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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是浪漫庄园和童话般美丽城堡的故乡。宿命之战在堡垒中
激昂，阴谋策略在城墙内编织，精美的装饰倾注着著名艺术家和外国
大师的心血。尽管多数庄园和城堡遭受被毁坏的无妄之灾，所幸的是
许多遗址已在国家庄园和国家城堡计划框架中翻新或开始修复。

	 这些建筑遗产不仅在美学上得以翻新，其历史气息也更容易传递
给游客：借助先进技术设计的更为刺激和互动性强的展览和装置，带
您了解建造城堡的家族和著名城堡的历史，重温举世闻名的城堡保卫
战和那些光辉岁月中平静的日常生活。一些庄园和城堡在翻新后变得
绚丽夺目，令您再次访问儿时所熟知的建筑时惊叹不已。所推荐的周边
景点帮助您安排数日的旅游日程，满足您所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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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园的花园里可以观赏到
费什泰蒂齐·久尔吉时代种植的
中国银杏树和四百年树龄的夏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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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品尝鲍道乔尼葡萄酒产区（Badacsonyi borvidék）的特色葡萄酒

在独特的陶波尔曹湖洞（Tapolcai-tavasbarlang）乘船游览

在欧洲最大的温泉湖黑维兹湖（Hévízi-tó）里泡温泉

设计师：霍夫斯塔特·克里什托弗（Hoffstedter Kristóf） 
 伦佩尔迈尔·维克多（Victor Rumpelmayer） 
 古斯塔夫·哈斯（Gustav Haas） 
 马克西米利安·帕施基斯（Maximilian Paschkis）
建设时间： 1745-1750/1883-1887
建筑风格：巴洛克、新巴洛克

费什泰蒂齐庄园
凯斯特海伊	(KESZTHELY)	

 费什泰蒂齐庄园（Festetics-kastély）是匈牙利第三大和
访问量最大的庄园。宏伟大厅内陈列着旧时的家具，展览、文化
活动和音乐会等丰富活动迎接广大游客。 

	 费什泰蒂齐·克里斯托弗（Festetics	Kristóf）于1745年开
始建造，这座单层的巴洛克式建筑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期间多
次被重建和扩建。如今，它已成为拥有101个空间的博物馆和活
动中心，这里拥有欧洲最大最完整的贵族图书馆，珍藏着二战中
幸存下来的8.6万卷藏书。庄园公园里还有棕榈屋和展示四轮华
丽马车的旧马车房，正对公园后门的新建筑中可以观赏狩猎展览
和历史小火车微缩模型展。占地42公顷的宏伟花园也是自然保护
区：数百年的古树、色彩缤纷的花坛、花园池塘、狮子井、喷泉和
雕像装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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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迈尔霍夫·安德拉什（Mayerhoffer András）
建设时间：18世纪
建筑风格：巴洛克

格劳绍尔科维奇庄园
格德勒	(GÖDÖLLÓ́)

名为《名利场》
剧集的部分场景
2018年在这里拍摄

周边景点：

品尝埃杰克（Etyek）、老山（Öreghegy）和新山（Újhegy）古老压榨酒窖内酿制的葡萄酒和香槟

在多瑙河湾乘船游览，探索该地区的珍宝

探索艺术家之城圣安德烈（Szentendre），参访数之不尽的博物馆和画廊

 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德勒格劳绍尔科维奇庄园（又名茜茜
公主庄园）是全国最大的巴洛克式庄园之一，由格劳绍尔科
维奇·安道尔一世（Grassalkovich I. Antal）建造。

	 其后，弗兰茨·约瑟夫一世（I.	Ferenc	József）和伊丽
莎白女王（Erzsébet	királyné，即茜茜公主）作为加冕礼物
得到这座庄园，并用作夏宫使用。在他们居住期间，茜茜公主
非常喜欢在皇家跑马馆内度过时光。以金色、白色、酒红色
和蓝色为基调的宏伟宫殿内，宽敞的空间、精美的装饰和真
丝壁纸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套房内的常设展览展示了与格
劳绍尔科维奇（Grassalkovich）以及皇室夫妇相关的辉煌
时代，还有二十世纪庄园的历史，1920年霍尔蒂·米克罗什
（Horthy	Miklós）也曾将这里作为夏季住所。行宫内还建造
了一座石饰剧院，这是匈牙利目前唯一一座修复一新的巴洛克
式剧院。此外，还有一座橙色的房子建在宏伟的英式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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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安东·艾哈德·马丁内利（Anton Erhard Martinelli）
 尼古拉斯·雅各比（Nicolaus Jacoby）
 费迪南德·莫德哈姆（Ferdinand Modlhammer）
 梅尔基奥·赫菲勒（Melchior Hefele）
建设时间：18世纪
建筑风格：巴洛克、洛可可、科普夫

埃斯泰尔哈兹庄园
费尔特德－埃斯泰尔哈佐
(FERTÓ́D-ESZTERHÁZA)

作曲家约瑟夫·海顿
在此度过了其活跃
创作生涯的大半生

周边景点：

探索肖普朗（Sopron）老城

夏季和冬季均可在比克温泉（Bükfürdó）́和沙尔瓦尔浴场中心（Sárvár fürdó）́尽情嬉戏

在费尔特湖（Fertó ́tó）周边骑行，无限体验尽在其中

 这座匈牙利最大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庄园也被称为“匈牙利的凡尔赛宫”。它位于国家西北
部，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包括拥有126个房间的巴洛克式建筑群以及占地300公顷的公园。

	 126间洛可可风格的房间、珍藏650幅画作的埃斯泰尔哈兹画廊、气势磅礴的铁艺大门、
小教堂、木偶剧院、带有喷泉的装饰庭院和300公顷的法式花园，无不显示出埃斯泰尔哈兹
庄园（Esterházy-kastély）曾是真正皇家宫廷的豪华宅邸。约瑟夫·海顿（	Joseph	Haydn）
曾在这里为支持其艺术创作的埃斯泰尔哈兹·米克罗什（Esterházy	Miklós）服务了近20年。
庄园的文化承传意义至今也很重要，延续其音乐传统，这里经常举办激动人心的古典音乐会
和活动。坐落在宫殿前的是“光辉”米克罗什王公时代建造的散发着时代品味的法式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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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什泰蒂齐庄园
戴格	(DÉG)

戴格的费什泰蒂齐庄园经常出现在银幕上
美国惊悚片《红麻雀》以及根据匈牙利
传奇历史改编的电影《宝藏》中
很多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完成

周边景点： 

了解匈牙利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塞克什白堡 (Székesfehérvár)和蜿蜒的小径

感受欧佐劳（Ozora）皮珀城堡庄园（Pipo-várkastély）文艺复兴式庭院的氛围

探索维斯普雷姆（Veszprém）最具悠久传统的匈牙利乡村动物园

设计师：波洛克·米哈伊（Pollack Mihály）
建设时间：1802-1815
建筑风格：古典主义
开放时间：2021年下半年－公园对外开放

 临近巴拉顿湖东南角的古典主义庄园，环绕着匈牙利最大最
令人叹为观止的英式公园，游客在其中可以漫步数小时。

	 费什泰蒂齐庄园（Festetics–Kastély）是匈牙利最早的古
典主义庄园之一，受费什泰蒂齐·安道尔（Festetics	Antal）的委
托，1802年到1815年间根据波洛克·米哈伊（Pollack	Mihály）
的计划建造。周围环绕着匈牙利最大的英式公园，其规模相当于纽
约的中央公园，在十九世纪初也堪称奇观。湖系达两公里的中心岛
上矗立着著名的红砖荷兰屋，湖中可以持证垂钓，在美丽的庄园公
园里感受别致的情调。这个颇具历史的公园里还有一座网球场，至
今仍保留其功能，为网球运动员提供追忆似水年华的独特体验。这
座单层并带有地下室的U形宫殿成为了热门的电影拍摄地，修复后
作为互动展览场地和公共文化空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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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报道
目前仍在使用的庄园公园铁门专为
在这里拍摄的《地下世界》剧集而制作
宫殿内座椅的布艺套和沙龙大厅内的窗帘
则是在《波吉亚家族》剧集拍摄期间更新

周边景点：

了解匈牙利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塞克什白堡 (Székesfehérvár)和蜿蜒的小径

探索维斯普雷姆（Veszprém）最具悠久传统的匈牙利乡村动物园

探索韦伦采湖（Velence-tó）的鸟类保护区（Madárrezervátum）

设计师：林茨鲍尔·伊什特万（Linzbauer István）  
 豪斯曼·奥洛约什（Hauszmann Alajos）
建设时间：1873-1880
建筑风格：历史主义、新哥特式
开放时间：2021年下半年

纳道什迪庄园 
纳道什德洛达尼
(NÁDASDLADÁNY)

 历史主义时代最美丽的匈牙利建筑之一，其新
哥特式都铎风格在匈牙利也属罕见。先祖殿堂是历
史主义宫殿建筑中内饰最为奢华的大厅之一。 

	 时至今日，多塔的新哥特式庄园仍是对纳道什
迪·费伦茨（Nádasdy	Ferenc）伯爵和伯爵夫人
齐奇·伊洛瑙（Zichy	Ilona）矢志不渝爱情的亘古
纪念，陈列着伟大的纳道什迪家族肖像的先祖殿堂
则是匈牙利最美丽的古代画廊。铸铁吊灯、雕花木
家具、彩色玻璃窗装点着这座童话般的庄园，其现
代化设备保障了室内的舒适环境。通过宫殿内复古
的内部装饰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游客得以了解这座
建筑的历史，感受庄园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还可
以免费参观花园，互动式教学小径带您深入了解公
园的历史以及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动植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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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间客房中
的任一间留宿
体验城堡中的
骑士时代氛围

周边景点：

参观圣拉斯洛国家纪念游客中心（Szent László Nemzeti Emlékhely látogatóközpontja），了解修道院创始人圣·拉斯洛国王的历史

探索戴格（Dég）古典主义风格的费什泰蒂齐庄园（Festetics-kastély），在全国最大的英式公园中漫步

探索维斯普雷姆（Veszprém）最具悠久传统的匈牙利乡村动物园

 欧佐劳（Ozora）皮波城堡庄园（Pipo-várkastély）
里设置的独特展览带领游客穿越到骑士时代，我们不仅可以
作为博物馆的参观者，还可以作为酒店的客人享受这里文艺
复兴时期的氛围。

	 日格蒙德（Luxemburgi	Zsigmond，即西吉斯蒙德）国
王著名的骑士，出生在佛罗伦萨的菲利波·斯科拉里（Filippo	
Scolari）爱上了欧佐劳（ozora）领主的女儿，之后被赋予欧
佐劳·皮波（Ozorai	Pipo）的名字。早在土耳其占领之前，他
就已经将意大利风格的晚期哥特式城堡庄园改建为文艺复兴
风格。如今，在这里游客可以穿越回骑士时代，徜徉在爬满野
葡萄藤的内院，参观兵器收藏和讲述历史的二楼展厅。城堡历
史展览是皮波城堡庄园最具特色的部分，这里展示了横跨五个
世纪的城堡庄园历史，以及考古发掘和古建研究中发现的丰
富文物。城堡庄园内有五间客房可供游客居住，从这里出发去
探索周边地区也是不错的选择。

皮波城堡庄园 
欧佐劳	(OZORA)

建设时间：1416-1426
建筑风格：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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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间：1716-1730
建筑风格：巴洛克

埃戴莱尼庄园岛
埃戴莱尼	(EDELÉNY)

匈牙利最大的洛可可式壁画系列
由流浪画家利埃布·费伦茨创作

周边景点和活动：

欣赏位于绍洛伊考山谷（Szalajka-völgy）叹为观止的17米高的白色水雾面纱瀑布（Fátyol-vízesés）

探索世界遗产钟乳石洞穴——奥格泰莱克（Aggtelek）鲍劳德洛洞穴（Baradla barlang）

欣赏迪欧什杰尔城堡（Diósgyóŕi vár）古老的骑士角逐

 坐落在博德沃河（Bódva folyó）岛上的卢利尔－科堡宫（L’Huillier–Coburg-kastély）
是匈牙利最大的庄园之一，属早期巴洛克式建筑的杰出代表，精美壁画装饰的空间别具一格。

	 游客可以在定时讲解的导游带领下参观这座童话般美丽的建筑和公园，隐蔽在庄园近12公顷
公园中的柳树游乐园等待着小朋友和青少年的探索。庄园始建于1716年，由洛林血统的男爵让-弗
朗索瓦·卢利尔（Jean-Francois	L’Huillier）军官和他的夫人兴建，之后流浪画家利埃布·费伦茨
（Lieb	Ferenc）将六个房间描绘出别致的风格，使其成为匈牙利最大的洛可可壁画系列之一。壮观
的3D故事片娓娓道来庄园建设者和居住者的历史，为感兴趣者和儿童教学提供别开生面的体验。



周边景点：

在面向陶陶湖（Tatai tó）的埃斯泰尔哈兹宫（Esterházy-kastély）中了解埃斯泰尔哈兹家族的历史

欣赏图鲁尔纪念碑（Turul-emlékmú）́和步行即至的塞利姆洞穴（Szelim-barlang）

探索位于科玛罗姆（Komárom）的中东欧最大的近代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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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玛道理会（Kamaldul）隐修者在静默中修行的安宁曾经浸染整个建筑群，直至今日在
参观隐修院及其私密内院时仍可以感受到。 

	 这座欧洲以独特方式保存下来的建筑群坐落在森林中间的湖边。1727年，	
埃斯泰尔哈兹·米克罗什（Esterházy	Miklós）伯爵邀请嘉玛道理会的隐修士来到这里，教堂
塔楼周围的十七间陋室和当时的修道院，后来的埃斯泰尔哈兹宫（Esterházy-kastély）守护
着对他们的记忆。走在格外宁静的墙壁之间，仍可以感受到修士们遁世绝俗安隐生活的宁静。
修道院内复古家具布置的房间、精美装饰的用餐大厅和隐修的陋室，将修士们的生活和习俗重
现眼前。参观修道院主翼楼上的展览，可以了解嘉玛道理会的发展和在匈牙利的历史。

设计师：弗朗茨·安东·皮尔格拉姆（Franz Anton Pilgram） 
建设时间：1733-1771
建筑风格：巴洛克

嘉玛道理会隐修院
毛伊克	(MAJK)

建筑四壁之间见证
嘉玛道理会的发展
和在匈牙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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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斯维克庄园
毛尔通瓦沙尔	
(MARTONVÁSÁR)

贝多芬献给布伦斯维克家族很多作品
作为他们之间友谊的象征
其中包括名为《热情》的
F小调奏鸣曲

周边景点和活动：

品尝埃杰克（Etyek）、老山（Öreghegy）和新山（Újhegy）古老压榨酒窖内酿制的葡萄酒和香槟

探索维伦采湖（Velence-tó）的鸟类保护区（Madárrezervátum） 

了解匈牙利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塞克什白堡 (Székesfehérvár)和蜿蜒的小径

设计师：陶尔海尔·约瑟夫（Tallher József）
建设时间：1784-1785/1875左右
建筑风格：新哥特式

 这座拥有雪白的墙壁、高耸的窗户和塔楼、精美弧顶的昔
日贵族宅邸，如今是匈牙利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的所在地，
也是匈牙利贝多芬乐迷的圣地。

	 1700年代末期由布伦斯维克·安道尔（Brunszvik	Antal）
伯爵兴建，1875年左右重建时获得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历史主
义、新哥特式风格。庄园内令人惊叹的公园和博物馆深受游客
欢迎。贝多芬与布伦斯维克家族关系密切，曾多次造访这座庄
园，他教授布伦斯维克的女儿们钢琴。据留存下来的书信记载，
贝多芬曾对布伦斯维克·约瑟芬（Brunszvik	Jozefin）存有爱
意。庄园内的贝多芬纪念博物馆可以查看相关信件和其他有趣
的文件。周边美若天堂的英式花园是匈牙利最美的庄园花园之
一，拥有湖泊和精选的稀有植物，非常值得一游。夏季，这里是
贝多芬音乐会的举办地。



周边景点：

探索国家蓝色远足路线上马特劳（Mátra）和比克（Bükk）的浪漫美景

在现代酒吧或传统酒窖内品尝埃格尔公牛血和埃格尔之星

探索周边的水疗和温泉浴场

埃格尔城堡－多博伊斯特万城堡博物馆 / 埃格尔 2322  埃格尔城堡－多博伊斯特万城堡博物馆 / 埃格尔

建设时间：13世纪下半叶
建筑风格：哥特式

 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堡坐落在埃格尔的城市中心，1552年，匈牙利守卫军在这里击败了攻城的奥斯曼土耳其
军队。在城堡精彩的互动展览中，我们可以了解这场著名的守城战和城堡的历史。

	 埃格尔城堡（Egri	vár）的核心部分建于十三世纪下半叶鞑靼人入侵之后。在匈牙利历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1552年，多博·伊什特万（Dobó	István）在这里击败了人数是其三十倍的苏丹亲兵。城堡博物馆设在昔日哥
特式主教宫中，精心布置的展品中可以感受当年守城英雄们的生活，深入地堡可以参观壮观的兵器库。除此之外，
您还可以选择在导游的带领下穿过地堡通道前往佐尔坎迪堡垒（Zárkándy-bástya），或者只是悠闲地从城墙
和堡垒上俯瞰周边美丽的景色。

埃格尔城堡－ 
多博伊斯特万城堡博物馆
埃格尔	(EGER)

为了纪念著名的守城战和英雄们
以及那些加入战役的勇敢女性们
每天15:52炮声都会在城内鸣响



周边景点：

感受托卡伊葡萄酒产区（Tokaji borvidék）的氛围，参加葡萄园之旅

考验你的勇气，挑战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100米深谷之上的索道滑行

来一场博德罗格（Bodrog）水上之旅

沙罗什保陶克城堡－匈牙利国家博物馆拉克茨博物馆 / 沙罗什保陶克 2524  沙罗什保陶克城堡－匈牙利国家博物馆拉克茨博物馆 / 沙罗什保陶克

建设时间：16至17世纪
建筑风格：文艺复兴

沙罗什保陶克城堡－ 
匈牙利国家博物馆
拉克茨博物馆 
沙罗什保陶克	(SÁROSPATAK)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
用古时家具布置和
保存完好的装饰元素
所装点的城堡空间

 拉科齐城堡（Rákóczi-vár）是匈牙利文艺复兴晚期建筑中最具价值的，也是沙罗什
保陶克（Sárospatak）最重要的古建。参观博德罗格（Bodrog）河畔独特的城堡区，穿
越到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旅行。

	 建筑群的建设始于莫哈奇战役（mohácsi	csata）之后，在拉克茨家族统治时期达
到鼎盛。壕沟将城堡建筑和城堡花园隔开，外城墙上可以欣赏博德罗格（Bodrog）河畔
和城堡建筑的壮丽景色。矗立在城堡中心五层高的红塔（Vörös-torony）是最古老的建
筑物。在名为“拉克茨光辉岁月”的常设展览中，您可以了解该家族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产。除此之外，建筑群中还经常举办有趣的定期展览。周末的守城专题活动是城堡
最令人兴奋的系列活动，向游客们展示了当年的战役情景以及特色手工艺制作。



希罗克城堡
希罗克	(SIROK)

建设时间：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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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克（Bükk）山脚下，从辛沃（Szinva）溪谷突起的岩坡上
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城堡，这座城堡由瑙吉·拉约什（Nagy Lajos）
于十四世纪建造。

	 迪欧什杰尔城堡（Diósgyò̀ri	vár）也被称为皇后城堡，因为
它被统治者们的妻子们坐拥了一百多年，他们作为订婚礼物获得该
城堡，并用作乡村宅邸。如今这座城堡内重现生机：当年的家具摆
设、盛装的故事人物以及精彩的历史游戏将游客带回到古代。骑士
角逐、身着古装的导游、兵器演示、射箭游戏，迪欧什哲尔城堡丰
富的活动项目等您来体验。

这里拥有
瑙吉·拉约什时代
中欧最大的骑士大厅

迪欧什哲尔城堡
米什科尔茨	(MISKOLC)

建设时间：14世纪
建筑风格：哥特式

城堡高耸在
陡峭的火山岩
城堡山巅之上

 全国最浪漫的岩石城堡耸立在陶尔瑙（Tarna）流域的
村庄之上，风景如画般美丽。游客必将在此享受激动人心的
浪漫之旅。

	 位于比克（Bükk）和马特劳（Mátra）的森林之界，城
堡山巅高耸的堡垒由我们的祖先在一块岩石内雕刻，并建造
其上。沿着时有陡峭的山路，可以直达这座独特的建筑。很
累，但绝对值得。在流纹凝灰岩的山腹中挖出的巨大通道、
楼梯和大厅，至今还能穿梭其中并探索秘境。从洞穴及复杂
多样的地堡系统中开启的神秘之窗是通往城堡之路。堡垒中
常设展览的内容可以追溯到土耳其占领时期，匈牙利以其独
特的方式讲述历史，没有重现匈牙利护城士兵的状况，而是
展示了1596年至1686年间在此驻扎的奥斯曼军队的日常
生活。从城堡远眺，可以欣赏到令人窒息的无敌美景。

周边景点：

追寻埃格尔（Eger）城内土耳其文化的踪迹

欣赏位于绍洛伊考山谷（Szalajka-völgy）叹为观止的 
17米高的白色水雾面纱瀑布（Fátyol-vízesés）

了解迈泽克韦什德（Mezóḱövesd） 
马丘博物馆（Matyó Múzeum）展示的世界文化遗产

周边景点：

征服全国蓝色远足路线上最雄伟的高峰

畅游在欧洲独一无二的米什科尔茨陶波尔曹洞
穴温泉（Miskolctapolca Barlangfürdó）́

在利洛菲赖德（Lillafüred）来场小冒险，乘坐
缆车登上亚沃尔山（Jávor-hegy）或去哈莫利
湖（Hámori-tó）划船游览



西格利盖特城堡 / 西格利盖特28  西格利盖特城堡 / 西格利盖特

 耸立在西格利盖特（Szigliget）的城堡是巴拉顿湖畔唯
一可以参观的城堡，因此也被称为“巴拉顿城堡”。从这座超
过750年历史的城堡废墟的堡垒上，可以欣赏到蔚蓝的湖水
和陶波尔曹盆地（Tapolcai-medence）壮丽的景色。 

	 西格利盖特城堡是巴拉顿度假不可错过的去处，巴洛克
式厨房、兵器库和小教堂等待着游客来访。参观展览可以了
解城堡的传奇历史：1260年，贝拉四世（IV.	Béla）国王先
是将其献给了潘诺豪尔玛本笃会（pannonhalmi	bencés），
之后又用另一处资产将其换回。这座同样抵御了土耳其围攻
的建筑却在十七世纪不幸被闪电击中，永久性封存：在那场
天灾中大部分建筑被烧毁，村民将剩余的石块搬走建造民宅。
考古学家花了30年的时间慢慢重建了城墙，多数用的是村
庄里倒塌老房子的石料，可以说古时的建筑材料被重新归位。
城堡中还设置了很多现代互动设备，包括用以观看土耳其时
期战役和摧毁城堡的致命闪电的记录仪。

西格利盖特城堡
西格利盖特	(SZIGLIGET)

建设时间：14至17世纪

站在城堡的堡垒上
蔚蓝的湖水和陶波尔曹盆地
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

29

周边景色：

探索凯斯特海伊（Keszthely）巴洛克风格的费什泰蒂齐庄园（Festetics-kastély）

在独特的陶波尔曹湖洞（Tapolcai-tavasbarlang）乘船游览

在欧洲最大的温泉湖黑维兹湖（Hévízi-tó）里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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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间：1260-1294 
建筑风格：哥特式

希克洛什城堡 
希克洛什	(SIKLÓS)

《滕凯什指挥官》的故事
发生在拉科齐自由民主战争时期
热门电视连续剧中
希克洛什城堡成为守护者的城堡

周边景点：

探索佩奇（Pécs）不同时期的古建和多彩的文化

在豪尔卡尼（Harkány）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浴场中放松身心并恢复活力

品尝维拉尼（Villány）葡萄酒产区华贵的红葡萄酒

 希克洛什城堡（Siklósi vár）是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历史遗产建筑之一。始建于中世
纪，之后多个建筑时代在上面留下印记。名为《滕凯什指挥官》（Tenkes kapitánya）
的电视连续剧进一步提高了其声望。

	 这座匈牙利保存最完好的城堡之一在鞑靼人入侵之后建造，自十四世纪以来的数百年
间多次被转手。这里最知名的住户是考尼扎伊·多罗乔（Kanizsai	Dorottya）贵妇，她从此
地出发去埋葬莫哈奇战役的死难者。如今，这里为游客提供全方面的历史体验：除了城堡和
军事历史展览以外，还包括葡萄酒博物馆、可尝试工具的监狱展览、被视为石雕佳作的哥特
封闭式阳台、考尼扎伊·多罗乔（Kanizsai	Dorottya）别具匠心的祈祷室、玫瑰花园和城堡
小教堂等景点。露台上可以欣赏周围群山的美景，城堡东翼则是定期展览的举办地。



奥尔玛希庄园 / 久洛                3332  久洛城堡 / 久洛

建设时间：14世纪
建筑风格：哥特式

奥尔玛希庄园
久洛	(GYULA)

建设时间：1740年左右/1766/1801-1810
建筑风格：巴洛克、新巴洛克

久洛城堡
久洛	(GYULA)

了解城堡
侍者们的
日常生活

1566年破纪录地
抵抗土耳其军队
六十三天

周边景点：

品尝著名的久洛和乔鲍香肠

皮划艇上探索克勒什河（Körösök）浪漫的溪流

沉浸贝凯什乔包（Békéscsaba）蒙卡奇（Munkácsy）
的画作中感受十九世纪的浪漫

 阿尔马什庄园（Almásy-kastély）以及被列为自然保护区的公园是举办家庭活动的理想场所。全
息投影等现代技术与经典的博物馆景观相结合的互动展览，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博物馆参观体验。除此之
外，还展示了古代如何为女主人暖床。

	 游客在这里将获得全方位的体验：庄园内现代化的互动展览，展示了曾经居住在这里的贵族以及服
侍他们的平民的日常生活。从观景台眺望，周边的美景尽收眼底，名为土耳其塔（Török-torony）的门楼
是举办定期展览的所在地。庄园因很多历史事件而闻名：阿拉德十三烈士（aradi	vértanú）中的十位就是
在这里放下了武器；埃尔凯尔·费伦茨（Erkel	Ferenc）在城堡公园撰写了多部歌剧的细节；蒙卡奇·米哈
伊（Munkácsy	Mihály）曾在这里担任画家。1746年，这里已经开始举办舞台作品的公开表演，领先于
匈牙利所有其他城堡。

 这座砖砌的城堡曾是国家最坚固的边防
城堡之一，从远处即可看到其独特景观。如
今，这里是各种展览和活动的举办地，包括夏
季传统的久洛城堡剧院活动。

	 久洛城堡（Gyulai	vár）最具独特之处
当属其坚固结实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特色，它
是匈牙利和中欧仅存的坐落在平坦乡村的哥
特式砖制城堡。包括城堡监狱、铁匠和陶器
作坊、极具年代感的套房、品酒画廊和小教
堂在内的24个展厅中，生动展示了中世纪人
民的生活和战斗。除了展览以外，还有诸如古
装导游和猎鹰表演等常规活动等待游客的来
访。大型活动时这里都会燃起火炉，煅烧和
捶打铁器，转起陶轮制作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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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泰尔哈兹庄园
陶陶	(TATA)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创作了描绘城堡剧院
内部景象的画作

设计师：费尔奈尔·雅考布（Fellner Jakab）
建设时间：1765-1777
建筑风格：巴洛克

 俯瞰老湖的陶陶埃斯泰尔哈兹庄园
（Esterházy-kastély）堪称建筑遗产之独特宝藏。
著名的统治者云集于此，全国性事件在此地发生。

	 俯瞰陶陶湖的晚期巴洛克式城堡已经过全面修
复，宏伟的套房重现旧日光辉。参观互动展览，您可以
了解埃斯泰尔哈兹家族的历史和外交关系体系，以及
贵族的生活方式。有关外交活动设有专门的展览介绍。
著名的城堡剧院由费尔奈尔和海尔迈尔（Fellner	&	
Helmer）公司设计，他们还设计了喜剧院和维也纳音
乐厅。费伦茨一世（I.	Ferenc）国王和玛利亚·卢多维
卡（Mária	Ludovika）王后，以及费伦茨·约瑟夫一世
（I.	Ferenc	József）和威廉二世（II.	Vilmos）皇帝也曾
到访此地。有意思的是，与拿破仑缔结的《申布伦条约》
（schönbrunni	béke）也是在这里签署的，该大厅后
来被铺上瓷砖成为了精神病房，直至1996年庄园一直
作为精神病院运营。如今，城堡的主楼、庭院和公园是
举办高品质活动的理想场所。

周边景点：

了解毛伊克（Majk）嘉玛道理会 
（Kamalduli rend）的历史

欣赏图鲁尔纪念碑（Turul-emlékmú）́ 
和步行即至的塞利姆洞穴（Szelim-barlang）

探索位于科玛罗姆（Komárom） 
的中东欧最大的近代堡垒

陶陶城堡
陶陶	(TATA)

2019年美国奇幻电视剧
《女巫》第五集中
多次出现塔塔城堡及其周边
还可以瞥见老湖

建设时间：1397–1409 
建筑风格：文艺复兴

 陶陶城堡（Tatai vár）是陶陶（Tata）的地标新建筑，具有
六个世纪建筑特色。它是国王的热门度假胜地，其红色屋顶是老湖

（Öreg-tó）湖畔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十四世纪，洛克菲·伊什特万·纳多尔（Lackfi	István	
nádor）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小城堡，他因谋反国王而被杀害，塔塔
被卢森堡·日格蒙德（Luxemburgi	Zsigmond，即西吉斯蒙德）

没收。国王着手建造城堡，并享受在这里的时光。由于该区域绝佳的
狩猎机会，城堡被作为休憩场所使用。马加什（Mátyás）国王将其
改造成一座文艺复兴装饰的宫殿，宫殿内的一座青釉和混釉壁炉根
据文献记载修复还原，其绚丽夺目让人回想起塔塔城堡全盛时期的
美丽。如今，库尼多默科什博物馆（Kuny	Domokos	Múzeum）位
于城堡内，是常设地方历史展览和主题展览的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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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世纪以来
城堡就矗立在
陡峭火山锥上

根据YbL·米克罗什
的设计重建
之后成为全国
首家酒店庄园

周边景点：

感受托卡伊葡萄酒产区的氛围，参加葡萄园之旅

考验你的勇气，挑战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 
（Sátoraljaújhely）100米深谷之上的索道滑行

探索在废弃磨石采石场挖掘坑中形成的迈杰尔山
（Megyer-hegy）海眼

菲泽尔城堡
菲泽尔	(FÜZÉR)

建设时间：13至17世纪
建筑风格：哥特式

 自中世纪以来，拥有雪白城墙的菲泽
尔城堡（Füzéri vár）就坐落在桑佩伦山脉

（Zempléni-hegység）最东部，堪称匈牙利
七大自然景观之一的城堡山上。

	 菲泽尔城堡是匈牙利为数不多的私家城堡，
极有可能在鞑靼人入侵之前就已经存在，由奥
保（Aba）氏族成员之一建造。2014年至2016
年期间，城堡进行了大修，加建了所谓的下城
城堡，并对上城的城堡小教堂、宫殿翼侧和下
层堡垒进行了翻修。因其历史重要性和迷人
的景色，菲泽尔城堡成为受欢迎的游览目的地，
被列入国家蓝色远足线路中。游客在熟知城堡
历史的向导带领下，可以了解城堡主人在中世
纪时期的生活，以及它被视为匈牙利最美景观
城堡之一的原因。

卡罗伊庄园
菲泽尔劳德瓦尼	(FÜZÉRRADVÁNY)

 巴洛克和历史主义风格的宫殿被森林环绕，这
里坐拥着全国最美庄园公园之一，以其独特的气候
和氛围，以及百年巨树而闻名。

	 卡洛伊·埃戴（Károlyi	Ede）根据自己和
YbI·米克罗什（Ybl	Miklós）的设计，1860年代始
建了这座历史主义风格的宫殿，其外观散发着浪漫
的氛围，内部大厅则呈现纯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
格。这里是自1930年代以来全国首家酒店庄园，由
卡洛伊家族自主经营。庄园宏伟的花园别具一格，
自带独特的气候和氛围。英式花园非常迷人，即使
步行数小时也不会重复路径，游客还可以参加由向
导带领的公园之旅。公园内有很多知名的巨树：在
这里，您可以看到250年到300年的橡树和千金
榆，以及1721年种植的巨大的悬铃木。

设计师：   Ybl·米克罗什（Ybl Miklós）
  卡洛伊·埃戴（Károlyi Ede） 
建设时间：16世纪末/18世纪中叶/1880年代下半叶
建筑风格：巴洛克、历史主义 
开放时间：2021年下半年－公园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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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间：13世纪下半叶

皮什珀克宫
许迈格	(SÜMEG)

小教堂和楼上大厅
以石膏浇筑品装饰
很多室内空间
则以木制品装饰

历史赛马场
位于城堡脚下
这里可以欣赏
享有盛誉的
蒙古马术表演

许迈格城堡 
许迈格	(SÜMEG)

周边景点： 

探索凯斯特海伊（Keszthely）巴洛克风格的费什泰蒂齐庄园（Festetics-kastély）

品尝鲍道乔尼葡萄酒产区（Badacsonyi borvidék）的特色葡萄酒

在独特的陶波尔曹湖洞（Tapolcai-tavasbarlang）乘船游览

设计师：保罗·莫伊谢尔（Paul Mojser）
建设时间：1748-1753
建筑风格：巴洛克
开放时间：2021年下半年

 堪称匈牙利巴洛克式建筑杰出典范的主教宫建
于十八世纪中叶，它拥有无以伦比的建筑和绘画价值，
成为许迈格鼎盛时期的重要纪念。

	 当保达尼·比罗·马尔通（Padányi	Biró	Márton）
成为维斯普雷姆（Veszprém）的主教时，选择许迈格
（Sümeg）作为新宅邸。他在城堡山一侧建造了巴洛克
风格的行宫，并委托艺术家加以装饰。今日在很多地方
仍可以欣赏到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里绘制的历史主义
装饰画。宫殿大厅是常设展览和定期美术展览的举办
地，圣·马尔通（Szent	Márton）的私人主教小教堂也
设在这里。

 许迈格城堡是匈牙利最美丽的中世纪堡垒之一。它抵御
了历史的沧桑，威严矗立在山巅，将壮观的风景尽收眼底。

	 许迈格城堡（Sümegi	vár）是全国最大、保存最完整、
风景最美的中世纪城堡之一。尽管该城多次被土耳其人占领，
但这座建在高处的防御工事从未被占据。这里是巴拉顿高地
最受欢迎的游览地之一，每年夏季举办丰富多彩的城堡游戏，
以纪念城堡在中世纪时期的重要作用。参观常设展览，您可
以看到中世纪的监狱、主教住所、议会厅、城堡小教堂、木匠
和铁匠作坊、香料和玫瑰园、大炮和其他兵器。城堡仍在持
续翻新和修复中，但同时也向公众开放。



周边景点：

在多瑙河湾乘船游览，发现该地区的珍宝

探索全国最高的教堂——埃斯泰尔戈姆大教堂（Esztergomi Bazilika）

探索艺术家之城圣安德烈（Szentendre），参访数之不尽的博物馆和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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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间：14和15世纪之间
建筑风格：文艺复兴

 中世纪匈牙利最大和最美丽的建筑群之一，具有地中海文艺
复兴时期的特色，花园里仍保留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植物和花卉。

	 宫殿的建造由卢森堡·日格蒙德（Luxemburgi	Zsigmond，
即西吉斯蒙德）在十五世纪初完成，其果园几乎与宫殿一样大。如
今，果园中央仍可见涓涓细流的水井。夏季在芬芳的玫瑰、药草和
果树间漫步，沁人心脾。马加什国王（Mátyás	király）和拜奥特里
克斯（Beatrix）婚后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带到了维谢格拉德
（Visegrád），出自他们之手的喷泉、雕像、凉亭和美丽的花园不禁
让人忆起那个时代的氛围。

 维谢格拉德，萨拉蒙塔楼

	 十三世纪的住宅塔楼是维谢格拉德双城堡系统的一部分，属
该时期匈牙利建筑史上的独特建筑物：其主门从二楼进入。萨拉
蒙塔楼（Salamon-torony）的常设展览中展示了维谢格拉德从
史前到二十世纪的历史。

建设时间：14和15世纪之间
建筑风格：文艺复兴

皇宫 
维谢格拉德	(VISEGRÁD)

云堡 
维谢格拉德	(VISEGRÁD)

 作为多瑙河湾地标性建筑的云堡是昔日统治者的宅邸，也是匈
牙利城堡建筑史上至关重要的古建。它始建于十三世纪，其壮美全
景数百年来吸引着无数到访者。

	 中世纪这里是匈牙利国王最重要的宅邸之一，卢森堡·日格蒙德
（Luxemburgi	Zsigmond，即西吉斯蒙德）时期，匈牙利加冕所用
的王权之物曾保存于此。皇冠被藏在老塔中，直至1440年他的女

儿伊丽莎白女王为了给儿子拉斯洛五世（V.	László）加冕，令其侍
女偷走了皇冠。堡垒由下城城堡、位于328米高山上的云堡和一座
水堡组成。这里经常举办令人兴奋的展览，多数主题为中世纪，例
如圣皇冠展览、城堡和兵器历史展览，以及为纪念1335年维谢格
拉德皇家会议而创建的蜡像馆除此之外，城堡庭院内经常举办户
外兵器和猎鹰展示。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登上露台，呈现眼前的
多瑙河湾壮丽的山河美景。

皇宫每年夏季举办的
维谢格拉德国际宫廷活动
为游客提供绝佳的
休闲娱乐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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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城堡和庄园的信息
请登录以下网站：
nöf.hu
csodasmagyarorszag.hu

部分庄园和城堡也是
考伊洛（Kajla）盖章点
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查询：
kajl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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