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璀璨東歐 7 日遊(法蘭克福出發)─景點介紹 

 

本行程將遊覽以下著名景點： 

 

布達佩斯漁夫堡 

漁夫堡 (Fishermen's Bastion) 為 20 世紀初造於古老要塞上的新羅馬樣式的城

堡。名稱源於 19 世紀時，市民為守護城市，而將王城所在的多瑙河一帶交由

漁夫守衛，因而以漁夫城堡命名。這是一座具有古羅馬風格，造型別致且面

向多瑙河的城堡。它四周環境優美，景色十分秀麗，站在這裡可以鳥瞰布達

佩斯全城美麗的風光。城堡是先後統治過匈牙利的幾個王朝的皇宮，至今還

保留了中世紀城牆，以及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和巴羅克式的教堂，地下還有

一個結構複雜的迷宮。現在，城堡的一部分作為餐廳使用。而聖瑪麗亞教堂

與漁夫城堡間的銅像，則是第一代匈牙利王史蒂芬一世。漁夫堡旁的希爾頓

旅館，外層是茶色的帷幕玻璃映照著漁夫堡和一旁的教堂倒影，美麗而迷人。 

 

瑞士鐵力士雪山 

鐵力士雪山 (Mount Titlis)，主峰海拔三千兩百三十九公尺，山頂終年積雪，

每年一月間，這裡會休業兩週，作各種設施的維修工作。登山纜車的起站在

鎮南山坡，第一段小型纜車可乘六人到海拔一千七百九十六公尺的 Trubsee 楚

畢湖，約需二十分鐘車程。然後換乘可坐八十人的大型纜車，十五分鐘後抵

達海拔兩千四百五十公尺的觀景台。再換乘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轉的圓形高山

纜車，約十分鐘後才抵達鐵力士主峰的山巔冰河地區。旋轉纜車讓每位遊客

都有機會觀賞鐵力士山的每一個角度，尤其是在夏季，更能體會一面是白色



的冰河山脈，另一面卻是綠色山谷絕然不同季節的風貌。 

賞雪台 

抵達峰頂後，遇到晴朗天氣和良好的能見度，在海拔三千零二十公尺的山頂

觀景台可極目天涯，壯麗的景色，讓人心胸開闊，油然而生登泰山而小天下

的胸襟。白雪皚皚的峰頭，可俯瞰深壑，遠眺群峰，綠野的田疇，雪白的小

河，碧山綠水的幽境，景色非常秀麗，令人體會到心曠神怡的舒暢。 

冰洞 

雪山中心的冰洞穴，氣溫較外面還要低，因比大家可以在裡面欣賞到密密麻

麻的冰柱、冰筍和冰雕，置身其中感覺非常壯觀。2007 年更加安裝了 8450 盞

燈為冰穴營造出一種空靈的氣氛，超乎尋常的音響效果將伴您進入冰河深處。

在參觀冰穴的過程中，暴風雪呼嘯而過的聲音、春天甦醒的聲音、夏季高山

冰雪融化的聲音、秋季隆隆的雷聲將伴您領略一年四季的交替。 

山頂商場 

山頂的吊車站商場，設有好幾個餐廳，從餐廳的雅座之上可以看到阿爾卑斯

山。還有一家雪糕店，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享用甜美的瑞士雪糕或熱呼呼的

朱古力熱飲，真是一件很富情趣的事﹗商場內還設有懷舊照相館、錄像播放

廳、紀念品店以及歐洲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設於山巔之上的專業名錶店，

而且有些店員還懂中文的呢。 

小貼示 

（1）坐小纜車時注意身下的一片綠油油草原，黃牛正優閒地低頭吃草，不時

傳來噹噹的牛鈴聲，四周彌漫著一股溫馨祥和的氣氛。 

（2）鐵力士雪山天氣可查詢 : www. titlis.ch 

（3）夏天前往雪山旅遊，一般成人只須穿著毛衣、長褲和風衣便可！年長者

請帶備多一些保暖衣物，以保健康。小孩和年青人建議多帶一條褲上雪山，

以便玩雪戰濕了也可替換！ 

（4）雪山山頂天氣變化很快也很大，但不用擔心，冷得受不了，可以躲進觀

景餐廳，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點些小吃，補充熱能後再投入。 

 

 

 

 

 

 

 



 

布拉格聖維特大教堂 

聖維特大教堂 (St.Vitus's Cathedral) 位於維而塔瓦河西岸的布拉格城堡內，是

布拉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標之一。建築將近 700 年，聖維特大教堂是布拉格城

堡最有“建築之寶”的美譽，也是捷克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教堂。 

聖維特大教堂歷經 3 次擴建，西元 929 年的聖溫塞斯拉斯圓形教堂，在西元

1060 年時擴建為長方形教堂，西元 1344 年查理四世下令建造目前的哥德式

建築，卻一直到西元 1929 年才正式完工。聖維特大教堂的幾個參觀重點包括

20 世紀的彩色玻璃窗、聖約翰之墓和聖溫塞斯拉斯禮拜堂。 

走進教堂入口，左側色彩鮮麗的彩色玻璃就是布拉格著名畫家穆哈的作品，

為這個千年歷史的教堂增添不少現代感。繞過聖壇後方，純銀打造、裝飾華

麗的是的聖約翰之墓，他是 1736 年的反宗教改革者，因此葬在聖維特大教堂

中，並以純銀華麗的裝飾作為紀念。 繼續往前就是聖溫塞斯拉斯禮拜堂，相

較於前面純銀的聖約翰之墓，聖溫塞斯拉斯禮拜堂呈現出金碧輝煌的光彩，

從壁畫到聖禮尖塔都有金彩裝飾，相當具有藝術價值。從外觀來看，哥德式

的聖維特大教堂有許多經典建築特色，例如大門上的拱柱和飛扶壁，都裝飾

的相當華麗。 

  

布拉格黃金小徑 

黃金小徑 (Golden Lane) 位於布拉格的城堡區，兩側均為宛如童話故事內的小

巧房舍，是布拉格最詩情畫意的街道。黃金小徑原本是僕人工匠居住之處，

後來因為聚集不少為國王煉金的術士，因而有此名稱。然而在 19 世紀之後，

逐漸變成貧民窟。 

黃金小徑之所以聞名的原因，當屬拜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所賜。卡夫卡是捷

克著名的文學家、是以德文寫作的猶太人，1916 年，當時混居黃金小徑的，

除了窮人就是罪犯，卡夫卡卻喜歡上黃金小徑的環境，租了黃金小徑 22 號的



房子作為工作室，並且以布拉格城堡為背景，寫下名著『城堡』。如今這間

外漆青色、門牌號碼 22 號的小巧書坊，已成為遊客最鍾情的紀念品店家，跨

進那僅容一人通過的窄門，購買卡夫卡作品、明信片，瞻仰駐足文豪風采。 

 

布拉格城堡 

布拉格城堡 (Prague Castle)，在西元第九世紀時布拉格的王子首先在伏爾塔瓦

﹝Vltava﹞的山上蓋了一座城堡，此後他便在此開始統治他的捷克人民和土地，

一直是布拉格王室的所在地。幾世紀以來經過多次擴建，不僅保留許多雄偉

建築和歷史文物，現在仍是捷克總統的居所。布拉格城堡有多樣化的建築風

格，從古代的羅馬式地基，到戰爭期間的後現代風格，每個年代的風格都或

多或少在城堡上留下了痕跡。 

布拉格城堡是歷屆總統的辦公室，故又稱總統府。波希米亞國王、神聖羅馬

帝國皇帝，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總統都在此辦公。布拉格城堡占

地 45 公頃，涵蓋了 1 所宮殿、3 座教堂、1 間修道院，分處於 3 個中庭內，

是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古城堡建築群。城堡內保存著波希米亞王國的王冠，

還收藏有 16 到 18 世紀義大利、德國、荷蘭等國繪畫作品 4,000 餘幅。 

 

布拉格市政廳天文鐘 

市政廳外牆上大名鼎鼎的天文鐘 (Astronomical Clock)，分為上下二座，是一座

精美別致的自鳴鐘，鐘樓建於 1410 年。根據當年的地球中心說原理設計，上

面的鐘一年繞一周，下面的一天繞行一圈，每天中午 12 點，十二尊耶酥門徒

從鐘旁依次現身，6 個向左轉，6 個向右轉，隨著雄雞的一聲鳴叫，窗子關閉，

報時鐘聲響起。這座大鐘至今走時準確，當地人在此駐足校對手錶的時間。

阿諾·施瓦辛格的《魔鬼末日》便是在這裡取景。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7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B8%8C%E7%B1%B3%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6%96%AF%E6%B4%9B%E4%BC%90%E5%85%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5%85%8B%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布拉格查理大橋 

查理大橋 (Charles Bridge)是一座 14 世紀最具藝術價值的石橋，建於 1357 年，

是歷代國王加冤遊行的必經之路。查理大橋是連結舊城區和布拉格城堡區的

唯一橋樑，橫跨在伏爾塔瓦河上，橋長 520 米，寬 10 米，有 16 座橋墩。橋上

有 30 尊精美的聖徒雕像，都是出自捷克 17～18 世紀巴羅克藝術大師的傑作，

被歐洲人稱為“歐洲的露天巴羅克塑像美術館”。現在原件已經保存在博物

館內，大部分已經換成複製品，據說只要用心觸摸石雕像，便會帶給你一生

的幸福，橋上的一尊銅像的某些部位已被遊人摸得發亮。其中橋右側的第 8

尊聖約翰雕像，是查理橋的守護者，圍欄中間刻著一個金色十字架位置，就

是當年聖約翰從橋上被扔下的地點。 

這座橋上彙集了各種露天藝術表演，是體驗布拉格波希米亞風情的重要場所，

當然也是布拉格遊客最為密集之處。 

 

布達佩斯英雄廣場 

英雄廣場 (Heroes'Square) 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中心廣場，是一個融合了

歷史、藝術和政治的勝跡。廣場是 1896 年為紀念匈牙利民族在歐洲定居 1000 

年而興建，1929 年完工。整個建築群壯麗宏偉，象徵著幾經戰爭浩劫的匈牙

利人民，對歷史英雄的懷念和對美好前途的嚮往。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英雄

廣場，現在已成為國內外遊人參觀遊覽的勝地。每當重大節日或外國元首來

訪時，都要在英雄廣場舉行盛大的儀式。 

廣場的右邊是全國最大的畫廊，左邊是美術館。進入廣場，可看到兩側有兩

堵對稱的弧形石柱壁，每一堵的石柱之間，各排列著 7 尊歷史英雄的塑像。

石壁上方各有兩組勇士駕馭戰車的塑像。廣場中心矗立著一座 36 米高的千年

紀念碑柱頂站立著大天使加百列的石像，這位在《聖經》中同情人類，慰勞



人類 的天使，高展雙翅，似乎剛剛從天而降。石柱的基座上，有 7 位騎著戰

馬的歷史英雄的青銅像，他們是匈牙利民族在此定居時的 7 位領袖。 

英雄廣場面向筆直的人民共和國大街，背後是著名的城市公園，兩側分別是

匈牙利藝術館和匈牙利美術館。廣場用青白兩色水磨石鋪成，開闊得足能容

下 20 萬人。廣場上的主要建築是以千年紀念碑為主體的群雕組成。廣場周

圍沒有什麼高層建築物，因而廣場中央的千年紀念碑和人物群雕顯得異常突

出。 

 

布達佩斯國會大廈 

布達佩斯國會大廈 (Parliament House) 坐落在多瑙河之濱，是座規模宏大的宮

殿式建築群，是僅次於英國議會大廈之後的第二大新哥特式建築。國會大廈

長 268 米，最寬處 118 米，平均高 42 米，中心圓形拱頂的尖端高 96 米，周圍

有兩個哥特式大尖頂，22 個小尖頂，是世界建築藝術中的珍品。 

大廈是由匈牙利著名建築師斯坦德爾?伊姆雷設計並監造的，於 1885 年破土動

工，經過 1000 名工人的辛勤勞動，國會大廈於 1902 年基本完工。整個大廈

共有 691 個房間、會議室和大廳，27 個門，樓梯總長達 20 多公里。大樓雖然

是哥特式的建築，但融合了匈牙利的民族風格。大廈四周的頂部滿是哥特式

的尖塔，其中最高的是正面兩側的白色尖塔，高 70 多米。主要的廳室裡都用

匈牙利歷史名人的肖像和雕塑以及表現匈牙利歷史大事的巨幅壁畫裝飾。拱

頂下是個金碧輝煌的圓頂大廳，20 多根柱子總共用了 50 公斤的金箔裝飾，重

大的會議和慶典都在這裡舉行。大廈的外部裝飾，包括塑像、浮雕、花紋、

尖塔等，由 55 萬塊石頭組成。由於原先資金缺乏而使用的石灰石經過長年的

雨水沖刷，已漸漸溶蝕，匈牙利解放後，政府決定把 55 萬塊石灰石全部用堅

硬的大理石替換，這一浩大的工程至今仍在進行。 

 

 

 



 

維也納美泉宮 

美泉宮 Schloss Sch?nbrunn，是維也納 Vienna 最具代表性的景點，座落在於奧

地利首都維也納西南部的巴羅克藝術建築，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

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宮，以及曾是哈布斯王朝的夏宮。美泉宮

是奧地利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在 1996 年，美泉宮花園已經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納入人類文化遺產名錄。 

美泉宮的名字來源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蒂亞斯 Matthias。傳說 1612 年他狩

獵至位於 Meidling 和 Hietzing 之間的凱特堡，飲用此處泉水，清爽甘冽，遂

命名此泉為「美泉」，此後「美泉」成為這一地區的名稱。1743 年，奧地利

女皇瑪麗亞·特蕾西亞 Maria Theresa 下令在此營建氣勢磅礴的美泉宮和巴羅

克式花園，總面積 2.6 萬平方米，僅次於法國的凡爾賽宮，故有迷你凡爾賽

宮 mini-Versailles 的稱號。 

美泉宮現在共有 1441 間房間，其中 45 間對外開放供參觀。整個宮殿是巴羅

克風格的建，但是其中有 44 個房間是洛可哥風格的建築。宮殿長廊牆壁上是

哈布斯堡皇族 Habsburg 歷代皇帝的肖像畫以及瑪麗亞·特蕾西亞 Maria 

Theresa 女皇 16 個兒女的肖像。後來隨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Louis XVI 同上斷

頭台的法國皇后瑪麗·安托瓦奈特 Marie Antoinette 少女時代的畫像也在其

中。 

美泉宮北面的宮殿花園，這座兩平方公里的花園是歐洲典型的法式園林。在

碎石子鋪成平面上，是一片片格局優雅，精雕細琢的花壇和草坪。花園兩邊

高大的樹木，被剪成一面綠牆。綠牆裏是 44 座古希臘神話故事中的人物。 

 

 

 

 

 

 



 

奧地利國會大廈 

奧地利國會大廈 (Wien Parliament) 興建於 1874 年至 1883 年，佔地面積超

過 13500 平方米。負責建造的建築師是特奧菲爾·馮·漢森男爵。該大廈最著

名的特色之一是雅典娜雕像和噴泉，都成為維也納知名的旅遊景點。雖然國

會大廈在二戰期間嚴重受損，但是大部分已恢復了原貌。 

今天，奧地利國會大廈是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所在地。國會大廈有 100 多個房

間，其中最重要的是眾議院、參議院和原帝國下議院。 這座建築還設有圖書

館、餐廳、酒吧和健身房。這是重要的國家典禮場地，最引人注目的是奧地

利總統宣誓就職儀式和每年 10 月 26 日國慶節發表國會演講。 

 

維也納聖史蒂芬大教堂 

聖史蒂芬大教堂 (Stephasdom)，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之一，內有世界

上最大的教堂風琴。此琴共有 17,774 支管、233 支音節柱和 4 個鐘樂器。。聖

史蒂芬大教堂建於 12 世紀末，原建築建於 1147 年屬於羅馬式風格，後來遭受

兩度大火便在 14 世紀時修建成為哥德式建築，又歷經土耳其人的炮擊、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轟炸，又在戰後修築成為今日的規模－－高高的塔尖高達 137

米，僅次於德國科隆大教堂。 這座大尖塔的中心尖塔周圍又環繞著無數精雕

細琢的小尖塔，好像一頂光彩奪目的王冠戴在維也納市。鐘塔每隔一段時間，

會報出一陣悠揚的鐘聲。它坐落在維也納市中心，所以又稱“維也納之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E5%A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9%B4%E6%B3%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8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4%B9%A6%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4%B9%A6%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E6%80%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E6%80%BB%E7%BB%9F


 

琉森獅子紀念碑 

獅子紀念碑 (Lion Monument) 為了紀念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為保護法國國王

路易 16 世家族的安全，而全部犧牲的 786 名瑞士雇傭兵。 

雕像刻在一個淺穴裡，一頭瀕死的雄獅帶著哀傷和痛苦，無力地匍匐在地，

一支銳利的長箭深深地刺入背脊，邊上還有一些折斷的槍和帶有瑞士十字的

盾牌。整座紀念碑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被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稱為“世界

上最哀傷，最感人的石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