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景点介绍

维也纳 Vienna
美泉宫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市西部，始建于 17 世纪末，原为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
朝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皇家猎宫，相传当年的皇帝马蒂亚斯在此地发现清泉，高呼
“啊！多么美丽的泉水！”，宫殿由此得名。素有小凡尔赛宫美誉，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收录的人类文化遗产。建议游览路线：从正门进入，参观宫殿，再进入花
园，漫步到美泉山上的凯旋门俯瞰宫殿全景。大约需要 3-4 小时。
地址：Schönbrunner Schloßstraße47，1130 Wien
到达方式：地铁：U4，Schönbrunn 站，Hütteldorf 方向出口步 行 600 米；有轨电
车：10/58/10A，Schloss Schönbrunn 站；公交：10A 到 Schönbrunn 站。
开放时间：美泉宫宫殿(Schloß Schönbrunn)开放时间：365 天全天开放(包括 节假
日)8:30-17:30。参观结束时间四季略有不同，7 月 1 日-8 月 31 日于 18:30 关门，
11 月 1 日-次年 3 月 31 日 17:00 关门，其余时间于 17:30 关门。美泉宫花园
(Schlosspark)开门时间：每天 6:30；关闭时间：2 月 24 日至 3 月 29 日：19:00，
3 月 31 日至 5 月 11 日：20:00，5 月 126 日至 7 月 12 日：21:00，7 月 28 日至 9
月 14 日：20:00，9 月 15 日至 10 月 25 日：19:00，10 月 26 日至 2015 年 2 月 22
日：17:30。
凯旋门观景平台(Gloriette Aussichtsterrasse)开放时间： 9:00-18:00。
门票：成人 11.5 欧；6-18 岁 8.5 欧；学生票(19-25 岁)10.5 欧。套票：成人 14.5
欧；6-18 岁 9.5 欧；学生票(19-25 岁)13.2 欧。美泉宫花园免费。凯旋门观景平台：
成人 3.0 欧，6-18 岁 2.2 欧，学生票(19-25 岁)2.5 欧。
电话：+43-1-81113239

网址：http://www.schoenbrunn.at/

斯蒂芬大教堂
天主教维也纳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位于维也纳老城区的心脏地带，是维也纳城市的
标志，也是奥地利最重要的哥特式建筑。教堂建成于 1433 年，高 137 米，是现存
世界第 8 高的教堂。锥形入云的南塔，镶嵌在两侧屋顶的青黄拼花瓦片格外惹人注
目。大教堂内有一座皇家墓穴(Kaisergruft)，放置着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三世，以
及带领奥地利人击败土耳其人的欧根亲王的棺木，还存放着七十二个哈布斯堡王朝
皇族成员的内脏。游客也可爬上大教堂的南塔，坐电梯上去看普莫林大钟。
地址：Stephansplatz 01
到达方式：地铁：U1/U3，Stephansplatz 站。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6:00-22:00；周日和节假日 7:00-22:00
门票：参观免费，导游讲解 3.5 欧。
电话：+43-1-515-52-3526
网址：http://www.stephanskirche.at

霍夫堡宫
从 13 世纪开始，直至 1918 年君主帝国灭亡，霍夫堡皇宫一直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皇
室的重要居所。在这所由 2500 个房间构成的庞大宫殿群内，一共有二十多个世界
级的收藏馆，其皇家文化的珍藏，堪称欧洲之最。银器展馆中主要展出了帝国当年
奢华的餐饮文化，比如昂贵的餐具、精致的瓷器以及各种宴席装饰品。茜茜公主博
物馆的六个展厅内陈列着大量来自皇后寝宫的真品和一些服饰的复制品，可以通过
这些探寻追寻茜茜公主生活的印迹。皇家寓所则按照历史记录装饰布置着奥地利最
著名的皇室夫妇，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和皇后茜茜的 19 间工作室、起居室及客厅。
地址：Hofburg - Michaelerkuppel, A-1010 Wien
到达方式：乘地铁 U3 线到 Herrengasse 站，步行 3 分钟；地铁 U1 线到 Stephansplatz
站，步行 10 分钟；
地铁 U2 线到 Volkstheater 站，步行 10 分钟；有轨电车 1、2、D、J 路到 Burgring
站；公交 2A、3A 路到 Hofburg 站。
开放时间：九月至六月 9:00-17:30，七月至八月 9:00-18:00
门票：成人 11.5 欧元，6-18 岁 7 欧元，学生(19-25 岁)10.5 欧元。门票包含了皇家
寓所、茜茜博物馆和银器阁。

电话：+43-1-533-7570
网址：http://www.hofburg-wien.at

维也纳城市公园
维也纳城市公园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座公园，范围从维也纳第一区的戒指路到
第三区的干草市场街（Am Heumarkt），是游客和维也纳本地人都喜爱的景点。总
面积为 65,000 平方米。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镀金铜像，是维也纳最有名
的以及被拍摄最多的纪念物之一。它开幕于 1921 年 6 月 26 日，框架的大理石浮雕
由埃德蒙赫尔默创作。镀金在 1935 年被取走，1991 年再次安装。还有其他一些纪
念物，例如舒伯特，弗朗兹·莱哈尔，罗伯特·斯托尔兹和汉斯·玛卡特的。城市公园
是维也纳纪念碑和雕塑最多的公园。
地址：Landstraßer Hauptstraße 7，1030 Wien
到达方式：地铁：乘地铁 U4 线到 Stadtpark 站。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免费
电话：43-1-4000-8042
网址：http://www.wien.gv.at/umwelt/parks/anlagen/stadtpark.html

美泉宫凯旋门
美泉宫的最高点凯旋门是美泉宫花园中的观景亭。这座建于 1775 年的建筑是由奥
地利皇家建筑师 Johann Ferdinand Hetzendorf von Hohenberg 所设计的，最初被
用作餐厅和皇帝约瑟夫一世的早餐室。目前凯旋门内有一家咖啡厅，游客也可以登
上凯旋门眺望维也纳的全景。
地址：Schönbrunner SchlossstraÃ e
门票：rooftop access adult/child/student 2/1.40/1.70

奥地利国会大厦 坐落于维也纳内城(第 1 区)的环形大街边，靠近霍夫堡皇宫，
是奥地利国会两院的所在地。国会大厦建成于 1883 年，是一座希腊复兴式建筑，

大厦三角檐上雕刻的是弗朗茨一世皇帝向 17 个民族颁发宪法的场景。国会大厦
前最著名的特色是雅典娜女神雕像，她脚下的雕塑象征着当年奥匈帝国的四大河
流：多瑙河、莱茵河、易北河和摩尔多瓦河。
地址：Dr. Karl Renner Ring 3，1010 Wie
到达方式：乘有轨电车 1、2、D 路到 Stadiongasse 或者 Parlament 站，步行 75
米；有轨电车 1、2、46、49、D 路到 Dr. Karl Renner Ring 站，步行 150 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8:00；周六 8:00-16:00；周日 8:00-14:00。
免费英语导览时间：10:00、12:00、14:00
电话：01-401-10-2400
网址：http://www.parlament.gv.at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是“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主要象征，
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歌剧院坐落于维也纳老城环形大道上，于 1869 年建成开
幕，首场演出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从此揭开了辉煌的序幕。国家歌剧院是
一座高大的方形罗马式建筑，全部采用意大利生产的浅黄色大理石修成，建筑结构
富丽堂皇。正面高大的门楼有 5 个拱形大门，楼上有 5 个拱形窗户，窗口上伫立着
5 尊歌剧女神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歌剧中的英雄主义、戏剧、想象、艺术和爱情。
整个剧院的面积有 9000 平方米，观众席共有 6 层。在休息大厅和走廊的墙壁上悬
挂着许多油画，内容都是最有成就的音乐家的最优秀的歌剧中的最精彩场面
地址：Opernring 2，1010 Wien
到达方式：乘地铁 U1、U2、U4 线到 Karlsplatz 站；有轨电车 1、2、D、62、65
路到 Karlsplatz 站；公交 59A 到 Karlsplatz 站下。
开放时间：歌剧具体时间请查询官网节目列表。
门票：3 欧-250 欧不等。
电话：43-1-51444-2250
网址：http://www.vienna-opera.com

茜茜公主博物馆
在维也纳皇宫新近开放的茜茜公主博物馆，使众多的茜茜公主迷能够近距离的走近
这位美丽皇后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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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精彩

再现这位传奇王后精彩和忙碌，包括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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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旅行化妆套包、带有她亲手制作的信纸小书
桌、她的绘画颜料盒等。
地址：Hofburg 1010 Wien
开放时间：9 月-6 月 9:00-17:30，7 月-8 月 9:00-18:00
门票：儿童(6-12 岁)：14 欧元
学生(9-25 岁)：21.5 欧元
残疾人：21.5 欧元
学生团体(6-18 岁)：11.5 欧元
家庭票(2 成人+3 小孩)：49.9 欧元
使用维也纳卡：成人：21.5 欧元(原价 23.5 欧元)，包括语音向导、导游讲解观光、
茜茜 公主博物馆
电话：+43-1533-7570
网址：http://www.hofburg-wien.at/en.html

查理教堂
查理教堂位于维也纳内城(第 1 区)南部，卡尔广场 Karlsplatz 南侧。是一所令人瞩
目的巴洛克教堂建筑，有着高达 72 米的罗马式圆形拱顶。1713 年，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卡尔六世宣布如果可怕的鼠疫能够停止，他就建造一座教堂，瘟疫一结束，皇
帝就下令建造了这座壮丽的巴洛克教堂。
地址：Kreuzherrengasse 1，1040 Wien
到达方式：地铁：乘地铁 U 1 、U 4 线到 K a r l s p l a t z 站， 步行穿过 Resselpark
即到。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2:30，13:00-18:00；周日与节假日 12:00-17:45
门票：成人 8 欧元，学生 4 欧元。
电话：01-712-44 5
网址：http://www.karlskirche.at

上美景宫
奥地利国家美术馆又名美景宫，由两个建筑群组成，一是 1714 年建造而成的下美
景宫，当时作为欧根亲王的夏宫；另一部分是 1721 年建成的上美景宫，是王室用
来举办各种盛大节日庆典活动的场所。这座宫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巴洛克宫殿之一，

目前已经成为奥地利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艺术品包括从中世纪和巴洛克直到 21 世
纪的杰作，重点是 19 世纪末和新艺术运动期间的奥地利画家。展出的最有名的作
品是创办了维也纳分离派的克里姆特 Klimt 的代表作《吻》。
地址：Prinz-Eugen-Strasse 27 03
到达方式：轻轨：乘轻轨到 Südbahnhof 站；有轨电车：D 路到 SchlossBelvedere
站；18、O 路到 Südbahnhof 站；公交车：13A、69A 站到 Südbahnhof 站；地铁：
U1 线到 Südtirolerplatz 站。
开放时间：10:00-18:00，周三 10:00-21:00(下美景宫)。
门票：上宫，成人 12.5 欧元，学生(27 岁以下)10 欧元；上宫+下宫，成人 19 欧元，
学生(27 岁以下)16.5 欧元；花园免费。
电话：+43 1 795 57 134
网址：http://www.belvedere.at

维也纳市政厅
一座非常宏伟的新哥特式建筑，是维也纳市长和市议会的驻地。市政厅正面有 5 座
尖塔，中间的正塔高 98 米。当年修建市政厅时，教会对非教堂建筑的高度有严格
的规定(不得超过 100 米)，设计师巧妙地在塔尖加上一尊高 3.4 米的“市政厅铁人”，
显示了人们对旧势力的挑战。面对市政厅是一个大型公园 Rathauspark。在 7、8
月夏季音乐会的时候，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总是会有表演活动。圣诞节前一个月，广
场上会搭建起一个个小木屋组成圣诞市场。每年冬季，广场还会成为露天的人工浇
筑的溜冰场，气氛非常热烈，冬季冰雪世界活动
地址：Rathausplatz 1，1010 Wien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1、D 路到 Rathausplatz 或 Burgtheater 站，下车东侧为城堡
剧院 Burgtheater，向西即可看到市政厅塔楼，穿过市政厅公园 Rathauspark 便到；
地铁：U2 线到 Rathaus 站，地铁口位于市政厅背面，向东绕过主建筑即到正门。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8:00
门票：免费
电话：01-525-50
网址：http://www.stadt-wien.at/wien/rathaus

下美景宫
下宫的馆藏主要集中在中世纪的巴洛克风格的花厅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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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Rennweg 6 03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71，Unteres Belvedere 站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8:00,周三 10:00-21:00
门票：套票：13.5 欧
27 岁以下学生：6.5
单独门票：9.5 欧。
电话：+43 1 795 57 134
网址：http://www.belvedere.at

百水公寓
百水公寓是才华横溢的奥地利犹太裔画家兼建筑师百水先生与维也纳市政府合作设
计建造的一座示范公寓，于 1986 年完工。公寓最大的特征是用童话式的艺术观点
和扭曲不对称的造型，加上五彩缤纷的色调所建造而成，令人目不暇接。百水公寓
内有市民正常居住，所以内部结构并不开放参观。位于公寓附近的维也纳艺术馆，
一层为商店和咖啡厅，内部的陈设都是仿制百水公寓内部的建筑，二楼和三楼收藏
着百水先生在各个时期的作品。
地址：Eine soziale Wohnanlage der Gemeinde Wien, Kegelgasse 36-38, 1030
Wien, Österreich
到达方式：乘地铁 U1、U4 线到 Schwedenplatz 站，转有轨电车 1 路到 Hetzgasse
站；地铁 U3、U4 线到 Landstraße 站，转有轨电车 O 路到 Radetzkyplatz 站。
开放时间：不开放参观
网址：http://www.kunsthauswien.com

萨尔茨堡
萨尔茨堡城堡
萨尔茨堡城堡可说是萨尔茨堡城内的标志性建筑，位于老城区山上，历史悠久，
始建于 1077 年，由历任总主教逐步扩建而成，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
据 2012 年统计，每年来城堡参观的游客超过 996,000 人次，是奥地利最热门的
景点之一。喜欢电影《音乐之声》的朋友应该都记得侬山修道院(Kloster Nonnberg)

取景地。持有萨尔茨堡居留证明的朋友可以免费进入城堡，但不包括小火车优惠，
要自己步行上山，在城堡口售票处出示签证等有效证件换取门票。这个优惠已经
有几年时间了，会持续多久还未知。
地址：Mönchsberg 34，5020 Salzburg
到达方式：搭乘 3、5、6、8、25 路公共汽车到 Mozartsteg(莫扎特桥)站，穿过莫
扎特广场，主教教堂，直行过教堂后广场，到达山脚下，从公车站大概需要 5-10 分
钟。
开放时间：1 月-4 月、10 月-12 月 9:30-17:00；5 月-9 月 9:00-19:00；圣诞节周末
以及复活节期间 9:30-18:00。
门票：
类型

城堡联票

城堡门票

成人

11.30 欧元

8 欧元

6-14 岁儿童

6.5 欧元

4.5 欧元

优惠票

10.40 欧元

7.1 欧元

6-19 岁青少年团体票

6 欧元

4.2 欧元

家庭票

26.2 欧元

18.2 欧元

持萨尔茨堡卡

免费一次

免费一次

城堡联票包括上山小火车、城堡内部、博物馆、木偶博物馆等全部景点；城堡门
票不包括小火车，需自己爬上山
电话：+43 662 84243 011
网址：http://www.salzburg-burgen.at/de/hohensalzburg

萨尔茨堡大教堂 & 大教堂展览馆
萨尔茨堡的主教教堂坐落在老城区的中心地，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教堂。从 774
年最初的基础，历经一次次的扩建、翻新、大火损毁和重建，直至在大主教
Paris-Lodron 时期得以形成现今的教堂建筑风格。
地址：Domplatz 1a，5010 Salzburg, Austria 到达方式：搭乘 3 路、5 路、6 路、8
路、25 路公共汽车到莫扎特桥(Mozartsteg)，穿过莫扎特广场，便可看到教堂前的
喷泉，走过停靠马车的地方，穿过门洞向前几米便是教堂大门。

开放时间：大教堂开放时间：1 月、2 月、11 月周一至周六 8:00-17:00，周日及公
休日 13:00-17:00；3 月、4 月、10 月、12 月周一至周六 8:00-18:00，周日及公休
日 13:00-18:00；5 月至 9 月周一至周六 8:00-19:00，周日及公休日 13:00-19:00 大
教堂展览馆开放时间：2013 年 5 月 9 日至 10 月 27 日周一至周六 10:00-17:00，周
日或节日 11:00-18:00；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6 日周一至周日或节日
10:00-17:00(12 月 24 日、25 日闭馆)；从 2014 年 5 月 17 日起，周三至周一
10:00-17:00(9 月至来年 6 月)；周一至周日 10:00-17:00(7 至 8 月)。
门票：大教堂票价：教堂内部参观免费，出大门口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些捐助，
不过不强求。
展览馆票价如下：2013 年 10 月 27 日之前，11 月 30 日－2014 年 1 月 6 日|2014
年 5 月 17 日以后| |成人|5 欧元|12 欧元| |团体 15 人以上|3.5 欧元|10 欧元| |退休人
员|3.5 欧元|10 欧元| |6-18 岁青少年|1.5 欧元|5 欧元| |学生(凭学生证 27 岁以下)|1.5
欧元|5 欧元| |家庭票(父母带孩子)|9 欧元|27 欧元| |持萨尔茨堡卡|免费一次|免费一次
电话：+43 662 80471 870
网址：http://www.salzburger-dom.at

米拉贝尔宫
称之为米拉贝尔宫的是一幢白楼，这里曾经是大主教 Paris-Lodron 为她的情妇所造，
在那个如此封建，封闭的年代，作为一个主教有勇气为自己的女人做出这么轰动的
事情，该说他是为爱有勇气付出呢，还是实在嚣张得不可一世呢！在他卸任之后，
为了掩盖这一段不光彩，才被改名为 Mirabell。这里也是电影《音乐之声》的取景
地之一。
地址：Mirabellplatz 1，5020 Salzburg
到达方式：从火车站往老城方向搭乘 1 路、2 路、3 路、5 路、6 路、25 路公共汽
车到米拉贝尔广场下车即可抵达。
开放时间：大理石厅：周一、周三、周四 8:00-16:00，周二、周五 13:00-16:00 有
特别活动不开放。其他房间暂时不对外开放。
门票：花园、大理石厅均免费。
电话：+43 662 80720
网址：
http://www.salzburg.info/en/sights/fortress_palaces/mirabell_palace_gardens

因斯布鲁克
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
著名的水晶制品制造商施华洛世奇 Swarovsk 公司于 1995 年在城市郊区的总部
建了这座多媒体声光的水晶世界。在水晶世界可以欣赏到水晶世界独特的韵味。
地址：Swarovski Kristallwelten Kristallweltenstraße 1, 6112 Wattens, 奥地利

黄金屋顶
(Goldenes Dachl)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旧城区哈索费狄街尽头，从前被人们称为新
王宫的建筑。它建于 1500 年，属晚期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是为了纪念马克西米连
一世订婚而建造的。
地址：黄金屋顶 Herzog-Friedrich-Straße 15, 6020 Innsbruck

哈尔施塔特
哈尔施塔特湖
哈尔施塔特湖是一个由冰川作用形成的条状湖泊，基本呈南北走向。湖面长 5.9
公里、宽 2.3 公里、面积 8.55 平方公里、海拔高度 508 米。湖泊最大水深 125
米，是水肺潜水的热门地点。
地址：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湖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明信片角度
嘘，Hallstatt 最美丽的角度，就在这里……
地址：Gosaumühlstraße 67, 4830 哈尔施塔特奥地利

Dachstein 山上的冰洞
在 Dachstein 的半山腰，有一个神奇的冰雪天地，这些奇异造型的冰已经存在了
成千上万年，参观冰洞的时候记得要多穿一些！在这个冰洞的旁边，还有两个有
趣的地址景观洞，一个是以深著称的 Mammuthöhle，一个是伴随着流水的
Koppenbrüllerhöhle，可以一并参观。
地址：Winkl 34, 4831 上特劳恩奥地利
到达方式：坐 542 路从 Hallstatt 镇前往 Obertraun 镇。

达赫施泰因大冰洞
迷人的达赫施泰因大冰洞(Dachstein Rieseneishöhle)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延伸到
山脉中大约 80 公里的地方。冰层本身的年代不超过 500 年，但厚度每年都在增加。
“冰山”已有 8 米高，是 1910 年第一次被发现时的两倍。上 Dachstein 有两段缆车，
从第一段缆车上下来有三处山洞，其中以 Rieseneishoehle 万年冰洞最为有名。洞
中寒气逼人，终年积雪，奇景横生。从入洞至出洞全程约 50 分钟。
到达方式：从 Hallstatt 火车站，坐一站火车到达 Obertrauen 火车站，步行约 45 分
钟可到达顶石山（Dachstein），乘坐缆车可到达万年冰洞。
开放时间：5 月至 10 月底，9:20-16:00。
门票：2 个冰洞：成人/儿童€9.8/5.8；1 个冰洞：成人/儿童€14.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