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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十天歷史考察團
匈牙利 奧地利 十二天歷史考察團
(14-23 May, 2010)
Organized by： Civilization Studies Society 文明研習社
Printing sponsored by: Youth Overseas Exchange Centre 上青少年海外交流中心
Map

（http://maps.google.com/）

航班資料備忘録
團隊名稱 : 匈牙利 歷史考察團
團 號 : E UR10 -0514 ( 十天)
出發日期 : 05 月14 日
跟隨團體
航班編號
集合時間
回程日期
航班編號
解散地點
團

乘搭 瑞士 航空
: L X 139, L X 1574 23:15 / 06:10 , 07:10 / 08:30 (蘇黎世轉機)
: 05 月14 日 20 : 45 集合地點 : 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瑞士 航空行李過磅處
: 05 月22 日
: L X 1583 , L X 138 19:25 / 20:40 , 22:45 / 16:35 ( 蘇黎世轉機) (05 月23 日抵港)
: 香港國際機場

號 : EU R12-0 514 ( 十二天)

跟隨團體
航班編號
集合時間
回程日期
航班編號
日抵港)
解散地點

乘搭 荷蘭 航空
: K L 890, K L 1839 23:05 / 05:15 , 07:10 / 09:00 (阿姆斯特丹轉機)
: 05 月14 日 20 : 15 集合地點 : 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荷蘭 航空行李過磅處
: 05 月24 日
: K L 1846, K L 889 17: 50 / 19 :50, 21 :20 / 14:30 ( 阿姆斯特丹轉機) (05 月25
: 香港國際機場

不跟隨團體乘搭航機之團員
集合時間 : 05 月15 日 09 :00
解散時間 : 05 月22 日 17 :00

集合地點 : 維也納機場 Ar rival Ha ll 接機等侯處
解散地點 : 維也納機場

請旅客依上述時間往指定地 點集合, 並掛好團章及向 送團職員報到。

第一天 : May 14 ( 周五) Fr iday
香港 → 維也納
十天考察團
集合時間 : 20 : 45
集合地點 : 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瑞士航空行李 過磅 處 T1 D ）
航班編號 : L X 139 - 23 :15
十二天考察團
集合時間 : 20 : 15
集合地點 : 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荷蘭航空行李 過磅 處 T1 D ）
航班編號 : K L 890 - 23 :05
膳食 : 晚餐: 航機上
住宿 : 航機上
第二天 : May 15( 周六) Sa turday
維也納 Vienna（十天 考察 團 L X 1574 蘇黎 世→）（十二天 考察 團 K L 1839 阿姆斯 特丹
→）
→ 索普朗 Sopron
→ 帕農哈爾馬 Pannonhalma 【修道院 Archabbey 】
→ 傑爾 Győr
早餐: 航機上
集合時間 : 09 :00
集合地點 : 維也納機場 Ar rival Ha ll 接機等候處
索普朗 Sopron 11:00
中央廣場(Fő tér) 的基礎是12世紀羅馬時期所建，2公尺厚牆的城門及拱門樓台的街道側建於16
世紀，廣場四周的建築有巴洛克、洛可可和哥德等風格，是全市精華及主要參觀點所在。
忠誠門(Fidelity Gate/ ElöKapu) 位於中央廣場東北方、是索普朗的象徵，紀念1921年當地市民拒
絕奧地利統治、自願把索普朗併入匈牙利而立。
聖邁 克 教 堂(S t. M ichael ’s Chu rch): 始建於十四世紀，位於聖邁克路旁的丘陵上，是索 普
朗海拔的最高點。教堂墓園中有一座羅馬—哥德式風格的雅各布禮拜堂，是全市歷史最悠久的
宗教性建築物。
法 布 里 修 斯 之 家 (Fabric ius H ouse ): 位於中央廣場六號，是一座十六世紀哥德風格的豪華邸
第，其中部分為城市歷史博物館，收藏歷史資料及珍貴的文物。二、三樓保存有十七、十八世
紀時富貴人家的室內裝飾，臥房、廚房中的設備，以及精緻的家具；有一個具一千二百年歷史
的小巧、生鏽的高腳酒杯令人矚目。在哥德式地下室中有塞爾特、羅馬至匈牙利的考古學珍藏
和羅馬石雕。
李斯特(Liszt Ferenc) 博物館位於馬朱西(Májusi) 廣場1號，珍藏有李斯特使用過的鋼琴，他在歲
時曾在這裡舉行過一次演奏會。
考察主題：

http://www.oeai.at/limeshinterland/?nr=141&spr=en
琥珀之路

Scarbantia＝ Sopron
Savaria ＝ Szombathely

（http://img460.imageshack.us/i/ststephen1bd.png/）
忠誠之泉（Fountain of Fidelity）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have been famed for their patriotism, symbolized by the
“Fountain of Faith”. The three bronze figures represent the most outstanding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Sopron:
(1) in 1277 King László 4th bestowed the rank of a royal free borough on Sopron, in
recognition of its loyalty to the Hungarian Crown,
(2) in 192l Sopron – due to a referendum – could remain a part of Hungary,
(3) in 1989 (at Sopronpuszta on 19 August) a picnic at the “iron curtain” organised by
new democratic parties led to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border, which had a triggering
effect on the following events resulted in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http://www.iaga2009sopron.hu/about_sopron.html)

午餐自理
索普朗出發時間 : 14:00
帕農哈爾馬 16:00
帕農哈爾馬修道院( Pannonhal ma): 座落在高100公尺的聖馬丁丘陵上。本篤會修道院
(Benedictine Abbey) ，是國王史蒂芬一世的父親蓋澤於公元996年所建，為國內最古老的修道院
，匈牙利的基督教萌芽地。最早的建築如今只剩西面的半圓形拱頂附帶建築。城牆是1137年所
建，粗大的圓柱及哥德式拱形圓頂則建於13世紀前期，被土耳其破壞後，1700左右重建，部分
為巴洛克式，19世紀加建古典主義式的塔樓和圖書館，20世紀又增加了義大利式文法學校和學
生宿舍。因此這是一座集羅馬式、早期哥德式、後哥德式及文藝復興式的美麗建築，十足是一
個建築學博物館，1996年被列為世界遺產。
附設的博物館中有錢幣和古董展覽，珍藏藝術史蹟和歷史檔案，其中1055年第一次用匈牙利文
寫給提哈尼市本篤會修道院的特許證尤其珍貴。修道院大教堂有哥德式晚期迴廊和圓頂高聳的
古典式塔樓，教堂內歷史最久的部分是地下室，收藏有一張稱為史蒂芬一世寶座的修道院院長
座椅。
考察主題：

本篤會與匈牙利王室

（http://community.webshots.com/photo/fullsize/2715575650047582773hihvBI）
本篤會與建築

（http://www.flickr.com/photos/aniko_attila/301421276/）
匈牙利與十字軍

帕農哈爾馬集合時間 : 18:00
傑爾（Győr ）18:30

匈牙利西北部，自古已有人聚居，公元前5世紀凱爾特人首次大規模定居當地，他們稱該城為
「Arrabona」，一些羅馬商人在公元前一世紀到該城定居，羅馬帝國在公元10年左右佔領西匈
牙利的北部，直至公元4世紀撤出。此後，斯拉夫人、倫巴底人和阿瓦爾人分別於500年、547年
和568年起定居當地。880 年至894 年間是大摩拉維亞公國的一部分，約900年被匈牙利人佔
領，羅馬人廢棄的堡壘被加固。
1241－1242年間傑爾被蒙古人攻佔，1271年被捷克軍隊摧毀。莫哈奇戰役結束後，為斐迪南一
世佔領傑爾。奧斯曼帝國佔據今天的匈牙利期間（1541年至17 世紀末）， 認為已經不可能成
功抵禦土耳其軍隊的入侵，遂將傑爾城焚燒殆盡，土耳其人到達後只見一片廢墟。在1598年被
匈牙利和奧地利軍隊收服。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佔領期間，佔傑爾人口12.6%的猶太人於1944年被迫遷往猶太人區，一
個月後被運離該城，獲豁免得以留下的人在1945年被屠殺。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B0%E5%B0%94
塞切尼廣場(Szécheny tér) 是傑爾的中心地帶、最主要的廣場，寬廣而美麗；廣場南邊高大的聖
伊洛納斯(St Ignatius) 教堂，為耶穌會和後來本篤會教堂，始建於1641年，是市內最好的建築之
一。 教堂白色及灰泥粉刷正面，以及天頂畫是1744年維也納的藝術家特羅格(Paul Troger) 所製
。
考察主題：

(http://www.budapestinfo.hu/en/things_to_see/architectural_variety_es_thematical_sightseeing_tours_w
alk_in_the_castle/historical_background）

（http://www.budapestinfo.hu/en/calendar_of_events/___genghis_khan_and_his_heirs___）

Battle of Mohi 1241
（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Mohi）
蒙古人的攻佔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Mohács)

（http://open.salon.com/blog/procopius/2008/09/01/the_turks_are_at_the_gateshave_a_croissant）

（ http://www.hunsor.se/transsylvanien/transylvania.htm）
奧斯曼帝國的佔據
住宿 : 傑爾
晚餐於酒店內

（http://www.viamichelin.com）
Hotel Famulus, Győr
Add: H-9027 Győr, Budai út 4-6.
Tel: +36-96/547-770， Fax: +36-96/547-779
In the vicinity of the baroque centre and next to the Árkád Shopping Centre, embrace the historical
charm and modern shopping amenities.
第三天 : May 16( 周日) Sun day
傑爾 Győr
→ 帕農哈爾馬修道院 Pannonhalma Archabbey
→ 維斯普雷姆 Veszprém
→ 塞克什白堡 Székesfehérvár
酒店出發時間: 08 :00
帕農哈爾馬修道院：08:30
考察主題：

（ http ://hunga rystart shere .com/Co llection -of -the -Pa nnonhalma -A rchabbey-Pannonhal mi Foapatsag- Gyuj temenye ）
帕農哈爾馬修道院的禮儀與音樂

（ http ://ne ws.aw mi.net/ho me/20 10/2/9 /pannonhal ma -hungary.h t ml ）
（ http :// w ww .bences.hu/en /gi mnaziu m/e rtekrend ）
帕農哈爾馬修道院的教育傳統
午餐自理
帕農哈爾馬出發時間 : 14:00
維斯普雷姆市（Ve szpre m）：15 :00
維斯普雷姆(Veszprém) 市 位于歐洲最大的淡水湖巴拉頓湖以北， 本來是巴拉頓湖北岸的舊皇后
城(City of the Queens) ，阿爾帕德王朝的王后們皆在此加冕。1702年的庫魯茲(Kuruz) 戰爭中，
城市被夷為平地；18世紀時才得以重建，昔日的主教宮和皇后宮已不復存在。最有代表性的建
築群是位于市中心的具有典型巴洛克風格的城堡和高塔（Firewatch tower）。 世界末端
(World’s End) 即城堡的末端，這裡接近巴拉頓湖，在矮牆圍籬內，有史蒂芬國王夫婦的塑像
，遊客都會與他們合照一張留念。 世界末端(World’s End) 即城堡的末端，這裡接近巴拉頓湖
，在矮牆圍籬內，有史蒂芬國王夫婦的塑像，遊客都會與他們合照一張留念。
建於11世紀的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Michael/ székesegyház) ，現在除地下墓仍為原始的哥德式外
，其他部分已經數次改建。

考察主題：

Gizella Chapel
(http://elib.kkf.hu/hungary/magyar/geography/EN.htm)
維斯普雷姆的皇后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eszprem_Istvanesgizella.jpg）
維斯普雷姆與史蒂芬國王夫婦
維斯普雷姆市出發時間 : 18:00
塞克什白堡（Szekesfehervar ）：1 9:00
晚餐於酒店內
住宿 : 塞克什白堡

（http://www.viamichelin.com）
Hotel Novotel, Szekesfehervar
Add: Ady Endre 19-21 8000 Szekesfehervar HUNGARY
Tel (+36)22/534300 ， Fax (+36)22/534350
第四天 : May 17( 周一) Mo nday
→ 塞克什白堡 Székesfehérvár
→布達佩斯 Budapest
酒店出發時間: 08 :30
塞克什白堡 Székesfehérvár
塞克什白堡(Székesféhervár) 是匈牙利最古老、最富傳統的城鎮之一，早在馬扎兒人尚未到達之
前，就已有其他部族人在此居住，昔日羅馬人的聚落高爾辛(Gorsium) 就設在這裡的南邊，公元
1000年前一直都是羅馬潘諾尼亞平原的重心。馬札兒人在阿爾帕德的領導下撗渡多瑙河後大軍
就在此停駐，後來其子蓋澤王子在這裡建立古堡，在以後的100年中它都是防禦的要角。
公元1000年，阿爾帕德曾孫史蒂芬也選擇此地作為定居的地方，同時在1016年命人興建了一座
皇室使用的大教堂。自1038年至1539年，這裡曾經為匈牙利王國的首都，1222年安德魯國王二
世被迫在此簽訂「金璽詔書」，這是匈牙利第一部憲法性的文件。阿爾帕德王朝500年內的國王
加冕儀式都在這裡舉行，同時死後也葬在這裡。
11世紀十字軍東征時，由西歐往亞得里亞海就是經過這裡，因此經濟得而發展。
聖史蒂芬教堂 (S t S tephen’s Cathedra l) : 位於Geza Nagyfejedelem廣場，1470年為供奉聖伯多
祿及保祿而建，在原來一所教堂的基礎上，現在所見面貌則為十八世紀的巴洛克風格漂亮教堂
，內有1768年名藝術師西包（Johannes Cymbal）所繪天頂畫，北牆角釘有耶穌的木十字架， 為
紀念是在1956年起義犧牲者特別製作。教堂前方通道仍可看到十世紀原始舊教堂的基石。
遺蹟公園 ( Gaden o f Ru ins) : 佔地三千多平方公尺，位於科洛納佐廣場附近，還可以看到一些
殘存的柱子，以及十一世紀古皇宮和皇家加冕教堂出土的遺蹟。有38位匈牙利國王在此加冕過
，並有18位國王葬在這裡的地下陵墓中。遺址中曾發堀出國王史蒂芬一世的墳墓和石棺 (一說
是他兒子埃邁里奇的石棺）、國王貝拉三世及其皇后的遺體，他們頭戴王冠，手持金杯。
英雄廣場( Hero ’s Squa re) ：不僅是紀念匈牙利建國1千年的歷史紀念地，也是廣受喜愛的市
民公園入口。英雄廣場建於1896年，廣場中央36公尺高的紀念柱上有天使銅塑，塔下是匈牙利
馬札兒民族領袖和6位族長的騎馬像，廣場周圍的14名雕塑則是歷代匈牙利國王和重要政治人
物。
考察主題：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Atlas_of_Vojvodina?iframe=true&width=100%&height=100%）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Atlas_of_Vojvodina?iframe=true&width=100%&height=100%）

（ http://www.budacast.hu/news/budapest,_roman_ruins）
羅馬人的潘諾尼亞（Pannonia）
Budapest = Aquincum

（ http://www.eliznik.org.uk/EastEurope/History/migration-map/hungarian-migration.htm）
馬扎兒人的匈牙利王國

（ http://www.donau-rad-tour.de/danube.htm）
多瑙河的界線

（ http :// w ww .hunso r. se/t ranssylvan ien/t ransyl vania. htm ）
塞克什白堡簽訂的「金璽詔書」
午餐自理
塞克什白堡出發時間 : 13:00
布達佩斯 (Budapest): 14:00
布達佩斯
羅馬帝國89年建立的的阿奎庫城堡（ Aquincum ） 位於今天的老布達。當時當地的居民主要是
凱爾特人。 位於潘諾尼亞的自然邊界多瑙河上。107年哈德良建造總督宮殿。今天的佩斯城是
Contra Aquincum（或Trans Aquincum）的所在地。
羅馬帝國沒落後從東部來的游牧民族進入。農村和部分羅馬城市被這些好戰的部落摧毀。896年
馬扎爾人在此定居，形勢才開始緩和下來。他們在整個潘諾尼亞定居 ，從事農業和畜牧業。
1241年蒙古人幾乎完全摧毀了佩斯 ，1361年佩斯成為匈牙利首都。從1446年開始奧斯曼帝國不
斷向匈牙利進攻，匈牙利大多數地區被毀。1526年佩斯被奧斯曼帝國佔領，15年後受到城堡保
護的布達也失陷。

哈布斯堡王朝從1526年獲得了匈牙利國王的位置，且戰勝了奧斯曼帝國恢復了匈牙利。但是統
治布達與佩斯的依然是外族人，而且居民依然必須負很高的稅。1723年佩斯成為王國政府的駐
地。1780年哈布斯堡王朝設定德語為官方語言，試圖以此來控制當地不斷爆發的暴動。同時他
們從德國向匈牙利移民。佩斯城內大多數居民是德國人。
布達與佩斯發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兩座城市之間在夏季有一座鐵鏈橋相聯。1839年至1849
建成了第一座正式的橋樑。是布達佩斯市內跨越多瑙河的九座橋中最著名的一座。
在1848年革命，匈牙利人試圖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奧地利在俄羅斯的幫助下血腥鎮壓了這次暴
動，這事件間接地導致了奧匈帝國的成立。匈牙利基本上獲得自主。象徵性地奧匈帝國皇帝弗
朗茨·約瑟夫一世在布達佩斯待了數周。1849年革命政府將佩斯和老布達合併為一個城市。但是
哈布斯堡王朝恢復了它的統治後又將這個合併取消了。直到1872年兩城才正式合併。
第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戰敗，1918年奧匈帝國分裂，匈牙利獨立，但是同時按照特里亞農條
約匈牙利本身也幾乎喪失了3/4的地方。
1919年在布達佩斯建立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戰爭部長霍爾西則在塞格組織了一個保守反政
府。最後反政府獲勝，1919年11月16日霍爾西率先帶領軍隊進入布達佩斯。由於當時匈牙利依
然是一個王國，但是沒有國王，因此霍爾西自任為執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直到1944年匈牙利企圖脫離與德國的聯盟，使納粹德國發動佔領布達佩
斯。雖然如此，當地仍有50萬猶太居民，大約有三分之一死於納粹的大屠殺。 1944年布達佩斯
也遭到盟軍轟炸的破壞。在退入布達時德國和匈牙利軍隊炸毀了多瑙河上所有的橋。在整個圍
城過程中38000市民喪生。
1946年匈牙利成為共和國；1949年在前蘇聯的策動下共和國政府被推翻，改稱為人民共和國。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被血腥鎮壓後在匈牙利全國發生了清洗。1989年布達佩斯宣布匈牙利成
為共和國，這是社會主義陣營分裂的開始。2004年匈牙利加入歐洲聯盟 。
布達佩斯有「東歐巴黎」和「多瑙河明珠」的美譽。布達佩斯最重要的名勝都位於多瑙河畔。
在西岸布達一邊岩石陡峭的山上樹立著自由碑和城堡。山下有蓋勒特浴場（Gellért fürdő），其
下游是布達佩斯技術和經濟大學的主樓。城堡的北面的山上有布達皇宮。今天皇宮裡是國家圖
書館、匈牙利國家畫廊和市博物館。皇宮邊的桑多爾宮是匈牙利總統的駐地。
馬加什教堂(M át yá s Temp lo m) : 原本是布達聖母教會，後因匈牙利國王馬加什在此舉行婚禮
而改名，也是匈牙利國王加冕之處。 13世纪迄今多次修整，经历改朝换代的时代变迁，使马加
什教堂从最早的天主教堂，在土耳其占领时改为回教寺院，之后又加入了巴洛克和新哥德风
味，因而成就现在深具特色的教堂，教堂内不定时会举行音乐会或教会活动。 13世紀迄今多次
修整，經歷改朝換代的時代變遷，使馬加什教堂從最早的天主教堂，在土耳其占領時改為回教
寺院，之後又加入了巴洛克和新哥德風味，因而成就現在深具特色的教堂，教堂內不定時會舉
行音樂會或教會活動。整個皇宮區以及多瑙河畔的景色從1987年開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世界遺產。這個區的地下有一個錯綜複雜的迷宮似的地道結構。在多瑙河東岸，也就是平緩的
佩斯一邊，矗立著匈牙利國會大廈、匈牙利科學院、多座大酒店、佩斯舞廳，繼續向南國家歌
劇院和藝術宮。
國會大廈 (Parliament/ Ors-zágház)
在多瑙河畔，有「多瑙河皇冠」之稱，由施泰德 (Imre Steindl) 設計、建於1884至1902年間，是
一座新哥德、新羅馬、新巴洛克混合式的建築，它的內外建築設計是一部匈牙利的歷史百科全
書，它那壯觀的外表讓人聯想到奧匈帝國的霸氣。這是僅次於英國倫敦國會大廈的歐洲第二座

國會大廈建築物，全部用大理石沿著多瑙河而建，寬268公尺，長116公尺，頂高96公尺，恰好
與聖史蒂芬教堂的高度一致，佔地1.8萬平方公尺，共有18個庭院、27個用41公斤黃金裝飾的大
門，29個樓梯、10個內廳和691間華麗的房間。
大廈的周圍有兩個哥德式的大尖塔，22個哥德式的小尖塔，整個綜合建築物共有88尊匈牙利國
王、名將和戰士的雕像，以及242個民族寓言故事中人物的塑像和各地區的徽記，極盡繁複華麗
之能事。大門前的樓梯兩邊是一對青銅獅子像，橄欖綠的圓頂建築，雕琢精緻，下緣環飾白玉
石，出眾不凡，與斜對岸的王宮分庭抗禮。
內部裝飾採用本國的自然界景色，包括田野、森林及平原的植物。裝飾的許多繪畫，內容除聖
像畫和重要的歷史事件外，還有打獵和捕魚等畫面。現在尚保藏有聖母壁畫、聖畫像及葛布蘭
織物等珍品；在議長大廳裡展示有出於匈牙利各名畫家之手的大幅山水、人物畫卷。四層樓高
的中央大廳有24根用金箔包裹的柱子，金碧輝煌；大廳四壁鑲嵌著匈牙利歷代君王的塑像。
匈牙利的國寶聖史蒂芬皇冠就是藏在這裡。這頂設計得美侖美奐、上有歪十字架、製成於公元
1000年左右的皇冠，是國家象徵。
鏈子橋
在布達佩斯有九座橋樑跨越多瑙河，其中最老的是鏈子橋，它同時也是布達佩斯的標誌之一。
從鏈子橋出發沿內環可以在佩斯一邊經過猶太會堂、國家博物館、市場大廳一直到自由橋。猶
太會堂標誌著歷史上布達佩斯猶太區的入口，位於內環和外環之間。內環基本上沿原佩斯的城
牆而築，這座城牆最後的一座城門於18世紀被拆毀，有些地方還有城牆遺迹。內環與多瑙河之
間是布達佩斯真正的內城。內城北部是布達佩斯最大的教堂建築：聖史蒂芬殿（Szent Istvánbazilika）。
猶太博物館﹙Jewish Museum/ Jüdisches Múzeum﹚
位於Dohány u.2號的猶太聚會所內，展出猶太人的歷史文物，尤其是夏加爾﹙Marc Chagall﹚的
畫作完整而有系統，包括他未去巴黎前的許多早期作品，宗教畫及猶太教徒生活史畫等，內容
十分豐富。
從2002年開始，安德拉什大街列為世界遺產。大街下是布達佩斯地鐵的第一條線路，它是繼倫
敦後歐洲的第二條地鐵。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8%83%E8%BE%BE%E4%BD%A9%E6%96%AF)

考察主題：

史蒂芬王冠與神聖王冠的含意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ngarian_art#Church_architecture_and_sculpture）
教堂建築形式的變遷與政權的關係
晚餐 18:00
酒店 20:00
酒店 : 布達佩斯

（http://www.viamichelin.com）
Danubius Health Spa Resort Helia, Budapest
Address: Kárpát utca 62-64., 1133 Budapest, Hungary,
Phone: +36-1-889-5800 ， Fax: +36-1-889-5801
第五天 : May 18( 周二) Tuesday
布達佩斯 Budapest
→ 埃斯泰爾戈姆 Esztergom
→ 布達佩斯 Budapest
酒店出發時間: 09 :00
埃斯泰戈姆(E szte rgo m): 10:00
曾是匈牙利最古老的城市及大主教區。根據史料的記載，城市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9世紀，
羅馬時期即以斯特利果尼(Strigonium) 而聞名，這裡也是匈牙利的發源地，創始者蓋澤在此定居
，其子瓦伊克(Vajk) 、公元975年第一位匈牙利國王史蒂芬一世出生於此，於1000年在此加冕為
王。他受到一位由布拉格教區來的波希米亞主教影響，率先信奉基督教，在他們積極的經營下
，把這裡建設為阿爾帕德(Arpád) 王朝最早的基地，建了皇宮、大教堂，也就是現在城堡山(Vár-

hegy) 上的聖阿達爾貝特(St. Adalbert) 教堂。1241年蒙古人沿多瑙河入侵，貝洛(Béla) 四世國王
於1361年把國都搬到建設一新的布達佩斯。
考察主題：

（http://elib.kkf.hu/hungary/magyar/geography/EN.htm）
匈牙利的發源地

（http://www.crossroadsinitiative.com/library_author/66/St._Stephen_of_Hungary.html）
匈牙利的政治與宗教
午餐自理
埃斯泰戈姆出發時間 : 14:00
布達佩斯 15:00
考察主題：

（http://fluxgarden.fl.funpic.de/Ungarn07/page_09.htm）
多瑙河與布達‧佩斯

（http://old.vri.cz/docs/vetmed/46-4-101.pdf）
從游牧轉到畜牧和農業對民族的影響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berty_Bridge_(Budapest))
城市發展中的橋與路
晚餐 18:00
酒店 20:00
酒店 : 布達佩斯 Danubius Health Spa Resort Helia, Budapest
Address: Kárpát utca 62-64., 1133 Budapest, Hungary,
Phone: +36-1-889-5800， Fax: +36-1-889-5801
第六天 : May 19( 周三) Wednesday
布達佩斯 Budapest
→ 塞格德 Szeged
酒店出發時間: 09 :00
考察主題：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vjw/Budapest.html#History%20of%20Buda）

（http://www.budapest.com/city_guide/culture/jewish_budapest.en.html）
猶太人與匈牙利

(http://www.budapestinfo.hu/en/calendar_of_events/budapest_opera_ball)
布達佩斯的藝術與音樂
午餐自理
布達佩斯出發時間 : 14:00
塞格德(Szeged): 16:00
位於南部蒂薩河兩岸， 被譽為"蒂薩之花"。這裏日照時間年平均長達2000小時，又有"太陽城"
之稱。早在石器時使和青銅器時代，瀕河地區就有人居住，之後伊利里牙人、塞爾特人和阿瓦
爾人，也都先後在這裡居住過。公元5世紀的時候，匈奴帝國創建者阿提拉(Attila) 曾在市區附
近的納吉塞克索斯興建宮殿，並由這裡出征高盧。據傳說阿提拉死後，他的遺體裝殮在包有金
、銀、銅的三層棺木中沉入蒂薩河中。到了9世紀當馬札兒人前來定居時，這裡已經是個販鹽的
貿易站。
古城中心的賽切尼廣場，面積達5萬平方米，四周遍植花木，其中包括罕見的名貴樹種，是匈牙
利最美麗的廣場之一。廣場上有19世紀初匈牙利改革時期的政治家賽切尼·伊斯特萬的塑像。市
政廳建於1799年，原為巴羅克式，大水後重建為新巴羅克式。在沃泰韋教堂前的多姆廣場上保

留有一座八角形塔，是塞格德最古老的建築，建於1213世紀。蒂薩河中有著名的女巫島，因古
代宗教迫害時，曾在島上將所謂女巫燒死。
塞格德盛產匈牙利有名的紅辣椒，火車站後面的工業園區，特別設有一家極具規模的塞格德辣
椒研究公司，從1951年起專門從事辣椒的生產和研究改良，因此有「辣椒之都」美譽。現在這
家公司有3000名職工，使用世界上獨一無二、專門研究辣椒的儀器設備，生產項目包括粉狀速
食湯和罐頭辣椒菜等。對辣椒的氣味、色澤、化學成份和分子結構等，都經過詳細分析。公司
的主人艾伯特．森特．喬爾基(Albert Szent-Györgyi) 是塞格德市出色的名人，他發現辣椒中含豐
富維生素C，並在1937年獲得諾貝爾獎。在它附近的米哈爾捷列克有一所紅辣椒博物館，介紹
了紅辣椒由美洲傳人歐亞的歷史，和世界各地種植的紅、綠、黃辣椒和甜椒。
(http://tw.18dao.net/%E5%87%BA%E5%9C%8B%E6%8C%87%E5%8D%97/%E5%8C%88%E7%89%
99%E5%88%A9%E6%97%85%E9%81%8A%E5%9F%8E%E5%B8%82%EF%BC%9A%E5%A1%9E
%E6%A0%BC%E5%BE%B7)
大教堂廣場 ( Szeged Do m Ter ) ：四周牆上的聖者浮雕是Bela Ohmann 的作品，而鍛鐵裝飾則
出自Pal Viragh之手。沿著廣場周圍的拱廊雕刻而成的一連串人像和浮雕，就是國家萬神殿所在
，匈牙利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都在其間。
考察主題：

(http :// w ww .szegedpor tal.hu/ index.php?lang =en)
太陽城的蒂薩（river

Tisza）之花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aprika.fruits.three.j.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prika）
Paprika
辣椒之都

（http://picasaweb.google.com/lh/photo/FYQ2SeXRyPxrSpBUpkQBmA)

National Pantheon in Dom ter in Szeged
國家萬神殿的政教意義

university o f Szeged
（ht tp:/ /w w w.bib l.u -szeged.hu/ ha/N G/ng32 .ht ml ）
19：00
；00
晚餐於酒店內
住宿 : 塞格德

（http://www.viamichelin.com）
Novotel Hotel, Szeged
Add: Maros utca 1 6721 SZEGED HUNGARY
Tel (+36)62/562200， Fax (+36)62/562221
第七天 : May 20( 周四) Thur sday
塞格德 Szeged
→ 佩奇 Pecs
酒店出發時間: 07 :30
午餐自理
佩奇﹙Pécs﹚：12:30
佩奇﹙Pécs﹚市是匈牙利西南部歷史文化名城，位於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間，擁有全國最好的
土耳其遺跡。佩奇還以音樂、歌劇和芭蕾而聞名。
最早是塞爾特人的聚落，公元2世紀建城，當時的名字是紹比納﹙Sophianae﹚，是哈德良皇帝﹙
Emperor Hadrian﹚時期的發源地之一及羅馬帝國重要的城鎮，後因蠻族入侵而遭破壞。4世紀時

天主教已經在這裡推展，公元879年匈牙利人移居這裡之前，此地已經有法蘭克人定居，歸屬摩
拉維亞公國後城市再度崛起，先後建起5座教堂與華麗的地下墓園，是基督教最早的墓園，連城
名也改稱為「五座教堂」(Quinque Ecclesiae)。這裡是拜占庭貿易線的主要休息地之一。
1367年，在這裏創建了匈牙利的第一所大學。 自1543年土耳其人佔領佩奇城的150年內，增建
了許多回教清真寺、祈禱屋、回教寺院尖塔、伊斯蘭修道院、猶太教會堂、綜合教堂和一些土
耳其浴室等建築，使原屬歐洲風貌的市容賦予東方色彩，成為土耳其文化中心之一。
哈布斯堡帝國於1686年擁有佩奇城，並重建市容，佩奇城的建築風貌又改頭換面，奧地利的巴
洛克風格盛行一時。1780年，奧地利女皇瑪麗亞．泰瑞莎承認佩奇為自由城。20世紀初葉，佩
奇才完全歸屬匈牙利。
位於聖伊斯特萬廣場上新羅馬式的大教堂是佩奇的最主要標誌。建於1891年，仍保留著中世紀
大教堂的輪廓，而且以前的雕刻為現在教堂的內裝修提供了樣板。大教堂裏的內裝璜顯示出夢
幻般的錯彩鏤金、極其豐富的羅馬時代的面貌；石庫中還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心加工的中世紀雕
刻。
舊城區是由拉科齊路、蘭德勒(Landler) 路、阿雷迪維托奴克﹙Aradi Vértenúk﹚和費爾索馬羅姆
(Felsemalom) 等沿著舊城牆外緣而築的街道所圍繞，橢圓形的鎮中心區，長1公里半、寬半公里
多。城區內也是依外緣的弧度而修的狹窄街道，以多摩廣場及塞切尼廣場為主，是市內重要的
商業區。許多從羅馬時代、中古時期、土耳其佔領時期，以及哈布斯堡帝國時期所留下來的建
築物和古壁畫，加上環境自然、優良氣候和傳統文化，使佩奇成為匈牙利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佩奇大教堂(Pec s Cathedral )：
教堂廣場(Dom ter)中央有佩奇大教堂。土耳其統治時期曾一度改為清真寺，已有千年歷史。大
教堂長70公尺寬27公尺，有塔樓四座，其中最古老的是11 世紀所建的內殿，其文藝復興式的紅
色大理石及壁畫、雕塑，皆為藝術珍品。大教堂西側有巴洛克式主教宮（Bishop's Palace），附
近有地下教堂和基督墓地。
大教堂前面的地下室裏有古基督教的墓群，因為據說索菲婭曾埋在這裏。富裕市民的墓室是兩
層的，墓室內不僅能看到石棺，還有壁畫，其中一幅描繪了愛娃與亞當的偷吃禁果；另外一幅
畫的是坐在獅子中間的正直法官丹尼爾肖像，牆上還有高高在上的耶蘇。這些能看到的墓室大
約建於四世紀中葉。
佩奇的第二個名勝古跡是喬納伊（ Zso lnay ）陶瓷廠生產的直線派頗有特色的彩釉陶器。在中
心廣場上，可以看到喬納伊·維爾莫什1892年贈送給佩奇市的裝飾井。 工廠於1853年在佩奇成立
，其研發的陶瓷器具在設計上是歐洲高級瓷器品的先鋒，匈牙利境內有許多精緻的建築物便是
採用喬納伊出產的磚瓦。此外，喬納伊可說是將視覺藝術發揮在陶瓷設計的先鋒，其品牌便以
紫綠色光澤著稱。
佩奇最著名的匈牙利畫家瓊特瓦利，他被稱為匈牙利的梵古。
(http://tw.18dao.net/%E5%87%BA%E5%9C%8B%E6%8C%87%E5%8D%97/%E5%8C%88%E7%89%
99%E5%88%A9%E6%97%85%E9%81%8A%E5%9F%8E%E5%B8%82%EF%BC%9A%E4%BD%A9
%E5%A5%87)
貝爾伐洛西教堂(Belvárosi Plébánia Templom)
位於塞切尼廣場北面，是土耳其人遺留下來最大的回教清真寺，是1686年由巴登的馬格瑞夫．
路易斯(Margrave Louis of Baden) 贈送給耶穌會(Jesuits) 的禮物，他也是將佩奇從土耳其人手中解
救出來的英雄。遊客入內參觀會對這座圓頂方形厚重的教堂產生非常奇特的感覺，回教建築內
部，擺設及裝飾卻基督教化。至今教堂進口處的祈禱壁龕猶面對麥加，角落可愛的幾何圖形壁

畫是當年清真寺留下的殘蹟，綠色拱頂上原有鍍金新月，已被十字架取代，清真寺原有的叫拜
塔也在1753年改建為塔樓 。
聖彼德大教堂(St. Peter Cathedral)
位於市內地勢較高的多摩廣場(Dom tér) 北邊，於11世紀所建， 是匈牙利所有中世紀教堂中最美
麗的一座，它長70公尺，寬27公尺，有四座醒目的塔樓，夾著屋頂已泛綠的洋蔥式主建築。西
邊塔樓建於11世紀，東邊塔樓建於12世紀，入侵的土耳其人曾把部分的大教堂改作回教清真寺
使用。這座有新羅馬式外觀的大教堂，最特別的地方，是四座塔樓之下各有一小堂及地下墓室
，這也是大教堂最早的建築部分。
羅馬大陵墓(Jug Mausoleum)
建於公元4世紀， 是一座面積龐大的巴洛克建築，包括1號及2號墳，有多處出口，從內部一幅
畫有許多飲酒器具的大畫中，才得知墳內所葬的人名。墓槨小堂建於公元350年，是最早的基督
教墳墓所在地，內有三王、彼德及保祿、亞當和夏娃的鑲嵌畫和丹尼爾在獅子獸穴內的畫，這
是非常少見的鑲嵌畫主題、是基督教珍貴的文化寶藏，已被列為人類稀有文化遺產予以保護。
雅可瓦里．哈桑博物館(Jakovali Hassan Museum)
位於拉科齊路2號，是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後，匈牙利境內少數倖存的土耳其大建築物， 清真寺
(Pasha Hassan Jakovali Mosque) 是匈牙利境內保存得最好的一座回教圓頂建築，建於1580年，是
土耳其人統治匈牙利南部所留下來的重要遺產。原來屋頂是尖的，在奧地利人把土耳其人驅退
後，改成八角形的圓頂，成為一座略具巴洛克風格的教堂，目前是佩奇市內最大的回教建築。

考察主題：

（ http://elib.kkf.hu/hungary/magyar/geography/EN.htm）
佩奇的土耳其文化

（http://www.cowi.com/menu/news/newsarchive/society/Pages/Zsolnay_slide_show_side.aspx）
佩奇的彩釉陶器

（ht tp:/ /w w w.ci tytou r96.co m/tou rin for m -pech ）
基督徒的古墓群

（http://biega.com/hungaryphotos.html）
羅馬、中古、土耳其，以及哈布斯堡帝國時期的文化持徵
佩奇 酒店:1 8:30
晚餐於酒店內
酒店 : 佩奇

（http://www.viamichelin.com）
Hotel Patria, Pécs
Address: Rákóczi út 3. H-7621 Pécs,
Tel: +36-72-889-550， Fax: +36-72-889-506
第八天 : May 21( 周五) F riday
佩奇 Pecs
→ 沙瓦 Sárvár
酒店出發時間: 07 :30
午餐自理
沙瓦 Sárvár ：14:00
酒店：18：30
晚餐於酒店內
酒店 : 沙爾瓦

（http://www.viamichelin.com）
Sárvár Park Inn Hotel （Medical Spa）

Add: 4, Vadkerti U. 9600 , Sarvar, Hungary
Tel: 0036-95 530 104 ， Fax: 0036 95 530 120
第九天 : May 22( 周六) Sa turday
沙爾瓦 Sárvár → 維也納 Vienna
酒店出發時間:10 ：00
午餐自理
維也納中央墓園 ( Zentralfriedhof) ：13：00
維也納 中央 墓園 : 維也納中央公墓是維也納莊嚴神聖之地,奧地利歷代總統、貝多芬、史特勞
斯父子、舒伯特、布拉姆斯等重要的政治、音樂、畫家、作家、名人均長眠於此,是維也納最大
的墓園。
考察主題：

（ht tp:/ /anubi sweb666 .blog spot.co m/200 7_11_01_arc hive.ht ml ）

（ht tp:/ /w w w. flick r.co m/photo s/ka fkadoodle/310984 262/ ）
墓園 ﹣人的時空互動與 轉化
墓園出發時間 : 17:15
機場：17:35

航班編號 : L X 1583 - 1 9:25
晚餐， 住宿: 航機上
第十天 : May 23 ( 周日) Sunday
抵達香港 L X 138 － 16:35 Hong Kong

十二天考察團行程 (Add-on) :
第九天 : May 22( 周六) Sa turday
酒店：18：30
晚餐: 酒店內
住宿 : 維也納

（http://www.viamichelin.com）

Austria Trend Hotel Donauzentrum
Address: Wagramer Strase 83-85, 1220 Wien
Tel.: +43 (1) 203 55 45-0
第十天 : May 23 ( 周日) Sunday
維也納
酒店出發時間 : 08:30
Vienna City Tour
午餐自理
荷夫堡 : 自13世紀開始便是歷代奧地利皇帝的宮殿，一直為最重要的行政中心。荷夫堡建築風
格各異，有哥德式、文藝復興式，以及巴洛克式等。而各在位者更都是搜集珠寶、銀器、瓷器
、古董的愛好者，因此皇宮就如一座寶庫，收藏了眾多價值連城的寶物。
百水公寓：由著名設計師百水(Freidensreich Hundertwasser)最重要的作品，這排公寓被維也納人
暱稱為「古怪屋」或「保齡球木瓶房子」，它以不規則的線條區分，卻又奇異地整齊排列，而
每一層樓都漆上不同的顏色，還有不規則大小的窗戶，最怪的是公寓頂樓還有一個阿拉伯式的
圓頂，讓您眼界大開！

美泉宮：宮內金碧輝煌，美倫美奐，而花園正面由八個大花圃以幾何圖案鋪設於白色碎石上，
雕刻的噴泉，希臘式的建築，綠草如茵，曲徑通幽。
【 莫扎特紀念像、國立 歌劇院、百水公寓~ 古怪屋 、 聖史提芬教堂】
酒店：18：30
晚餐
住宿 : 維也納 Austria

Trend Hotel Donauzentrum
Address: Wagramer Strase 83-85, 1220 Wien
Tel.: +43 (1) 203 55 45-0
第十一天 : May 24( 周一) Monday
維也納 Vienna → 香港 Hong Kong

【自由活動】
午餐自理
酒店出發時間 : 15:30
維也納機場：16 ：00
KL 1846 17: 50
晚餐， 住宿: 航機上
第十二天 : May 25 ( 周二) Tue sday
抵達香港 K L 889 － 14:30 Hong Kong

旅遊須知
01. 團 章 : 請把團章掛於襟前, 以作辦認及方便過 關。
02.寄倉行李 : 航空公司指定每位客人寄艙行 李一件 ,重量以不超過20 KG 及以29 ” X20 ”
X10 ” 大小為限 。手 提行 李一 件重量 以不 超7K G 及 以22 ” X14 ” X9 ”
大小為限, 行李超重費均由旅客自付。
03. 旅 遊 証 件 : 帶 備 之 三 粒 星 香 港 居 民 身 份 証 及 六 個 月 有 效 期 旅 遊 証 件 特 區 護 照 /
BN O 。非香港居民帶備有六個月有 效期護照及有奥地利及匈牙利簽証。
04. 時
05. 電
06. 貨

07.
08.
09.
10.
11.
12.

間 : 香港時間 - 6 小時。
壓 : 電壓為220 伏兩腳圓身圓插。
幣 : 奥地利使用歐羅(E U R) ，匈牙利使用 Forint ( H UF ) 。旅客可先行在香
港兌換歐羅，約 10.5 H K D 兌 1 E U R 。1 E UR 兌約250HU F 。本港
银行不設H UF 買賣，可於當地或機場找 換店兌換H U F。
天 氣 : 當地日間平均温度為 13 度 至23 度。
衣
服 : 保暖衣物, 勿忘帶拖鞋。 可自備掛 衣 繩洗滌衣物或 交由酒店 洗衣, 費用自
理。
藥
物 : 團友如有長用藥物者, 請緊記帶備。一 般團友亦可帶備一些常用藥, 以防水
土不服。
日常用品 : 牙刷、牙膏、洗頭水、淋浴露 、風筒 及雨具請自備。
通
訊 : 可在港辨理手提電話飛線 漫遊或於公 眾電話亭使用當地電話卡， 亦可于當
地使用長途電話儲值卡。
飲
品 : 自來水須煮熟後才可飲用 。亦可購買 蒸溜水飲用。酒店內提供之 晚餐，酒
水自行選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