吃的节省点，做好是按照奥地利传统把午饭当作你的主餐。有些便宜的餐厅

只在工作日的白天营业。

Bio Bistro

  普通素食者和严格素食者都可以在这里吃到新鲜的食物，包括全套东方特色菜和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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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情，但店内过于嘈杂。位于Getreidegasse过道。无论是店内还是

店外，餐桌都常常挤满人，你常常不得不与同桌的食客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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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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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地下室餐厅在温馨的环境中提供传统的菜肴，菜式包括烤肉、匈牙利菜炖牛肉。

电话：484 23 97

价格：主菜9到16欧元

地址：Judengasse 9

因斯布鲁克

University Me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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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享用午餐的时候可以看到壮观的阿尔卑斯山景。费用低廉，但口味不错。

价格：主菜4到5欧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11am到2pm，周五11am到1点30pm

地址：Herzog Siegund 15

Lichtiblick

  这家店平时门庭若市，在这里既能欣赏到美景，又可享用现代国际化美食，到这座博物包围的

小餐馆的一边，可以看到壮阔的阿尔卑斯山脉，而从另一边你可以看到Bergisel滑雪台。夜间尤其

浪漫。晚饭后，还可以在休息大厅对面的360酒吧来杯冰霜啤酒。

电话：566 550

价格：小吃6.5到9欧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地址：Maria Theresien Strass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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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奥地利的住宿

   

1、奥地利住宿介绍

奥地利各种档次的住宿应有尽有，而且性价比很高。无论下榻的是奢侈的古堡、宫殿，豪华的度

假酒店，私人膳宿公寓，还是乡村客栈，都能享受到洋溢着奥地利风味的舒适自在、装饰良好的

房间。

奥地利大多数酒店都是私人所有、家庭经营。许多酒店隶属于国际营销管理集团，其它酒店则结

成合作联盟，使促销、采购、营销和订房成本最小化。

旅馆、膳宿公寓、私人住宅

旅馆

奥地利的旅馆分布在各地乡村和部分大型城市，历来是私人所有、家庭经营。一般来说，这样的

旅馆都有一个穹顶大堂，雅致的餐厅和酒馆，舒适的镶木地板，以及少量令人宾至如归的客房。

公寓和私人住宅

在奥地利大约有12 万家私人公寓，他们是游客单独度假、体验奥地利人热情好客的最佳地方，因

为在那里你能找到最迷人有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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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虽然是私人所有、家庭经营，膳宿公寓却和旅馆采用同样的订房、取消订房、佣金支付等制度

。一般来说，膳宿公寓没有24 小时门房、多语言接待和客房服务，但它们依然是一个在不牺牲舒

适度的前提下为旅客节约成本的极好方法。

  在郊区和景区附近乡村，很多家庭会让游客到家里住宿，这样可以赚点外快。不过，奥地利政

府有严格的家庭公寓制度管理，限制了每个家庭所能提供的床位数。虽然旅行社不能提前预定家

庭公寓，也不能从中得到佣金提成，但当地的旅游局一般都有空房名单。

农庄假期与青年旅舍

农庄假期

奥地利大约有3400 间家庭经营的农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网络为游客提供假期休闲服务。每家农

庄都须遵守严格的质量监控，确保游客在这里度过一个放松满意的假期。如果游客希望体验奥地

利农庄生活，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及需求选择一家农庄。目前，奥地利的农庄大致有“生态农庄”

、“葡萄酒农庄”（大多位于施泰尔 马克、

布尔根兰和下奥地利州）、以及针对追求童年乐趣游客的“家庭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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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庄旅馆(图片由网友  @新人淼淼 提供)

青年旅舍

大部分青年旅舍位于风景名胜和重要场所附近。对于预算不充裕的游客来说，这些经济实惠的住

宿之处实在很合心意。在奥地利，青年旅舍的客房一般有4 到6

个床位，配有实用家具，共用沐浴、厨房设施。

   

2、奥地利住宿推荐

维也纳

Wombat's

  一流的洁净与舒适以及灿烂的派对吧台，使Wombat's深受喜爱。在男女混合的宿舍有安全入口

、木制床铺和现代的浴室。它适合时髦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能记得预定的话。费用包含早餐。

电话：897 23 36

价格：宿/双 18/24欧元

地址：20，Friedrich Rngels Platz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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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Urania

(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这家酒店有点俗气，但是很好玩。各种不同的奥地利电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过。而作为客人，你

会觉得身临其境。并不是所有房间都会满足每个人的口味。整体来说旅店很安静。

电话：713 17 11

价格：单/双/三/四 55/70/95/115欧元

地址：03，Obere Weissgerberstrasse 7

网址：www.hotelurania.at

 InterCit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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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位于主要购物大道，隔音的现代化客房和高品位的装潢，选择了这个地方就意味着选择了方便和

舒适。房费中包含有当地的交通费，这意味着无需为市内交通费心了。

电话：52 585 0

价格：单/双121/205欧元

地址：07，Mariahilfer Strasse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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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intercityhotel.de

格拉茨

Jugendherberge

  即现代又整洁，这一国际青年旅社联盟国际旅店就在大学和Europa公园附近。乘坐12路公共汽

车可到达，应预定，经常注满学生团。

电话：230 020

价格：宿17.5欧元，双42欧元

地址：Neckheimgasse 6

Hotel Geyer

(图片由网友  @原来是你 提供)

这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克拉根福饭店，公共区域相当时髦，墙上挂满了现代艺术作品。客房

新近装修过，虽然有些简洁，但很舒适。放假包含丰盛的自主早餐。

电话：57 886

价格：单/双 55/95欧元

网址：www.hotelgeyer.com

萨尔茨堡

萨尔茨堡国际青年旅社

  这里有轻快的酒吧氛围、廉价啤酒、友好的工作人员、定期活动、以及每天都会放映的《音乐

之声》。在网上接受预定。它的斯巴达式一尘不染房间只接受提前一天电话预定。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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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间均可以办理入住登记。

电话：879 649

价格：宿16欧元起

地址：Paracelsusstrasse 9

Hotel Wolf

  整齐的客厅与主要门廊，使这个家族经营的旅馆让人感觉像是一个真正的家。在这个有500年

历史的住处，奥国式的卧室已经重建，看不出任何同样古老的建筑所具有的陈腐之气。

电话：843 453 0

价格：单/双人 70/100欧元

地址：Kaigasse 7

网址：www.hotelwolf.com

Blaue Gans

  由萨尔茨堡最古老的旅馆改建为时尚的艺术酒店，它集现代豪华与其历史沉淀于一身。

电话：842 491 0

价格：单/双120/170欧元

地址：Getreidegass 41-43

因斯布鲁克

Binders

  位于中央火车站东部，是比较罕见的旅馆：为节省的人提供的酒店。鲜艳的灯罩、枕头或扶手

椅与中性、现代的背景形成对比。位于城市东边，真是物超所值。

电话：33 436 0

价格：单/双 45/70欧元

地址：Dr Glatz Strasse 20

网址：www.binders.at

Alpin Park Hotel

  这个酒店新式而现代，这里有着高档酒店所应有的一切令人愉快的要素，出了超高的价格

外。房间小巧干净，有着蓬松白色棉被。可以安排滑雪配套服务。停车费用为8欧元。

电话：346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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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单/双 82/120欧元

地址：Pradler Strass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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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奥地利的特产与购物

奥地利上百年的传统产品一直延续下来，并以其精湛的工艺和质量为世界所崇尚。奥地利传统工

艺制作的室内装饰品如灯具，银、铜、不锈钢摆件，瓷器和银器餐 具；全羊毛服装和柔软的内衣

；高级手提包和装饰品；设计时髦的珠宝首饰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维也纳奥卡滕手工绘制

的瓷器工艺品，是人们乐于馈赠亲友的礼品。国际上的各种名牌服装、手表、皮鞋和皮革制品，

在奥地利各大城市以及旅游休闲区都设有专卖店。

古董

如果你是个收藏爱好者，在奥地利古董店会发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价值的旧书、版画、水彩

画、油画可以在画廊和旧书店里买到，周末的跳蚤市场也会有许多新的发现。集邮爱好者在古董

店和街边小店还会发现许多年代很久的邮票，

银币收藏者可以收集到许多古老的硬币，如果运气好的话，奥匈帝国时期的硬币也不难发现。

巧克力

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的甜点如苹果卷、奶酪卷、巧克力等非常有名。莫扎特巧克力产于萨尔茨堡

，是一种巧克力加杏仁糖制成的巧克力球，在专卖店和各种商店均有售，有些大的超级市场也可

以买到。萨赫蛋糕不一定去萨赫酒店购买，在维也纳比较传统的糕点店如戴莫尔(Demel)咖啡馆都

有售，有些商店可以作为礼品包装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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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

施华洛世奇的水晶产品享誉世界，施华洛世奇的天鹅牌水晶更是家喻户晓。位于因斯布鲁克附近

的瓦滕斯水晶世界，除了迷人的水晶展览馆外还设有水晶商店，参观者可以在参观完毕后尽情地

享受购物乐趣。施华洛世奇水晶饰品，还可以在奥地利其他地方买到。维也纳及许多城市都有专

卖店，有些商店还有讲中文的售货员专为中国游客服务。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饰品几乎成了每个来

奥地利旅游的客人必带的物品。

维也纳特色产品

维也纳商会还专门组成维也纳优质产品评定委员会，将具有维也纳传统的精湛工艺和精美特色的

产品，列为维也纳优质产品，并授予优质产品标志。这些产品包括装饰摆件、各式灯具、古董摆

设、高档家具、金属制品、水晶吊灯、手制钢琴、手工家具、丝绸精品、珠宝钻石、珐琅佩饰、

皮革 坤包、内衣、蛋糕咖啡、特色香槟、名牌烈酒、精致瓷器等。

特色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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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见犹怜 提供)

奥地利的特色礼品还有形状活泼可爱的洋娃娃，很有特色的羊毛粘呢帽，各种音乐家塑像，乐器

，选材优良、做工精美的烟具，特色啤酒杯，小瓶奥地利水果烈性酒等。只要你走进礼品店，你

就知道你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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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奥地利的交通

   

1、如何到达奥地利

飞机

国家所有的航空公司即奥地利航空公司保持着出色的安全记录，并专注于开展连接东欧城市向西

途径维也纳的诸多航线。

奥地利也有很多廉价航班。瑞安航空公司提供从伦敦飞往格拉茨、克拉根福、林茨、萨尔茨堡的

廉价航班。德国之翼航空公司有少数航班从杜塞尔多夫飞往斯图加特。中欧廉价航空公司欧洲天

空（Sky Europe)有飞往各个目的地的航班，其中包括克罗地亚、法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

奥地利主要国际机场

格拉茨（电话：0316-29-02-0，www.flughafengraz.at)

因斯布鲁克（电话：0512-00-525-0）

克拉根福（0463-41-500，www.klagenfurt-airport.com)

l林茨（电话：07221-600-0，www.flughafen-linz.at)

萨尔茨堡（电话：0662-85-80-100)

维也纳（电话：01-7007 22333，www.vennaaimport.com)

l陆路过境

从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瑞士有很多的入境点。主要边境通道全天24小时开放

，通常没有对出入德国和意大利边境的管制。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从奥地利出发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如英国、波罗的海国家、荷兰、德国和瑞士。但最

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达到东欧的各个城市，无论大小，比如从贝尔格莱德、索非亚和华沙到巴尼

亚卢卡、莫斯塔尔和萨拉热窝。

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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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对整个高速公路网收费。因此，游客要选择为期10天的通行证（摩托车4.3欧元，小车7.6欧

元）、为期两个月的通行证或者年度通行证。然后把清晰的缴费标签贴在车上。通行证可以在边

界、高速公路上或者加油站购买。

火车

出入奥地利的主要铁路干线有从维也纳Westbahnhof火车站到慕尼黑的路线，途径萨尔茨堡和布雷

根茨。到捷克共和国的火车从维也纳Sudbhnof火车站出发。

河流和湖泊

乘坐水翼游艇可从维也纳到布低斯拉发和布达佩斯。从布雷根茨可到德国和瑞士。

租车：

跨国汽车租赁公司Avis，Budget，Europcar以及Hertz在各大城市均设有办公室，可在旅游办公室查

询详情。租用小汽车的最低年龄是19岁。租用较大或者高档车的最低要求是25岁。客户之前必须

已持有驾驶执照至少一年。许多合同禁止客户把车开出奥地利，尤其是转移到到东欧。

火车：

OBB奥地利铁路公司和少数私人路线组成了高效率的国家运输网络。Eurail和Inter-Rail公司的通票

对国有铁路是全部有效的，但是这种通票不太背私人铁路公司认可。对于更快捷的EC和IC，无法

使用Eurail和Inter-Rail公司的通票，也没有类似通票。上车后购买车票需要3欧元的额外手续费。

在到达奥地利之前，欧盟居民可花104欧元购买三天的奥地利铁路通票、每增加一天需额外交纳10

欧元，最多可以用8天。

来自非欧盟区得游客可以购买奥地利铁路通票的价格为3日通票价格为119欧元，每增加一天交18

欧元。也可以花158欧元买European Eastpass的通票，可以用5天，这种通票可以在奥地利、捷克、

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地使用。

   

2、奥地利国内交通

飞机

奥地利航空公司及其分支机构—Tyrolean航空公司都有国内定期航班，不过火车、公共汽车和小汽

车在奥地利就够用了。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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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营者和旅行社都可以出租自行车，每天的费用为7欧元到10欧元。维也纳有廉价的城市自行

车。

带自行车乘坐火车慢车，需要为自行车单独付费，快速火车如果有存放空间的话，每天费用为6.8

欧元。

轮船

运营的多瑙河的船主要是观光船，是从某地到另一个地方的休闲的交通方式。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公司Postbuses和Bahnbuses现在都由铁路公司OBB经营，公共汽车服务通常仅限于不方便

出入的地区，如萨尔茨堡默古特或者上陶恩山国家公园。在注重环保的奥地利，主要城市之间一

般只有火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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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旅人推荐行程

   

1、维也纳一日游

上午到达维也纳后，游览世界上最古老的歌剧院之―、文艺复兴风格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然后

参观汇集了欧洲各种建筑风格的霍夫堡皇宫；古老的议会大厦

中午在市政厅广场附近的餐厅吃午饭，然后参观壮观的市政府广场，也可以前往施华洛世奇水晶

店观赏、购买精美的水晶。

   

2、奥地利两日游

第一日：来到奥地利第四大城市、音乐天才莫扎特和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的故乡—萨尔斯堡。

这个因拍摄著名的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而出名的城市，更因拥有在1996年12月5日入选联合国

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巴洛克风格的老城而声名远播，游览市区，还可以游览格特

拉街九号的莫扎特故居、主教广场、海马雕像喷泉、莫扎特广场。

第二日：游览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格拉茨的老城更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

遗产，老城漫游，格拉茨老城完好地保持着古老的风貌，据说其基本布局在 1164年就已形成，是

欧洲现存的最大中世纪内城，难怪走在格拉茨的狭窄街道上，很容易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还有

曾作为博物馆的州议会、游览建于1160 年的中央广场、远眺拔地而起的城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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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特别提醒

1）奥地利紧急电话：

外交部：0043-1-531150

内政部：0043-1-531260，53126-3200

查号台：118877

报警：133

火警：122

急救车：144

急呼医生：141

登山事故：140

煤气泄露：128

车辆故障：120，123

中毒事故：4064343

女性呼救：71719

出租车：40100,31300

2）奥地利旅游相关网站

奥地利政府网www.Austria.gv.at

奥地利博物馆网www.austrianmuseums.net

各州信息网www.landinfonet.at

奥地利旅游网www.Austria-tourism.at

铁路网站www.oebb.at

奥航空公司www.aua.com/cn/chi/default.htm

邮局网站www.post.at

奥地利信息网www.a4c.at

奥地利华讯网www.astcn.com

3）奥地利每年的特色节庆活动

狂欢节

奥地利民间最重要的节日，开始于复活节前40天。期间人们吃斋饭、化装、庆祝节日的到来。狂

欢节最后两天，无论男女老少都带着各种动物面具，穿着民族服装跳舞，节日气氛达到高潮。

水仙花节

巴特奥塞水仙节是奥地利规模最大的以鲜花为主题的民间节日，节日期间选出当年的“水仙公主

”，并举行花车、花船游行。

维也纳铜管乐节

每年来自奥地利、波兰、斯洛伐克、列支敦士登等国的40支铜管乐队，共约2000名乐手会参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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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演奏及列队行进表演。

中世纪节

在奥地利南部克恩顿州一座名叫弗里萨赫的阿尔卑斯山区小镇，弗里萨赫始建于中世纪，是克恩

顿州的第一座小镇，也是奥地利当年南北商业通道上的必经之地。从1996年开始，镇里的居民逐

渐形成一个传统：在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为期3天的“中世纪节”，以纪念这座古镇的建

立。节日期间，镇上一切现代化的痕迹都用麦草、麻袋等物遮挡，全镇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穿上

中世纪的服装，全方位模拟那个时代的生活。

丰收节

丰收节原是当地农民略带宗教感恩色彩的庆祝丰收活动，如今成为一个农民展示自己产品、促进

本国农产品销售和流通的舞台。

土豆节

格拉茨的土豆节始于1997年，如今已发展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秋季商品交易和美食节日。近年来

，每年10月第一个周末的土豆节都能为这座仅有1400位居民的小镇吸引至少1.3万游客。

4）在奥地利，绿色最令人喜爱，包括许多服饰品也都使用绿色。比如，有灰色的法兰绒西装，特

意用绿色边儿。狩猎装多半使用绿色。

5）奥地利人热情、和蔼可亲。在公共场所，奥地利人即使是和陌生人相见，也打招呼。和主人交

谈时，不要主动议论钱、宗教或政治之类的话题（除非主人先谈起）。

6）奥地利注重商务礼俗，宜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奥地利商人相当正规、严肃，尤其是首都维也纳

，给人感觉一种王朝风格的气氛。

7）奥地利人，不喜欢在新年期间食用虾类。因为虾会倒着行走，象征不吉利，若吃了虾，新的一

年就难以进取。

8）如果奥地利人的名片上印着好几个头衔，则务必问清楚哪一个是最重要，因为一旦称呼有误会

出洋相。与奥地利人通信更要小心，必须正确无误地冠上他们的真正头衔，有的人姓名中夹有“

VON”，表明他的家庭历史上曾经有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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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奥地利旅行关键词

电影

《茜茜公主》

弗兰茨皇帝和茜茜公主之间的爱情可能是19世纪欧洲王室中最凄美的故事了，茜茜公主至今仍受

到德国和奥地利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爱。这部影片体现了一种高贵的欧洲气质，是一部地地

道道的欧洲电影。《茜茜公主》系列影片（《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三

部曲）是由德国和奥地利1954-1957年间合拍的。 

茜茜公主电影剧照

  影片中，罗密扮演的少女茜茜清新活泼，皇后茜茜高贵典雅，气质宛若天成，罗密�施耐德更

以她独具一格和华贵和俏丽为本片大放异彩。特别是她那迷人的微笑，驱散了二战后奥地利人民

心中的阴霾，带给了人们重建家园的信心。这三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推出就轰动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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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是一部改编自玛丽亚�冯�崔普的著作《崔普家庭演唱团》

的戏剧作品。该剧于1959年11月16日在百老汇的鲁德-方特恩剧院(Lunt-Fontanne

Theatre)公演，成为50年代百老汇公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 

音乐之声的宣传画

  1965年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拍的电影版《音乐之声》使它登上了世界舞台，受到全世界各

个国家数百万观众的喜爱。人类记忆中最值得珍惜和细细回味的艺术佳作，好莱坞音乐歌舞片中

经典中的经典，电影史上绝妙的神来之笔。

  这个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市的故事，在电影中有大量萨尔茨堡的实景，所以

准备去萨尔茨堡旅游的话最好先把这部经典电影温习一遍，一定会为你的萨尔茨堡之旅增添不少

乐趣。

书籍：

《音符上的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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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上的奥地利封面

奥地利的音乐是一段光辉的历史，它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世界，也与海顿和舒伯特密不可分；它

是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被人膜拜的乐园，也是布鲁克纳、马勒和勋伯格体味酸甜苦辣的炼

狱。奥地利的音乐也是沉浸在各种音符里的现实，从维也纳、萨尔茨堡到林茨，从格拉茨到因斯

布鲁克，甚至在格蒙登、菲拉格、默德灵这样的小城，音乐会和歌剧都会随时与你相遇。

  作者足迹遍及奥地利著名音乐胜地，多次出席重要的音乐节庆活动，观赏数十场各种规模形式

的歌剧及音乐会，除沿途撰写音乐旅行随笔外，还拍摄大量照片，忠实记录了一次次心灵怡悦之

旅。

《奥地利纪行》

该书的作者是日本作家东山魁夷，书中收录了大量作者在游览奥地利时写下的散文作品。这些作

品以奥地利旅行为主题，构思精巧，文笔生动优美。书中记载的萨尔茨堡和维也纳的美泉宫尤为

出彩，让读者看后难以忘怀。东山魁夷的散文并不十分华丽，却自有一种超尘脱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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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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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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