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索基納
純粹美麗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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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地區順著捷克中部連綿起伏的捷克摩拉維亞
高地鋪展開來，因其保存完好的自然遺產，乾淨的生
活環境和豐富的歷史古蹟，令觀光客為之著迷。該地
區有捷克主要交通幹道D1高速公路穿越其間，交通相
當便捷。

遊客在這裡可以拜訪的三個
城市，擁有著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
景點，稀疏靜謐地點綴在居
住地區的鄉村與小城，受保
護區域和眾多自然保護區，
以及熱情好客的當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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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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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地區地勢綿延起伏，某些地方海拔超過 800 公尺。最高峰為
位於伊赫拉瓦丘陵的亞沃詩采（837公尺), 後頭則是稍低一點的日賈爾
丘陵九岩山峰（836公尺)。

維索基納地區的自然遺產是由日賈爾丘
陵受保護區域、鐵山山脈，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莫海諾蛇紋石草原、大犬牙山以
及眾多自然保護區所組成。

丘陵地區裝飾著許多瞭望塔，其中最古
老的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維索
基納的一大特色，乃是距離當地市中心
不遠的各個小村莊。維索基納的度假時
光，往往與鄉村田園生活密不可分，眼
前的一切彷彿專為休閒放鬆，以及全然
跳脫忙碌的生活而存在。

維索基納地區的大都市首推曾經開採過
白銀的伊赫拉瓦，為捷克最古老的採礦
城市。這裡僅有5萬居民，其他城市則
更小，居民由1到4萬不等。其餘地區
並散落著一些村莊。

保存完好的景觀，使維索基納成為環境
最健康的地區之一，據統計，這裡居民
的平均壽命比捷克其他地區更高，因此
成為理想的療養及假期休息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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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的文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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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三個城市，連接成一個
三角形裝飾著維索基納。您可以在特爾奇找到，同被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中心和城堡；位於薩紮瓦河畔
日賈爾，綠山上的聖約翰  . 內波穆克朝聖教堂；在特熱比
奇，則可看到聖普羅科皮烏斯大教堂以及有著公墓的猶太
區。

這三個城市不僅宛若為歷史愛好者和建築愛好者而存在，
而且也為徒步旅行者、親子家庭提供很多的便利。三個城
市相距僅35至70公里, 可在一天內完成參觀旅遊。

維索基納地區擁有大量的文化古蹟，尤其是城堡，宮殿和
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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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綠山上的聖約翰 . 內波穆克朝聖教堂
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名錄。

教堂被認為是桑蒂尼作品的登峰造極，展示出超越當時建築常規元素的永
恆之作，五角星形的外觀令人印象深刻。新一代的現代博物館映照出朝聖
地的歷史，在綠山的宮殿裡並有以互動元素取勝、獨特體驗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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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紮瓦河畔日賈爾

KORESPONDANCE 場域特定藝術節： 
2020年7月17日–19日，
www.korespondance.cz

國際當代舞蹈節、
國際移動劇院節、
國際新馬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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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奇

歷史中心
199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名錄。

這個風景如畫的小鎮，位於捷克摩拉維亞山地的中部，距奧地利邊境30公里，地
處布拉格、維也納的中間，吸引眾多遊客在此流連忘返。獨特的聯排房屋讓遊客
觀賞接觸到近千年的建築風格。獨特且保存完好的建築群，當中包括一座居於主
要地位、文藝復興時期的宮殿。因市中心被擁有人工湖系統的公園所環繞，特爾
奇也被譽為「摩拉維亞威尼斯」。

赫拉德茨的紮哈裡亞斯和華倫斯坦的凱薩琳歷
史慶典:  2020年8月14日–15日 
www.telc.eu

特爾奇的歷史慶典，已成為城市行事曆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也令人懷想起赫拉德茨的紮哈裡
亞斯，以及昔日他在泰爾奇所留下的建設與帶
來繁榮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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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奇的地下
大量城市居民的房屋和宮殿區底下
的中世紀地窖，共同形成一個龐大
的地下區域；由錯綜複雜的走廊相
連，目前向公眾開放的區域長約
150公尺。透過互動娛樂的教育展
覽，呈現出特爾奇與其周圍環境，
以及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時刻。

在兩個門之間： 
2020年7月10日–11日
www.telc.eu

復古汽車、紀念1939年以前製造的車輛，在歷
史悠久的廣場上，舉辦車輛展覽以及其他相關
的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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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熱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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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普羅科皮烏斯大教堂以及附
設公墓的猶太區
分別於2003年、201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
文化和自然遺產名錄。

建於第一座哥德式風格大教堂開始向天空聳立的時期，
聖普羅科皮烏斯大教堂為歐洲重要的中世紀建築瑰寶之
一。教堂東面有一個地下墓穴，堪稱大教堂最有價值的
部分。原本是天主教本篤會修道院的瓦倫斯坦宮殿，也
是世界遺產名錄裡特熱比奇古蹟的一部分。現今特熱比
奇在此設有維索基納博物館。

在深具權威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單上，以色列境外猶
太文化的唯一證據就是猶太區，這裡即為整個歐洲倖存
的少數猶太區之一；整體由123套房屋組成，包括舊猶
太教堂、新猶太教堂、貧民窟、市政廳、猶太教牧師辦
公機構，以及醫院和學校。特熱比奇猶太遺產的最後一
個組成部分，為面積11,772平方公尺的墓地，也是捷克
最大的猶太公墓之一。猶太區、猶太公墓和聖普羅科皮
烏斯大教堂，三者不僅串連出獨特的建築和城市價值，
亦成為中世紀至20世紀基督教與猶太文化緊密共存的獨
特範例。

復興的猶太城市, Šamajim節： 
2020年7月17日–19日
www.samajim.eu

文化和歷史慶典讓猶太區恍若回到第一
共和國時期。

三個披肩慶典: 
2020年8月21日–23日
www.visittrebic.eu

為期三天的歷史性節日。慶典活動包括
古代遊行、騎士戰鬥、音樂會及焰
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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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的玻璃製造業

捷克的玻璃工藝在全世界一向享有盛名，來
自維索基納的玻璃製造工匠，在一些舉世聞
名的展會上，肩負起宣傳推廣的工作，憑藉
玻璃廠與本身熟練的手工藝，公開展示捷克
原創的玻璃工藝產品。
維索基納的玻璃工藝至少有長達四個世紀的
歷史傳統，當地的自然資源，無疑為發展玻
璃工藝提供最佳的條件。茂密的森林為冶煉
廠提供充足的燃料，生產玻璃所需的石英岩
也相當常見。

迄今為止，維索基納一直保有大型企業、獨
立藝術家兩者為代表的廣泛生產範圍。目前
的產品包括透明、切割與上漆的玻璃，以及
照明設備、彩色玻璃、熔融雕塑作品等。

Bomma, Brokis 乃至凱撒波西米亞水晶公
司，均生產獨創、設計款式的高品質玻璃，
被年輕一代的玻璃製造師、設計師，視為一
展本身才華最理想的地方。。

如今維索基納的小型製造商，專注於打造出
兼顧精湛手工藝、自由藝術理念的設計型玻
璃製造品牌——例如位於薩紮瓦河畔日賈爾
附近、卡爾洛瓦的 AGS 雅洛斯拉夫 . 斯沃博
達玻璃廠，或位於普利比斯拉夫的 Valner 藝
術玻璃工作室。KRYF 玻璃廠為傳統套色、透
明鉛晶體的生產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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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1.  達詩采歷史玻璃廠
2.  薩紮瓦河畔列德奇城堡
3.  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宮殿
4.  凱撒波西米亞水晶
5.  AGS 雅洛斯拉夫 . 斯沃博達玻璃廠，
      卡爾洛瓦
6.  摩拉維亞新城霍拉柯博物館
7.  波西米亞水晶，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
8.  Bomma, 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
9.  水晶魅力, 奧克魯赫利采
10. Merry Crystals, 安東尼的礦井
11.  黃金——水晶, 梨珍珠
12.  Brokis，揚泰恩玻璃廠
13. AGC Fenestra, 摩拉維亞布捷約維采
14. Valner 藝術玻璃工作室, 普日比斯拉夫
15. Františka Nováka 玻璃廠, 多布羅寧
16. Škrdlovice 玻璃廠
17. KRYF 玻璃廠, 伊赫拉瓦附近紅色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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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詩采歷史玻璃廠-捷克國家文化古蹟
Tasice 1, Bělá – Tasice, 584 01 Ledeč nad Sázavou, www.sklarnatasice.cz

此一始於18世紀末的獨特玻璃展
覽館，擁有中歐最古老、且保存
完好的玻璃廠之一。定期進行現
場玻璃製作示範、玻璃展覽會、
講習班。透過導覽，遊客將可瞭
解建築群的歷史，以及玻璃生
產、切割技術。 展覽館同時也設
有捷克玻璃藝品店。

薩紮瓦河畔列德奇城堡
Hradní 701, 584 01 Ledeč nad Sázavou, www.hrad-ledec.cz  

維索基納新設立的玻璃博覽，將
引領參觀者瞭解從16世紀起至
今，在捷克摩拉維亞高地維索基
納地區玻璃製造的歷史與藝術
發展。

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宮殿
Zámecká 1, 582 91 Světlá nad Sázavou, www.zameksvetla.cz 

歐洲歷史玻璃展品來自布拉格藝
術工業博物館的館藏，包含一千
多件作品，主要為巴洛克時期至
19世紀末，捷克與歐洲玻璃製造
商具代表性的玻璃產品。經過修
復、擁有瀑布式水池的英式城堡
公園，也相當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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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維亞新城霍拉柯博物館
Vratislavovo nám. 114, 592 31 Nové Město na Moravě, www.nmnm.cz

除長期展示維索基納地區著名玻
璃廠的玻璃藏品，並可在博物館
參觀鐵匠鋪、20 世紀 30 年代初
期教室，以及關於滑雪板生產與
滑雪發展的民間文化展覽。。

AGS 雅洛斯拉夫·斯沃博達 玻璃廠
Karlov 31, 591 01 Karlov, www.ags-svoboda.cz

在雅羅斯拉夫·斯沃博達教授的
帶領下, 自1990年起在卡爾洛瓦
出現眾多獲得捷克國內外獎項的
個人設計作品。玻璃廠的玻璃產
品為手工製作，遊客可參觀玻璃
廠並現場觀賞玻璃製造工匠的工
作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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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is 設計師燈座

製造玻璃的維索基納
4月12日–5月10日 伊赫拉瓦城市公園

維索基納區域的玻璃廠，藝術家與玻
璃製作學校的專業玻璃展。伴隨登場
的其他節目將在5月10日進行，包括
海倫應用藝術學校時裝秀，以及出自
維索基納眾位藝術家之手，玻璃飾品
的相關介紹。

當代玻璃製造-設計與創意玻璃展覽 (I-CULT*)
5月21日–8月30日，
OGV 伊赫拉瓦，馬薩里克廣場

維索基納區域的玻璃廠，藝術家與玻璃製作
學校的專業玻璃展。伴隨登場的其他節目將
在5月10日進行，包括海倫應用藝術學校時
裝秀，以及出自維索基納眾位藝術家之手，
玻璃飾品的相關介紹。

令人著迷的宮殿花園
5月30日–31日 ，薩紮瓦河畔日賈爾宮

殿 宮殿裡開放花園的傳統週末，與玻璃
展、玻璃展覽佈置相得益彰。

維索基納常設展會的玻璃廠 (I-CULT*)
6月2日，薩紮瓦河畔列德奇城堡

新近設立的永久性互動式維索基納玻
璃製造博覽會，將引導參觀者瞭解捷
克摩拉維亞高地玻璃製造的歷史與
藝術發展。

Bohemia Machine 
公司玻璃切割研討會和開放日
6月5日–6日 Bohemia Machine 公司、
工業藝術學院與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高中  

展示捷克、外國玻璃切割工藝，玻璃行業
講座與講習班。

宮殿玻璃日
6月6日，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宮殿

院子裡將有一個玻璃市集、藝術工作
坊，宮殿內將展示玻璃製品、玻璃藝
術家的產品。相關的系列活動尚有
美食節，並宣佈「切割研討會」的
結果。

2020 玻璃之年活動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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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賈爾現代玻璃
6月12日 –8月 30日，
摩拉維亞新城霍拉柯畫廊

展覽輔以針對小學的教育計畫，常設
雅洛斯拉夫·斯沃博達的作品展。
結果。

薩紮瓦河畔列德奇城堡的玻璃朝聖
6月27日–28日， 薩紮瓦河畔勒德奇

傳統的古捷克朝聖之旅，本次主題聚
焦於為玻璃製造工匠。包括玻璃工
藝、玻璃熔爐展示，以及一系列豐富
的維索基納玻璃製造永久展覽。

雅各玻璃廠的現場手工玻璃製作
7月4日 、 7月18日、8月 1日、8月15
日 達詩采

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國際玻璃研討會
作品展覽
7月3日 –8月30日 ，
維索基納哈夫利切克 . 布羅德博物館

聖誕裝飾品製作開放日
8月22日 ，上布拉德洛

遊客可參與整個生產過程，包括吹、
塗、鍍銀、潤濕、裝飾飾品。

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學院雙年展
9月25日–26日 薩紮瓦河畔斯維特拉

學院學生以及位於索菲亞（保加利
亞）的合作院校近兩年的的最佳作品
展。週六並有包括專業工作室、玻璃
廠的開放日。

展覽在跨境合作計畫資助的 ATCZ59 國際文化平台 I-CULT 
項目內舉行 INTERREG V-A 奧地利-捷克共和國。
(請參閱以前的手冊中的照片，Brokis、Bomma 等，
玻璃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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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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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與精心製作的家庭美食，兩者堪稱相輔相成、彼此
輝映。新鮮的當地食材為製作當地傳統佳餚的第一步。
維索基納的氣候對馬鈴薯的生長相當有利，因而享有馬鈴薯
重要產地的盛譽。當地許多慶祝豐收的活動即可證明，人們
也為此一頗具傳統的農作物而深感自豪。
維索基納地區洋溢著鄉村特色，擁有許多農場。在遊覽期
間，旅客將可體驗到當地勤勞民眾的熱情款待；並在此品嘗
到純天然製作的新鮮牛奶或山羊奶，以及乾酪、雞蛋與肉
類。

為慶祝11月11日的聖馬丁節，人們烹飪傳統食物：烤鵝配上
饅頭片、酸白菜，並佐以捷克啤酒。遊客絕對不可錯過此一
難得的美食體驗。

啤酒廠
維索基納擁有歷史悠久的啤酒釀造傳統——最早的啤酒廠歷
史可以追溯到14世紀初，至今仍然相當盛行。近年來已經興
建許多新穎、成功的微型釀酒廠。例如在達萊希采、特熱比
奇或者熱利夫修道院，均可品嘗到此一香醇的金色飲料。

聖馬丁盛宴：整個維索基納地區： 
2020年11月11日

屠宰節
3月6日–8日，
肉排品嘗節: 5月30日, 燉牛肉節2020年
4月24日–26日，達萊希采啤酒廠
www.pivovar-dalesice.cz

歡迎來到釀酒廠品嘗傳統道地的捷克風
味，尤其不可錯過已經釀造400多年的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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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的活動
維索基納地區有許多文化、體育活動，當中一
些活動的影響範圍，遠遠超出當地乃至整個捷
克。例如伊赫拉瓦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亞羅梅
日采彼得．德沃斯基音樂節，或2000年為紀
念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特別創辦的
「Mahler 2000 音樂節」。

馬勒 伊赫拉瓦—千首音樂:

2020 年 5 月 18 日 – 7 月  7 日，伊赫拉瓦
www.mahler2000.cz
為與伊赫拉瓦有關的古斯塔夫·馬勒創立的國
際古典音樂節

歷史慶典 Barchan:

6 月 19 日–22 日，耶姆尼采
www.barchan.cz
為期三天的耶姆尼采傳統慶祝活動自1713年起
開始舉辦，現已被寫入捷克非物質傳統民間文
化遺產清單。

與瓦茨拉夫·胡德切克一起參加的音樂節:

2020 年 5 月 29 日–31日，特熱比奇
www.visittrebic.eu
小提琴演奏家瓦茨拉夫·胡德切克主持的古典
音樂節。音樂節在宮殿的庭院、聖普羅科皮烏
斯大教堂舉辦。

彼得·德沃斯基國際音樂節：

2020年8月1日–15日，羅基特納河畔亞羅梅
日采, 達萊希采, 瓦萊克, 杜科瓦尼, 特熱比奇
www.arskoncert.cz/mhfpd/cz/
在維索基納的城堡及其花園的美麗景色中登
場，因一位重要的歌劇演員而命名的音樂節
慶。不僅在古典音樂，並在明星表演方面帶來
全新的體驗。

24. 伊赫拉瓦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2020 年10月27日 – 11月1日，伊赫拉瓦
www.ji-hlava.cz 
慕名來到伊赫拉瓦的觀眾將欣賞超過兩百部電
影，其中許多作品為全球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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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的夏天

維索基納屬於那些一心遠離四處擁擠
的熱鬧城市，尋求放鬆與寧靜的人
們。優美的自然環境，為各種休閒活
動、運動及戶外活動提供極佳的條
件。美麗的風景與超過三千公里具有
標記的遠足路線，以及超過2.5公里
的自行車路線共同形成的密集網路，
把三者緊緊地交織在一起。

對於較為熟悉當地環境的人
們，也可因地制宜、進行更多
的選擇，親子家庭可在較為和
緩的斜坡，眺望遠處景色。在
炎熱的天氣裡，大量的水池有
助於降溫，當中最大的水池為
風帆、遊艇愛好者的天堂，水
庫則是進行水上運動、釣魚的
理想之地。

世界盃山地自行車： 
2020年5月22日–24日, 
維索基納競技場，摩拉維亞新城
www.mtbnmnm.cz

在摩拉維亞新城，每年都會舉辦自行車
比賽季。世界山地自行車盃吸引全球最
佳的自行車手，來到維索契納競技場參
加為期三天的活動，由野外淘汰項目揭
開序幕。緊接著登場為越野風格的週六
盃，最後一天的世界盃，則在男女選手
主要類別的項目中達到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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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多數運動員、愛運動的遊客來說，冬天來到維索基納的原因，莫過於數
十公里長、整齊的越野滑雪道，尤其是摩拉維亞新城中的冬季兩項地區。
這裡每年都為降速滑雪的愛好者，準備三十個不同難度的滑雪場地。緩坡特別
適合親子家庭、滑雪初學者及中級滑雪者。因其價格實惠，等待時間短，堪稱
相當友善的滑雪環境，遊客在維索基納可享受到，宛若大型高山滑雪勝地般的
非凡體驗。

冬季兩項世界盃： 
2020年3月5日–8日，
維索基納競技場，摩拉維亞新城
www.biathlonnmnm.cz

摩拉維亞新城的維索基納競技場不僅因山地車比
賽而著稱，且以領先全球的越野滑雪、冬季兩項
比賽而聞名。

維索基納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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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奇和羅埃泰恩
請駐足於位居布拉格、維也納中間的特爾奇，一座水上的神奇小城，人們稱之為「摩拉維亞的
威尼斯」。一排排色彩鮮豔且裝飾精美的房屋，構成捷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1992年，特爾
奇的歷史中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寫入世界遺產名錄。整個赫拉德茨的撒迦利亞廣場，到處都
可見到14世紀色彩繽紛的聯排房屋。每座房屋均刻劃出文藝復興、巴洛克式建築的細膩獨到
之處。廣場的北部被文藝復興時期的宮殿與聖雅各教堂所環繞。登塔之後，將可欣賞到廣場、
宮殿花園，以及城市周圍相鄰池塘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美景。特爾奇與相距不遠、位於自然保護
區中間的羅埃泰恩城堡，兩者可排在同一個參觀行程。城堡的地標為一座高45公尺、六角形
的哥德式塔樓，登高望遠視野開闊、可達數十公里，天候條件理想時，甚至可以看到阿爾卑斯
山。2018年起，城堡中可觀賞兩個有關狩獵與狩獵歷史的新展覽。

特熱比奇和達萊希采水壩
特熱比奇位於伊赫拉瓦河谷維索基納地區的東南部，其歷史可追溯到1000年前，與本篤會修
道院的建立有關。特熱比奇的獨特之處，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古蹟。
徜徉在維索基納東南部，既可搭乘郵輪沿著達萊希采水壩欣賞迷人的風光；也可以在水壩上嘗
試其他各類活動，例如單人、雙人皮划艇或立漿衝浪。
附近理想的休閒場所為達萊希采啤酒廠，是一處不僅提供典型的捷克美食，也能住宿的傳統啤
酒廠。

熱利夫修道院和薩紮瓦河畔利普尼采
熱利夫修道院距離 D1 高速公路不到 10 公里。
熱利夫的普蕾蒙斯特拉森修道院為國家文化古蹟、知名的朝聖地，也是國內外遊客傳統旅遊的
必訪之地，在此可擁有精神上的平和、身體上的憩息。修道院可提供住宿，並擁有啤酒廠、
餐館、森林、田野、池塘，以及由捷克著名建築師揚 · 布拉澤伊 · 桑蒂尼在 18 世紀初大火
後，重建的聖母瑪利亞降生教堂。位於修道院餐廳旁邊的啤酒廠，參觀時可品嘗未經巴氏殺
菌、過濾的傳統啤酒。若想待上更長時間，在此享受平靜優美的大自然，則可下榻昔日修道
院住持居住的古老翼樓。在薩紮瓦河畔利普尼采，遊客可見到一座始建於14世紀初、不朽的
利普尼采中世紀城堡；包括一個哥德式教堂與寬敞的地窖，內部並設有一個考古展覽。由城
堡最高處可飽覽周圍地區的美麗景色。薩紮瓦河畔利普尼采附近有大量的花崗岩採石場，雕
刻家在牆壁上創作三公尺長的耳、口、眼浮雕，成為國家竊聽紀念碑。與薩紮瓦河畔利普尼
采相關的重要人物，包括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謝克──舉世聞名的《好兵帥克歷險記》一書
的作者，曾被翻譯成 58 種語言。

卡爾洛夫和薩紮瓦河畔日賈爾
在薩紮瓦河畔日賈爾，對遊客最具吸引力之處，莫過於綠山上的聖約翰·內波穆克朝聖教
堂，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寫入世界遺產名錄。基於圓形的幾何線條，整體構造令人歎
為觀止。除具有五角星形的外觀，「五」也頻頻出現在建築結構的其他元素當中——教堂共有
五個入口，並有五處設有五個祭壇的小教堂。遊客感興趣的景點，尚有前修道院日賈爾城堡，
內部為新一代、老少咸宜的博物館，可體驗到獨特、繽紛的多媒體展示，被評為中歐最具創意
的博物館之一。距離日賈爾不遠的卡爾洛夫，為雅洛斯拉夫·斯沃博達玻璃廠的所在地。工作
日的上午時段，遊客可以參觀玻璃廠、大型展示廳，並當場嘗試在玻璃上繪畫。

維索基納週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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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索基納觀光局，代表組織
維索基納觀光局作為區域代表組織，長期協調旅遊合作夥
伴與維索基納地區的合作，並透過規劃、系統性的做法，
促進維索基納地區的旅遊活動。

心動了嗎？馬上來一趟維索基納之旅， 請與我們聯繫！

Contact  聯繫方式:
Vysočina Tourism  維索基納觀光局
Na Stoupách 144/3 
P.O.BOX 85
586 01 Jihlava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國
E-mail: info@vysocinatourism.cz
www.vysocinatourism.cz
www.vysocin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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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活動組織者資料、所列城市者資料、直轄市資料、
文化古蹟資料、個人玻璃廠資料、博物館和美術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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