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楼高贵层华丽房间

十七世纪，哈布斯堡家族在这里已经拥有一座供消夏的享
乐宫。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时，
宫殿遭到摧毁。稍后，奥地利巴洛克建筑家费歇尔·冯·
埃尔拉赫授命在此建造一座皇家猎宫。五十年后，女皇玛
丽亚·特蕾莎命宫廷建筑师尼可劳斯·帕卡西将猎宫按照
罗可可风格改建成正式夏宫。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拥有
1500人的宫廷都在这里度过夏天。宫内不少房间的内部装
饰都是由皇室成员亲自设计的，它们保存完好地流传到今
天，包括当时的起居日常的样式和风格，仿佛历史重现，
让人感受当时哈布斯堡家族的日常生活。
玛丽亚·特蕾莎的后代也在这里留下痕迹。特别是她的
玄孙、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他在这里出生，执政68年以
后，于1916年在这里去世。

您已经上了一楼，请向右进入所谓鱼骨地板厅。
您能通过窗户看到皇帝大院，从这个厅可以去儿童博物
馆，在那里，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很多有关皇室成员的生
活，还可以亲自实践体验一下。

从开着的门，我们能够看见皇帝副官的房间。皇帝副官的
主要任务是将军事情报立刻呈交给皇帝。他能够住在离皇
帝这么近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罢。

卫兵厅
房间1

弗朗茨·约瑟夫的贴身侍卫就守候在这个厅。他们在这里
守卫通向皇帝房间的入口。
您的右边是一个陶瓷暖气炉，同宫殿里面的所有暖炉一
样，它没有开口，因为房间的外面有一条生暖的通道。从
外面（以木材）生暖，这样既不影响皇室成员的日常生
活，又保持了室内的卫生，到19世纪改为用管道输送热风
生暖，这一设施一直使用到1992年才取消。

台球厅
房间2

台球厅是等待皇帝接见的地方。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周
有两次接见。台球在弗朗茨·约瑟夫祖父的时代就已经流
行宫廷，在这里主要是给军官们用来消遣的。
三面墙上都有巨幅油画，中间的那幅再现了1758年玛丽
亚·特蕾莎勋章第一次颁发的情形。玛丽亚·特蕾莎勋章
是女皇建立的帝国最高军事勋章。左边和右边的油画分别
记录了该勋章建立一百年纪念活动的盛况——弗朗茨·约
瑟夫当时在大节日大厅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并在宫廷花
园中举行了盛大的接见仪式。

桃木厅
房间3

这个厅因其护壁镶板为珍贵的核桃木而得名。镀金的装饰
和参议壁桌是玛丽亚·特蕾莎时代的罗可可风格，大型枝
性吊灯则是十九世纪的杰作。
弗朗茨·约瑟夫在这里接见来访者。他们来是为了感谢皇
帝的嘉奖，或是为了一个请求，或是得到任命后来自我介
绍。弗朗茨·约瑟夫一个上午能够接见上百人。他对人名

和他们的相貌有超凡的记忆力，一旦见过一次，他就不会
忘记，这在当时出了名。皇帝点点头，接见就算结束了。
一次接见只有几分钟。

弗朗茨·约瑟夫的办公室
房间4

弗朗茨·约瑟夫18岁登基，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皇帝。
他每天有庞大的工作计划，早上5点已经开始工作，整天
都在您的右手边的这张写字桌边度过，看着公文的同时，
早餐和午餐就在桌边用，一生如此，不愧是国家的第一
公务员。

弗朗茨·约瑟夫的周围多是家庭成员的油画和照片，还有
他的孩子和孙子送给他的礼物。巨幅油画之一是弗朗茨·
约瑟夫33岁的时候画的，另外一幅是他的皇后伊丽莎白，
是一个以小名茜茜成为传奇人物的皇后。

弗朗茨·约瑟夫的卧室
房间5

皇帝的一天从卧室开始，按照严格的时间计划：早上4点
钟起床，用凉水盥洗后，在床边的小祈祷凳上，开始一个
虔诚天主教徒一天的第一次祷告。他的床是军用铁板床，
反映了奥地利皇帝朴素的生活作风。1916年，第一次世界
大战最混乱时期，86岁高龄的弗朗茨·约瑟夫，执政68年
以后，在这张床上去世。画架上的肖像是他刚去世时的形
象。弗朗茨·约瑟夫一生经历了很多命运的打击：他的大
女儿2岁时夭折，他的弟弟马克西米廉，在墨西哥做了三
年的皇帝被当地的革命军枪决了，他唯一的儿子鲁道夫自
杀了，他的妻子、皇后伊丽莎白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
分子刺杀身亡。
这个房间出口的左手边是皇帝的厕所，是1899年按照“英
国样式”为皇帝安装的。

下面的三个小厅属于皇后伊丽莎白的房间。
皇后在写字间（旋梯阁房间7）写信，记日记，写诗歌。
这个房间原来有个小楼梯通向皇后在一楼的房间，帝国结
束后，旋梯被拆除。

盥洗梳妆间（房间8）是皇后专门为自己美容护理设计
的。
伊丽莎白是她的时代最美的女人之一，对此她非常自信，
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材，美容护理和体育运动成了她每
天生活的重要内容；梳理她那浓云般的秀发常常需要好几
个小时。

共同的卧室
房间9

1854年，弗朗茨·约瑟夫同他年仅十六岁的表妹伊丽莎白
结为伉俪，这个房间是为他们新婚大典设计的洞房。弗朗
茨·约瑟夫一生都很崇拜自己的这个表妹——但是否得到
了对方的回报又另当别论了。

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对宫廷生活的僵化感到不满，从厌
倦到抵抗，她渐渐成长为一个有高度自觉的女性。她我
行我素地生活，长期在外旅游，在维也纳驻留的时间很
少。1898年9月，伊丽莎白皇后61岁的时候，在日内瓦被
一名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用一柄三角锉刀刺死。

皇后的沙龙
房间10

这是伊丽莎白接见厅，象牙白和金色的护壁镶板夹以丝绸
的墙面，华贵优雅的家具都给这个厅带来豪华的气派。镜

子前的立钟有两个钟面，读时间不仅可以从前面的钟面，
还可以从镜子里看到。
墙上的色粉画值得关注，它们都出自18世纪名家之手，其
中包括日内瓦画家利奥达尔，他是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喜
爱的一个画家。
暖炉左边的肖像是玛丽亚·特蕾莎最小的女儿玛丽·安东
内特，画面上她身穿猎装，1770年十五岁的时候嫁给了法
国后来的国王路易十六，这门婚姻原来是为了缓和波旁王
朝和哈布思堡家族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1793年，在法国
大革命中，她被送上了断头台。

玛丽·安东内特厅
房间11

这个厅原来是皇家餐厅，家庭晚餐严格按照宫廷礼仪进
行，每天都布置得节庆一般，桌子的中央是花果金盘，
上面盛放花、果和甜品。正式的晚宴是法国菜，家庭晚餐
是维也纳菜，弗朗茨·约瑟夫最喜欢的菜肴是维也纳炸猪
排、红烧牛肉、炖小牛肉和著名的皇帝蛋酪。为了让饭菜
保持温热和新鲜，侍从得用暖箱将饭菜从厨房一一带到这
里，然后在隔壁的房间用木炭或是汽炉加热后呈上餐桌。
皇帝坐在桌子的中间，他的对面坐着皇后，如果她碰巧在
家的话。伊丽莎白吃得很少，为了保持身材苗条，她常常
还不吃东西，所以家庭晚宴她常常缺席。平常的家庭晚餐
6点开始，由3到6样菜组成。

桌上的餐具是从皇宫的宫廷银器馆借来的，那里珍藏并展
出原宫廷的金银陶瓷餐具器皿，其中包括伊丽莎白用过的
餐具和女皇玛丽亚·特蕾莎的实金餐具。

小孩厅
房间12

这个厅的画像全部是玛丽亚·特蕾莎的女儿们的肖像。她
生了11个女儿，大部分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因为政治的原
因远嫁他国。
在您的左手，门边上的肖像是玛利亚·克丽思汀娜，她是
玛利亚·特蕾莎最心疼的女儿，也是唯一获得母亲允许，
自己选择爱人结婚的女儿，她的丈夫是萨克森－泰森公
爵，维也纳阿尔贝蒂纳博物馆的创建人。

通过开着的门，您能看到一个盥洗间，这是1917年为哈布
斯堡的最后一个皇后琦妲装修的。门框右边的肖像是玛丽
亚·特蕾莎的小女儿玛丽·安东内特。离开这个房间前，
不要忘记早餐厅。
早餐厅的墙上装饰是由玛丽亚·特蕾莎的母亲，皇后伊丽
莎白·克莉斯汀亲手完成的。

黄色沙龙
房间14

从这个厅开始，我们开始参观美泉宫朝向花园一边的房
间。这个房间的色粉画是利奥达尔的作品，画的是平民的
孩子，画风非常写实，同宫廷肖像相比，在下一个厅您会
看到，那些玛丽亚·特蕾莎的孩子们的肖像是何等的不一
样。那里还有一幅玛丽亚·特蕾莎为匈牙利女王装束的肖
像，是宫廷画家马丁·凡·梅顿的作品。

明镜厅
房间16

玛丽亚·特蕾莎用这个厅来举行家庭宴会或小型的音乐
会。
1762年，年仅6岁的神童音乐家莫扎特就是在这里为女皇
演奏了他的第一场音乐会。第一曲奏完，骄傲的莫扎特父
亲这样写道，“小沃尔夫冈一下跳到陛下的怀里，搂住她
的脖子，重重地亲了一口。”

罗沙厅
房间17、18、19

这个厅和下面的三个厅是根据著名风景画家约瑟夫·罗沙
命名的。左边第一幅是瑞士阿尔皋地区的一个城堡废墟，
那里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发源地。
玛丽亚·特蕾莎的肖像是画家马丁·凡·梅顿的作品。玛
丽亚·特蕾莎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的女人，她的父亲去世
后，为了保持主权独立和家族的领土完整，她不得不同半
个欧洲打仗。在她的统治期间，她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
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皇帝丈夫的兴趣完全不
在政治上面，而是对自然科学和金融充满兴趣，统治国家
的事务他都让他的太太处理。

大、小节庆大厅
房间21、22

大节庆大厅是整个宫殿的中心，是举行皇家舞会、国事觐
见和大型宴会的地方。
厅长40米，宽近10米，是宫廷大型活动的理想场所。水晶
玻璃的镜子，描金的天顶浮雕和雕像使大厅成为典型的罗
可可装饰风格的完整艺术品。
天顶画是意大利画家格里哥里奥·古格埃弥的大作，表现
的是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时期帝国的繁荣景象。
中间的那幅画上，女皇和她的丈夫在画面的中央，四周的
人物造型象征统治者高尚的品格，外围的人物造型代表哈
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极其丰富的资源。巨大的镀金木雕
枝性吊灯可以同时点燃70只蜡烛。1901年美泉宫通电后，
电灯代替了蜡烛。
奥匈帝国结束后，这里成为音乐会的场所和国际首脑会晤
的地方。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前苏联国家领导人赫
鲁晓夫就是在这里举行了他们历史性的会面。

小节庆厅与大节庆大厅相连，主要用于家庭庆典，如生
日、命名日晚会、宴会等。通过窗户，您可以看到下面的
宫廷花园以及远处高坡上巴洛克风格的观景亭，它建造于
玛丽亚·特蕾莎执政时期。
在最近的一次修缮中，小节庆厅重新获得19世纪是那种乳
白色光亮的墙面。

圆形、椭圆形中国厅
房间23、24

小节日大厅的两侧各有一个中国厅。右边是圆形中国厅，
左边是椭圆形中国厅。
十八世纪的欧洲各国宫廷热衷于中国和日本的艺术，玛丽
亚·特蕾莎不惜重金从远东进口亚洲艺术品，用于宫廷装
潢，这两个厅可以说是这一时代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作。描
金的白色护壁镶板中镶嵌大小不同的中国漆画板，镀金边
框的支柱上托放着中国的青花瓷瓶。此外，这两个厅的拼
花地板也是杰出的艺术品，材料都选用了名贵木料，如紫
檀、桃木等。
这两个小厅曾是女皇举行秘密会议和打牌娱乐的地方。就
是在小圆厅，她同她的国务外交大臣考尼茨常常举行秘
密商谈。

马戏厅
房间25

大厅得名于正墙左边的那幅油画。画面表现的是宫廷贵妇
人和淑女的马戏游戏场面。1743年，在宫廷冬季跑马场，
玛丽亚·特蕾莎为庆祝从法国和巴伐利亚手里重新夺回布
拉格举行的马戏游戏。冬季跑马场在今天是著名西班牙骑
术学校的白马表演马术的地方。画面的中央是玛丽亚·特
蕾莎同她的宫廷女官们，她自己骑着一匹白马。左边的画
像是玛丽亚·特蕾莎的父亲，皇帝卡尔六世，他身着华丽
雍容的西班牙宫廷服装。

Chinesisch



礼仪大厅
房间26

礼仪大厅在玛丽亚·特蕾莎时代主要用于小型庆典仪式，
如婚礼和洗礼仪式。这个大厅的系列巨幅油画纪录的是玛
丽亚·特蕾莎的大儿子约瑟夫同帕尔马公主伊莎贝拉的婚
礼大典。
最大的油画展现了新娘的98辆礼车进入维也纳的壮观场
面，每辆车上都有不同贵族的族徽，它们代表了当时欧洲
最大的贵族。

帝国游在这里结束。
您现在来到这次参观的最后一个房间。谢谢您的光临，希望给
您留下美好的回忆。欢迎您到玛丽亚大街的皇家家具博物馆、
以及市内皇室正宫、茜茜博物馆、皇家银器馆参观，我们将十
分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您，并为您服务。关于这些博物馆的详细
情况请您同我们的询问台联系。

再见！

进入豪华游之前，请您在这里出示您的参观票。
右墙的两幅油画分别是皇宫大厅里面的婚礼大宴，它的对面是
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婚礼仪式和晚宴后在皇宫大厅里面的音乐
会。这几幅油画的特点是它们详细并精确地记录和刻划了仪式
中的建筑、人物、他们的服饰以及餐宴桌上的琳琅满目的金银
器皿。

在离开这个大厅之前，您还可以欣赏领略另外一个精细的场面
记录。出口处那幅油画的一角被玻璃盖住的地方有一个小孩，
是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其实并没有参加这次婚礼大典，因为
1760年，他还在萨尔茨堡，是个年仅4岁的孩子，但这些油画
画了好几年，这期间，他已经欧洲闻名，玛丽亚·特蕾莎因此
特地命宫廷画师将他画了进去。

蓝色中国沙龙
房间28

蓝色中国沙龙虽然是19世纪的装潢，但用的是18世纪从中
国进口的高级墙纸。
这个厅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1918年11月11日，在这个
厅，奥地利的最后一个皇帝卡尔一世、弗朗茨·约瑟夫
的一个侄孙，签署了退出政府、放弃行政权利的声明书。
第二天，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哈布斯堡六百余年的统
治历史也告结束。但由于卡尔一世并没有宣告正式退位，
因此必须带领家人离开奥地利，流亡异国。1922年，35岁
的卡尔病死在葡萄牙的马代拉岛。他的妻子琦妲1989年去
世，被作为奥地利的最后一个皇后埋葬在维也纳一区的皇
家陵墓。

漆画厅
房间29

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在1765年突然去世，为了安慰哀
思，追忆心爱的丈夫，她特命将这个厅改装。从北京进口
的漆画板被镶嵌在桃木墙面中间并装饰以镀金的花边。丈
夫死后，玛丽亚·特蕾莎就再也没有脱下寡妇装。在她去
世以后，人们在她的祈祷书里面找到这样一张纸条，上面
记录了她同丈夫在一起度过的每一个幸福的时刻。

这个大厅的其他两幅油画也是玛丽亚·特蕾莎的命画作
品，中间是他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去世四年后由意大
利画家庞佩奥·巴托利画于1769年；同年在罗马，这位画
家还画了约瑟夫二世和他的弟弟利奥波德的画像。画面上
面对观众的是约瑟夫，那时他已经登基做了皇帝。画中桌
上的书是孟德斯鸠的《法律的精神》，启蒙运动时期最重
要的文献之一，是年轻皇帝热衷并熟读 的一本书。

拿破仑厅
房间30

拿破仑厅让人想到法国皇帝拿破仑，他于1805年和1809年
两度占领维也纳，在维也纳停留期间，就住在这曾是玛
丽亚·特蕾莎女皇的卧室。1810年，玛丽亚·特蕾莎的孙
子、当时的皇帝弗朗茨二世战败后将女儿玛丽·路易丝
嫁给了拿破仑，企图与法国缔结和平。拿破仑垮台后，玛
丽·路易丝带着她同拿破仑所生的儿子回到维也纳。在维
也纳会议期间（1814－1815），她得到帕尔马公国，但条
件是她同拿破仑的儿子必须留在维也纳，这个被称为“小
弗朗茨王子”的小孩应该在他的祖父的照顾下成长，而不
应该再成为一个政治因素。
按照传统惯例，哈布斯堡家族的男性成员都必须学会一门
手艺，小弗朗茨学了园艺，正如前面这幅油画所展示的那
样，一个小园丁。小桌上的云雀是他最心爱的鸟儿。1832
年，王子21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中间的雕像是他刚去世
时的形象。
紧接着是陶瓷厅（房间31），这个厅又把我们带回到玛丽
亚·特蕾莎的时代，这里是娱乐的场所。青花图案的墙面
绘画，木雕的框架绘成青花的样式，都是为了模仿中国陶
瓷，整个房间一共有213幅仿青花素描，是皇帝弗朗茨·
斯蒂芬和几个皇室小孩的作品，有签名为证。墙上的肖像
中有一个是玛丽·克丽思汀，女皇最聪明、最钟爱的一个
女儿，也是唯一被允许跟自己的爱人结婚的女儿，她的丈
夫是萨克森－泰森公爵阿尔伯特。

百万厅
房间32

您现在来到了这个宫殿中最价值连城的房间。它得名于珍
贵的护壁镶板，材料是非常稀有的玫瑰木，其间镶嵌的是
印度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宫廷细密画，反映了16、17世纪这
个波斯王朝的宫廷生活。皇室成员为了装饰百万厅，细密
画被切成了不同的形状，然后以拼贴的形式与墙面装饰结
合成新的画面。房间的两边墙上是名贵的水晶玻璃镜，两
厢对照，叠影无限，仿佛两侧还有无尽的房间。

壁毯厅
房间33

这个厅得名于墙上巨大的比利时壁毯和座椅上的织锦绷
面，18世纪的艺术杰作，画面展现的是集市和码头的景
观，座椅织锦则是对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写照以及十二星座
的描绘。
下面的一个小厅是大公爵夫人索菲的写字间（房间34）
。19世纪，这几个房间属于弗朗茨·约瑟夫的父母，大公
爵弗朗茨·卡尔和大公爵夫人索菲，这个小厅是他们的套
间的一部分。索菲是个要强并且强有心计的女人，她不仅
成功地培养了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帝，还是他政治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顾问，被称为“维也纳宫廷唯一的男人”。

红色沙龙
房间35

这个厅有一系列哈布斯堡帝王的肖像。左边是利奥波德二
世，女皇玛丽亚·特蕾莎的第二个儿子，约瑟夫二世去世
后继位。他的旁边是他的儿子弗朗茨，神圣罗马帝国的最
后一个皇帝，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在拿破仑战争的困
境中，不得已宣布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同时宣告奥地
利帝国的成立，成为奥地利的皇帝弗朗茨一世。他将自己
的大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了拿破仑，二女儿利奥波丁娜
嫁给了巴西皇帝，前面画架上的肖像便是；紧接着的两幅
肖像是皇帝费迪南和他的皇后安娜。老百姓称他为“好人
费迪南” ，他有癫痫病，不能独立执政，大权操握在素
有“欧洲马车”美称的梅特涅的手中，这个人有出色外交
才能，曾一度领导欧洲政治。

帝国厅
房间37

“帝国厅”是因了维也纳宫廷唯一留存的帝国彩床而得
名，是玛丽亚·特蕾莎订婚时定做的，原来一直放在维
也纳皇宫她的个人房间里面。红色的天鹅绒墙饰、盘锦
绣金的图案和丝织窗帘上的建筑图案与大彩床形成美妙
的呼应。

弗朗茨·卡尔的写字间
房间38

 19世纪，这个厅和相连的沙龙是弗朗茨·约瑟夫的父亲
的住房。
墙上的油画将我们再次带回到玛丽亚·特蕾莎的时代。宫
廷画家马丁·凡·梅顿绘制的最著名的家庭画像，皇帝弗
朗茨·斯蒂芬和玛丽亚·特蕾莎在他们的孩子们中间。
这对帝王夫妻一共生了16个孩子（11个女孩，5个男孩）
，其中只有11个长大成人。画面上的孩子缺少两个还未出
生的和三个已经夭折的。一个帝王家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是尽量多的生育后代，以保证朝代的延续。
家庭画像对面有一系列女人的肖像，她们在玛丽亚·特蕾
莎生活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镜子的右边是她的母亲伊
丽莎白·克丽思汀，左边是她幼年时的教师和晚年的心腹
弗克斯伯爵夫人，她对这个女人非常信赖，以至于最后将
她葬在皇家陵墓。

狩猎厅
房间40

 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统治者都酷爱狩猎。墙上肖像穿猎
装的两位是玛丽亚·特蕾莎的父母，皇帝卡尔六世和皇
后伊丽莎白·克丽思汀。他们的中间是少年弗朗茨·斯蒂
芬，玛丽亚·特蕾莎后来的丈夫。
弗朗茨·约瑟夫也喜欢打猎。很小的时候，他已经在美泉
宫的花园里面射打麻雀和鸽子。在一幅油画中有这样的背
景，展现了约翰·伯恩哈特·费歇尔·冯·埃尔拉赫设计
的最初的美泉宫猎宫造型。

我们感谢您的参观，如果您将继续参观玛丽亚大街的皇家
家具博物馆，欣赏那里的古典风格家具和众多的彼得迈耶
尔风格的家具，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再次为您服务！同时，
我们还向您推荐维也纳皇宫内的皇室正宫、茜茜博物馆和
皇家银器馆。我们的询问台乐意回答您的任何疑问。

美泉宫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2008  年

1. 卫兵厅

1A      鱼骨地板厅

1B      侍从副官厅

2. 台球厅

3. 桃木厅

4. 弗郎茨·约瑟夫的办公室

5. 弗郎茨·约瑟夫的卧室和去世的房间

6. 西露台阁

7. 旋梯阁

8. 梳妆室

9. 白共同的卧室

10. 皇后沙龙

11. 玛丽·安东内特厅

12. 小孩厅

13. 早餐阁

14. 黄色沙龙

15. 阳台厅

16. 明镜大厅

17. 大罗萨厅

18. 第一小罗萨厅

19. 第二小罗萨厅

20. 照明厅

21. 大节庆厅

22. 小节庆厅

23. 圆形中国阁

24. 椭圆形中国阁

25. 马戏厅

26. 礼仪大厅

27. 骏马厅

28. 蓝色中国沙龙

29. 漆画厅

30. 拿破仑厅

31. 瓷器厅

32. 百万厅

33. 壁毯厅

34. 大公爵夫人索菲的写字间

35. 红色沙龙

36. 露台阁

37. 帝国厅

38. 弗郎茨·卡尔的写字间

39. 弗郎茨·卡尔的沙龙

40. 狩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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