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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到维也纳霍夫堡皇帝居室,
茜茜博物馆和银器馆参观

在展示柜中的一套套不同的瓷器系列勾列出随着时代的
不同人们品味的变迁.十九世纪初在皇帝弗兰茨一世和皇
帝费迪南一世时期, 每日宴会的器皿外表上几乎没有什么
变化 – 总是简单的带扁平金边的白色瓷器, 人们仅仅只
是通过皇帝雄鹰或者彩绘匠人的签字认出不同的式样.
在进入下一个房间的过道左侧的陈列柜里，您已经看到
了部分”国事访问餐具系列”,在不久之前在国宴上还使
用这个作为代表性的餐具系列. 有关这点我们晚些时候还
会进一步说明.在帝国时期, 这被称着”宫廷式样”, 用于
皇室晚餐.

2银器馆和铜质陈列柜的概况
在1918年帝国结束之后,人们把那些如今无人打理被分成
很多个部门的众多皇家家当归纳到了“皇家银器和宴会
馆”.从1923年开始, 这些物品与瓷器收藏馆,皇家甜品厨
房,皇家酒窖,御厨房以及皇家洗染坊的物品一起供公众参
观.
在接下来的参观中您会领略到当年这些皇家家当如何多
姿多彩, 感受哈布斯堡家族的宴会文化.
在您的面前您看到众多铜质的盆,锅和造型件.由此您可以
想象到当年御厨任务的广泛和多样: 那些大鳞鲆鱼形状的
盆子, 水盆, 芦笋盆, 欧利沃锅, 火焰锅, 这种锅的锅盖陷下
去一部分,可以放入滚烫的煤球, 用以制造出”上部火
焰”. 所有这一切都展示了非同寻常的奢侈.这需要近五
千人的宫廷侍从队伍来维持. 铜质造型件有数不清的种
类, 用于制作果冻、肉冻、 饼干、奶油甜品和法式牛轧
糖, 当然还有皇家空心蛋糕。它们让您深刻体会皇家甜品
厨房艺术。

5 卫生瓷器
1876年伊莉莎白作为奥地利皇家第一位成员按照今天的
水平布置了一个她自己的洗澡间, 在此之前, 皇宫没有一
个现代意义上的洗澡间. 就是在这以后, 大部分的宫廷成
员还是只能够使用洗脸盆,水罐,洗脚盆,剃须盆,肥皂盒,夜
壶诸如此类的卫生用具. 这些洁具都是不统一的,大部分
是白色瓷器,带有金边和金色雄鹰.
6明佟瓷器系列
一个非常特别的是那一套非同寻常的英国餐具系列, 这是
皇后伊莉莎白为了沃芬湖的狩猎宫而送给皇帝弗兰茨·
约瑟夫的礼物. 这套1870年的餐具是由威廉·科勒曼设
计的, 展示了在自然状态下的昆虫,鸟类,海鱼和植物.
7大朱红系列

铜是那个时代在贵族和大户人家普遍使用的厨房器皿.它
的好处在于能够很好的导热,坏处是遇到酸性食品会产生
有毒的绿铜削, 所以必须将器皿镀锌, 而且还必须时常检
查锌面有无破损之处.

皇家银器馆最具意义的瓷器系列毫无疑问首推大朱红系
列. 最早, 这套法式镀金艺术的主题部分包含了四十套餐
具. 1850年维也纳银器匠人将其扩展为140套. 如今, 这套
富丽堂皇的瓷器系列总共由4500件构成, 重量超过一顿.
其材料是火度金银, 因而用法文的”大朱红”来称之.

3旧银器馆,各式各样的全套餐具,银质刀叉

她的历史也是很有趣的. 这段历史和拿破仑起伏跌宕紧密
相关. 订做这套瓷器的人很可能是拿破仑的继子欧根波豪
莱. 那是1808年，由巴黎的金匠匠人马丁居酪·毕昂莱
和米兰的金匠匠人欧结里奥·布鲁萨制作. 这套瓷器是为
米兰的宫廷定做的, 波豪莱与1805至1814/15年在那里任
副国王。

在旧皇家银器和宴会馆的第一个房间里, 还有帝国时代遗
留的橡木展示柜。您会看到老维也纳式, 匈牙利式和波西
米亚式全套餐具中单件或者部分的器皿, 以及例如来自波
西米亚的白金卫生瓷器.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来自维也纳罗布迈尔店美丽的杯具系
列,具有各种各样的打磨样式.那些绿色的杯子是专门用来
喝莱茵河葡萄酒的.
在居于房间中间的展示柜里陈列着皇家银器刀叉.今天的
国宴还会用到它们. 还在1837年以前, 第一套大型餐具由
斯特凡·迈尔霍芬提供. 之后的订单就给了后继公司迈尔
霍芬和科林阔系.最终给了皇家供货商约瑟夫·卡尔·科
林阔系.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在刀叉边缘的装饰,这是直到今
天还深受人们喜爱的“小提琴弓和丝线花纹”.
4皇家织物, 国宴餐具布置
在中间的展示柜里展出了来自皇家衣物馆的物品.
直到1872年,皇家家用的织物都是用不同的图章和黄色来
做记号的, 而后来才在织物上绣上了字母和皇冠.
以前洗浴用的衣物和床单都只用白色细腻的亚麻布. 直到
十九世纪末才增加了凸纹织物的毛巾, 后来也有了英国毛
巾布.

在制作完成之后这套瓷器被运往了米兰.而这时拿破仑已
经被推翻, 棱巴多-威尼斯王国被划归了奥地利. 根据维也
纳国际会议的决定，弗兰茨皇帝必须从欧根波豪莱那里
买下这套瓷器. 为了庆祝他的第四次婚姻, 迎娶卡洛琳·
奥古斯特, 他让人于1816年把这套餐具运来维也纳.在此
之前,把餐具上刻有拿破仑作为意大利国王的徽章铲除掉,
换上了皇帝弗兰兹一世的徽章。
8维也纳宫廷宴会银器
在以前皇家银器和宴会馆的最后一个房间,在中间的展示
柜里陈列着小银盘,大银盘,银质碗,平底锅和大盖碗. 由此
您可以想象出每天使用银器的数量.纯银的器皿印有皇家
徽章, 其简洁与低调更显雅致, 让人印象深刻. 如此巨大数
量的银器器皿告诉人们,在维也纳宫廷就餐时只用金银器
皿.很久以来瓷器只有在上汤和上甜品时才使用, 从1710
年后也用欧洲生产的瓷器.所有其它的食品都一如既往用
银盘. 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私人宴会上才开始使用瓷
器。

在靠边上的陈列柜里保存着镀金的桌上饰品: 鼓圈小架子
是给甜品的,镀金铜架源自法国的宴会装饰,这个您后面将
会见到。
9国宴餐具布置
这个历史上被冠以“宫廷式样”的宴会餐具布置就是在
帝国结束以后,直到2000年的国宴还在使用.这套餐具来
自维也纳陶瓷厂. 以前在宫廷宴会时作为餐盘使用的银盘
在共和国被降低为底盘使用. 餐盘是在共和国被称作“国
事访问餐具系列”的瓷器，白底带有点状装饰的柔弱金
边和一个黑红金色的双头鹰. 其技术上的特别之处是于
1855年新发明的平版金色和多色印刷, 由此印刷技术将
装饰印在瓷器上.手工绘制从此被更加合理化系列生产所
取代.
约瑟夫·卡尔·科林阔系的银器刀叉和罗布迈尔公司的
杯具完善了国宴餐具布置。
给餐具布置加冕的就是餐巾布了,它被叠成很富有艺术性
的”皇帝叠法”,在餐巾布的每一个空间里糕点都会找到
栖身的位置.这种叠法的餐巾布只允许在有皇帝出席的宴
会上使用. 而且如何叠法是个保护得很好的秘密, 只能口
授给选出来的工作人员. 就是今天, 这种叠法的餐巾布也
只能够在国事访问时，供加冕过的首脑和总统们使用。
而且, 只有两个人知道这种叠法的秘密 - 并且保守这个秘
密。
10伊莉莎白, 旅行 米拉马雷餐具系列
在希腊的科夫岛上有一座名为”阿奇蕾虹”的别墅。这
是为皇后伊莉莎白建造的。 她乘米拉马雷号船去岛上。
在这艘游艇上有一套用阿尔帕卡银专为皇后特制的宴会
器皿和刀叉.也就是说用镀银的金属制作的餐具. 这一套
餐具的外形在1890年时是很普遍的。餐具由位于博恩多
夫的阿图尔克虏伯金属加工厂制作。唯一与众不同显示
其高等身份的是一个刻有带皇冠的海豚徽章。 在陈列柜
的后部您可以看到其他的物品, 它们都刻有那个有名的海
豚,它成为了所有皇后在希腊逗留期间要使用的物品的“
标志”。

12洗脚礼
在宫廷里有一个几百年来的传统,皇帝和皇后每年在绿色
星期四给12位男士和12位女士洗脚。这是为了纪念基督
给门徒屈辱洗脚的历史故事。
这一仪式让那些年迈贫困的人来参加。在经过仔细的体
检和彻底的洁身之后, 他们在绿色星期四这天出现在皇
宫。在真的洗了脚和吃了传统的斋饭之后, 这些被选出来
的人们将得到如下的礼物: 一个陶制的装满白葡萄酒的有
盖的杯子, 一个有双头鹰和年份标志的银盘, 食物和一个
装了30个银币的袋子, 这些银币是基于出卖耶稣的犹大
的银币的故事。
这两套金洗手盆是奥格斯堡最好的银匠在18世纪制作
的。在为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举行洗礼时，在公共宴会上
举行洗礼时和在复活节的洗脚礼上, 都会用到它们。
13哈布斯堡家族全套餐具
以前以“拉格什全套餐具”命名的甜品餐具是在1824年
为大公爵弗兰茨·卡尔与巴伐利亚国王的女儿索菲举行
婚礼而在维也纳陶器厂订做的,也就是以后的皇帝弗兰
茨·约瑟夫的父母。
在18世纪末弗兰茨一世皇帝,也就是新郎的父亲,下令在
离维也纳不远的拉格什为皇家修建了夏宫弗兰堡,并把它
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纪念碑一样加以装饰. 用与真人一样
大小的雕塑,再加以绘画,徽章和玻璃窗户对家族历史大加
赞扬。
王朝思想,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一样,也延续到了宴会餐具
上。 除了徽章和以前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以及他们贵夫
人的肖像,还用了六十个所谓的“废墟盘子”, 上面分别
画着多瑙帝国的城堡和宫殿, 以此来补充浪漫的回顾。
宴会餐具装饰的新哥特样式也让人清楚地想到那些保存
圣人遗骨的匣子,弥撒杯子和其它宗教用具。在1806年圣
神德意志帝国瓦解之后, 弗兰兹皇帝就试图将德意志皇帝
宗教上的损失抵消掉,并将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性和延续
性在新的奥地利帝国中加以合法化。 这样一来,即便是那
些印有先祖头像的宴会器皿都要被赋予几乎是宗教礼拜
仪式的永恒特性。

11米兰式宴会装饰用具

14大公爵斐迪南·马克斯的宴会餐具

1838年, 为了庆祝费迪南皇帝戴上棱巴多-威尼斯王国国
王的桂冠, 人们订制了这套有纪念意义的米兰式宴会装饰
用具。 这是银器馆范围最广泛的总和, 把那些带镜子的
板块拼接起来可以达到30米长。 在中间那一块上面您可
以看到带有寓意的人物: 带有墙顶之冠和神话中丰饶角的
棱巴蒂娅和带有总督帽和马可狮子的威尼斯娅;在板块的
边缘变换着出现打着灯笼跳舞的守护神。

这套餐具是从特里斯特附近的米拉马勒宫运到维也纳来
到,也就是斐迪南·马克斯大公爵以前的官邸。 他成为以
后的墨西哥马克西米利安皇帝。 斐迪南·马克斯大公爵
是弗兰茨·约瑟夫的弟弟。 1854年他被任命为皇家海军
总指挥官。 1864年他接受了墨西哥皇帝的职位, 可是他
没有能够在他的新帝国取得成功。 他被共和党人贝尼
托·尤里茨俘获, 后者将他于1867年处决。有关这段历
史您在皇家居室会听到更多的解说。

当您矗立在这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宴会装饰用具面前,
尤其是,当它再用花卉,水果和小点心加以装饰的时候,您
可以想象出生动的皇家宴会的富丽堂皇. 宴会装饰用具的
分类和图案的布置是源于巴洛克宴会装饰的传统. 根据宴
会种类的不同选用上天的, 战争艺术的和爱情的不同元
素。

这套餐具是匈牙利海棱特瓷器厂的产品。 这家工厂最初
专门对中国的瓷器榜样加以复制。 1865年, 马克西米利
安皇帝为他在查浦特培克的官邸订制了这套餐具。这家
工厂的老板毛里茨·费舍尔被允许在1867年的巴黎世博
会上将这套餐具作为产品广告加以展示。 在展示完之后,
马克西米利安已经去世,所以这套餐具从来没有被运去过
墨西哥。

15图恩白金餐具系列
这套白金的餐具系列是1851年为斐迪南皇帝购买的。
他被老百姓取了个绰号 “好人斐迪南”。
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时他让位给他年轻的侄儿弗兰
茨·约瑟夫,然后移居到布拉格城堡，过着低调的生活,直
到1875年悄然辞世。
作为布拉格宫廷的新的配置,他在波西米亚克洛斯特勒的
伯爵图恩瓷器厂订制了这套白金餐具系列。
这套餐具的设计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人们普遍的品味在那
个世纪中叶发生了改变。更加强调毕德迈耶尔派严格清
晰的线条, 让步于一种柔软流畅的外形语言。 丰富的金
色装饰适合那种增长的展示贵族富丽堂皇的需求。 这一
点也在维也纳皇宫显而易见。
16 新法兰西式宴会餐具装饰
作为为1848年革命之后新登基的年轻皇帝弗兰茨·约瑟
夫的第一次新采购之一,就是1850/51年在巴黎订的所
谓“新法兰西式宴会餐具装饰”。
用包金的铜做成的餐桌装饰真是丰富多姿，在装饰上远
远超过了其它宴会餐具。巨大的多支烛架装饰繁琐,有卷
须和法式洛可可贝壳装饰。 上面玩耍的火鸡,跳跃的狩猎
动物和振翅欲飞的鸟儿把它变得活络起来。 一个这样大
小的宴会餐具装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年轻的皇帝弗兰
茨·约瑟夫定期邀请他的顾问和大臣们参加宫廷宴会。
在女大公爵索菲影响下,宫廷里回到了巴洛克和洛可可样
式的时代,尤其反映在皇家居室的家具设备上。在宴会餐
具上这种再贵族化就更是一发不可收。
17带绿色缎带的菜品和甜品餐具系列
这套带绿色缎带的餐具系列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送给玛
利亚·特蕾西亚的精选礼物。这是在损失惨重的继承人
战争之后奥地利和法国开始接近的一个信号。
穿在一起的绿色缎带成为餐具部分的主要装饰。它是按
照巴洛克式金匠工作来成型的。在这中间是根据弗兰索
瓦·布热的画描绘出的洛可可风格画面。 这些画展示出
爱情,诗篇,音乐,绘画和雕刻的寓意,包含了对从荷马到莫
里哀的世界文学的暗示。
这套餐具是众多极其漂亮出品中的一个出色的榜样, 它是
位于瑟吾的创建于1738年的王家法国瓷器厂制造的。 这
些瓷器是用一种特殊的有一点易碎的半熔瓷器块来成型
的,但是通过比较低的燃烧温度,它的颜色得以包含一种特
别光泽度。这套瓷器系列光芒四射的绿色是在此之前刚
刚开发出来。在给玛利亚·特蕾西亚的礼物上印上双图
案是唯一的一次使用该项技术。
18金色穗状大盖碗
1777年约瑟夫二世皇帝访问了他的妹妹, 法国王后玛利
亚·安东妮。在他回国时,他总共带回了500件珍贵的瑟
吾产的瓷器物品,这中间也有苹果绿瓷器系列和四件极美
的大盖碗,其中三件收藏于银器馆。
那只圆形的欧利欧大盖碗，它是为盛浓烈的汤准备的，
和那两个汤大盖碗站立在底座的四条弧形腿上。那个麦

穗结镀金装饰和画在圆形雕饰里面的水果,农产品,花,鸡
蛋,海鲜,但是还有花园里的设备和农田里的机器都无不向
我们展现丰收和在自然界卓有成效的劳作。

19叠餐巾布, 台布
充满想象力地来叠餐巾布是一个古老的,但是面临绝迹的
艺术。尤其在以前巴洛克时代,人们使用复杂的各种创新
的外形,有扇形,鱼形,贝壳形,天鹅形,鸭子形或者花瓣形的
餐巾布作为宴会装饰。只有在一个前提条件下可以成功,
就是餐巾布必须得用最细腻的亚麻布做成并且有一定的
大小。为此，合适的皇帝餐巾布就有一米乘一米见方。
我们还有很多17世纪的有关这项艺术创新的模型。
20黄金系列
黄金系列是皇家宫廷最富丽堂皇的瓷器系列了。所有这
套为十二个人准备的宴会瓷器系列的单件物品都是刷上
了抛光的金子,部分的还在内层和底部都镀了金。那些细
腻无光泽金的装饰图案是按照古代装饰物图案做成。
黄金系列是维也纳陶瓷厂的典范之作,完成于1814年。购
买这套瓷器是出于急迫的需要。在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中
那些常用黄金器皿都被溶化, 做成了金币。当弗兰茨皇帝
1814年在巴黎逗留期间签字决定一个大型欧洲列强的国
际会议将在维也纳举行时,人们在维也纳陶瓷厂订购了这
套瓷器。这样一来,至少在公开的宴会上看起来还有一套
替代被做成金币的黄金系列。
21麦森系列
1710年在麦森成立了欧洲第一家 - 很长时间以来也是最
好的 - 陶瓷厂。 麦森系列产生于1775年,以绘上各式花卉
为主。其样式是一个很好的”巴洛克经典主义”的例
子。当大肚的带水果形状把手的大盖碗看起来还是属于
巴洛克时代, 镂空的果篮就已经带着一种对古代样式的偏
好过度到经典主义了。
22旧法兰西式宴会装饰
这套旧法兰西式宴会餐具装饰是于1838年为庆祝斐迪南
皇帝在米兰就任棱巴多-威尼斯王国国王而在巴黎订做
的。只是人们并不知道谁是制造者。在宫廷里人们通常
对在国外的大宗采购三咸其口或者通过最高宫廷管家来
进行，为的是不冒犯那些维也纳的艺术手工匠人们。

案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在金色边纹之
间客人们看到火焰喷射的火山，冰冷的冰川或者让人印
象深刻的维也纳建筑 – 每一个盘子都有三幅反映奥地
利，瑞士和意大利城市景观的绘画，它们都是根据旧时
版画样品由最好的瓷器画家们画上去的。这一工作耗时
五年。
24新法兰西式宴会装饰的甜品圈
在主厅你看到陈列着“甜品圈”，镀金铜质宴会装饰。
在它的上面放上小甜品，用以装饰皇家宴会。它们是属
于年轻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新法兰西式宴会装饰。
25亚历山大·冯·罗特林根/伊万里瓷器
银器馆非常感激卡尔亚历山大·冯·罗特林根公爵为银
器馆提供的1700年代左右，有趣和广泛的东亚瓷器收
藏。
卡尔亚历山大是弗兰茨·斯特凡皇帝的弟弟，斯特凡皇
帝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丈夫。他於1744年娶了玛
利亚·特蕾西亚唯一的妹妹玛利亚·安娜。婚后这对年
轻夫妇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卡尔·亚历山大担任荷兰
总督。他忙于收藏活动，这也使得他负债累累。在他去
世之后，他的侄儿约瑟夫二世皇帝成为他的遗产管理
人。约瑟夫二世在布鲁塞尔拍卖了卡尔·亚历山大大部
分的收藏。而这珍贵的伊万里瓷器终于来到了维也纳宫
廷。
在收藏的瓷器中，有一些出现东亚和欧洲文化有趣的共
生现象。那些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欧洲的银匠们
掌握了它们，并把它们转为宫廷所用。用银器安装起来
的盘子和桶都属于这一类型。画上去的蓝色，红色和金
色展示出那一段时期日本瓷器的颜色特点。这一阶段的
瓷器是按照出口港口伊万里来命名的。

28英国的甜品餐具系列 明顿
这套英国明顿陶瓷厂的甜品餐具系列是1851年伦敦世博
会上的亮点之一。这套由116件餐具组成的瓷器系列因
为它唯美的制作而获得最高奖赏。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购
买了这套餐具系列，作为友好的礼物，她送了其中一部
分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那件装饰着没有上釉的软瓷人
物塑像和用于盛英式鸡蛋奶油汁的小杯子的易碎艺术品
在奥地利宫廷里从来就没有被使用过。这些材料是如此
脆弱，使得人们都无法按照原定目的使用这些奢侈品。
在此，银器馆的参观就此结束了。请您进入霍夫堡皇宫
主楼，茜茜博物馆以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和伊莉莎白
皇后的历史性居室在期待着您。
29皇帝楼梯
皇帝楼梯装饰有富丽堂皇的石灰大理石和镀金铜质花
瓶，经过这里您就像当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一样来到
了主楼层。
霍夫堡皇宫六百多年来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官邸，也就
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除了作为政府所在地和行政管
理中心的功能，霍夫堡皇宫主要是皇室家庭成员冬天的
居所。从十八世纪开始，整个宫廷夏季大部分时间都在
美泉宫度过。

宴会瓷器装饰中一个岩石风景式样的估计是出自一位维
也纳的银匠之手。通过银质树干上的孔飘出香气四溢的
烟。用中国珐琅做成的水果也藏着芬芳的香料。
26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餐具
这套餐具的保留使得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完全个人的
用具得以保存下来。这其实就是专门为她定做的，她本
人使用的餐具，陪伴着她去到各地。这套餐具是由一把
刀，一把叉，一把分菜叉和一只调羹组成，再有一个小
鸡蛋杯，一只带吸管的蛋勺和一个小盐罐。这套餐具是
纯金打造，完成於十八世纪中叶。

这套餐具是由镀金的铜构成。右面角型的镜面盘面在夜
间反射出烛台上的亮光。人物造型装饰和柔软弯曲的卷
须给人以高雅奢侈的印象。

而到了十八世纪末才开发出关闭式的宴会餐具，可以供
12人,24人，36人使用。数量的多少由有多少旅行跟随
者来定了。这种统一式样餐具系列替代了那些皇室家庭
成员个人各自使用的随身餐具。

23全景盘

27维也纳宫廷宴会银器餐具系列

在麦森之后，1718年在维也纳创立了欧洲第二家古老的
陶瓷厂。瓷器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昂
贵收藏品，但是除了在甜品这一道菜之外，还上不了皇
家宴会的桌面。 它在1800年时终于进入宫廷，这还要归
功于战争时期将皇家宴会银器器皿都做成了银币。

从过去的时期几乎没有保留下什么宫廷宴会银器餐具的
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只要出现过度使用或者不再时髦
了或者所有者出现资金短缺，那么宴会银器餐具随时会
被严格的熔化掉，然后再重新加工。而在十八世纪熔化
餐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和拿破仑的战争，为了给战争提
供财政支持几乎奥地利所有银器都被熔化了。即便是宫
廷银器也不列外，亦为战争做了牺牲品。
于是，人们用瓷器餐具系列来替代了银器餐具。

1803年弗兰茨皇帝为皇家宴会定制了120件包罗万象的
瓷器系列，其中60件带画的甜品盘和24件在质量上可以
说独具一格作为汤盘的“全景盘”。为此所选的绘画图

到了1830/35年，人们才慢慢开始购买宫廷宴会银器餐
具。斯特凡·迈耶赫芬得到了订单，后来迈耶赫芬和科
林柯西以及J.C.科林柯西补齐了这套餐具系列。在弗兰茨
约瑟夫皇帝和巴伐利亚的伊莉莎白公主於1854年的婚礼
之后，这套餐具增加了很多内容。

© Schloß Schönbrunn Kultur- und BetriebsgesmbH,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