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1 抵达法兰克福 

A 棕榈花园 
 

D2 海德堡—图宾根 

B 海德堡古堡和老桥 

C 霍亨佐伦堡 
 

D3 图宾根—罗腾堡 

D 罗腾堡老城和教堂 
 

D4 罗腾堡—班贝格 

E 班贝格老城和教堂 
 

D5 班贝格—拜罗伊特 

F 普拉森堡 

G 拜罗伊特隐遁宫 
 

D6 拜罗伊特—纽伦堡 

H 皇帝堡 
 

D7 纽伦堡—慕尼黑 

J 宁芬堡宫殿及花园 

 

 

 

 

 

 

 

 

 

 

 

 

 

 

 

 

 

  

 

 

 

 

 

 

 

 

 

 

 

 

 

 

 

路线主题  骑士足迹 城堡之路                                      

自驾用车：7x24 小时 

行车距离：约 1100 公里 

更多细节可详询：400-606-9500 

 柏林 

行程设计 

法兰克福 

慕尼黑 

海德堡 

拜罗伊特 班贝格 

纽伦堡 

图宾根 

罗腾堡 



 
 

A 法兰克福棕榈花园 Palmengarten Frankfurt     

棕榈花园是法兰克福城区中的一块绿洲，它不仅仅是休闲之地，也是芳香馥郁的繁花盛开之地。园中最古老和

最著名就是那座高达 18 米的棕榈馆：在这座“原始热带雨林”中生长着巨大的棕榈树，坐在大树之间的木

凳上，陶醉于水珠从肥厚的绿叶上落下的奇特声音，直到澳洲白鹦鹉尖锐的叫声将自己拉回现实。此外热带馆 

(Tropicarium)， 以强烈对比的方式将自然之旅与地球的气候紧密结合起来；歌德园 (Goethe-Garten)的银

杏树一直长势良好；若喜欢亲水，还可喷泉嬉戏、池边伴鱼、湖心泛舟……  
导航：Siesmayerstraße 61，60323 Frankfurt am Main 

时间：2 月-10 月，0900-1800；11 月-1 月 0900-1600 

价格：成人 7 欧；儿童 13 岁以下 2 欧 

亮点：世界植物 + 安神养心 

 

 

推荐景点 



B 海德堡古堡、老桥 Heidelberger Schlosses、Alte Brücke     

现代与古典的融合，赋予了海德堡城堡和花园令人着迷的古老气息。对于世界来说，它似乎是失而复得，成为

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个缩影。满墙的长青藤是宫殿废墟上庄严宏伟的幕帷，展示着曾经的维特尔斯巴赫 

(Wittelsbacher) 王朝无上的权利与辉煌。特别迷人的是弗里德里希五世 (Friedrich V.) 统治期间兴建的避暑

花园，绚烂多姿，充满奇思妙想。尽管这座花园至今尚未完工，但霍图斯•帕拉提乌斯 (Hortus Palatinus) 很

长时间内都被视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导航：Schlosshof 1, 69117 Heidelberg 

时间：周一到周日，08:00—18:00 ,圣诞节关闭 

门票：通票（城堡+大酒桶+医药博物馆）含登山车 7 欧；优惠票 4 欧；语音导览（中文）5 欧 

亮点：古堡神韵 + 内卡老桥 

 
 

 



C 霍亨索伦堡 Burg Hohenzollern     

尽管霍亨索伦堡和新天鹅堡齐名，并且位居欧洲五大，世界十大城堡之列，但此前云深不知处的它一直很低调，

最近却因为中国的两位明星袁弘、张歆艺在此举办婚礼广受关注。新天鹅堡满足人们对童话之美的向往，而霍

亨索伦堡则充满英雄主义的阳刚之气。它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发源地，也代表了普鲁士王朝的辉煌历史。如今的

城堡对游客开放参观，还有神秘的古堡地道等你来探索。 

导航：D-72379 Burg Hohenzollern 

时间：3 月 16 日-10 月 31 日每天 10:00-17:30；11 月 1 日-3 月 15 日每天 10:00-16:30；圣诞节关闭 

价格：城堡，成人 7 欧，儿童 6-17 岁 5 欧；城堡+内室，成人 12 欧，儿童 6 欧，家庭 2 大+4 小 28 欧 

备注：禁止用飞行器拍照！停车场到城堡入口有往返巴士，单程 1.9 欧（1 欧），往返 3.1 欧（1.6 欧） 

亮点： 恢弘城堡 + 皇室珍藏 

 

 



D 罗腾堡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陶伯河上游罗腾堡，一座享有盛名的小城。没有其它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保存了如此多的中世纪景观。目之所

及皆为历史古迹、博物馆、教堂、修道院、纪念碑等。时间静止了吗？ 漫步在满是古建筑的老城，幽静的广

场、僻静的角落、塔楼、喷泉、城门、防御工事、储藏室、葡萄酒馆……让人真得相信时光在这里并未流逝。

在唯快不破的当下，享受慢下来的日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 

导航：Plönlein, 91541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时间：全天 

门票：无 

亮点：步云莱 + 城墙漫步 

 
 

 



E 班贝格 Bamberg     

在七座丘陵之上，在弗兰肯文化圈核心位置，拥有千年历史的主教和皇帝之城班贝格巍然耸立，被冠以“弗兰

肯小罗马”的美誉。从高高耸立的皇帝大教堂 (Kaierdom) 举目四望，这座城市就仿佛是一件独一无二、保

存完好的艺术珍品，呈现出从中世纪鼎盛时期向市民巴洛克过渡时的风貌。原汁原味的老城包含三个古老城区：

山城 (Bergstadt)、岛城(Inselstadt) 和园艺城 (Gärtnerstadt)。 这三个城区同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着以中世纪早期结构为基础建立的中欧之城。 

导航：Altes Rathaus，Obere Brücke，96047 Bamberg 

时间：全天 

门票：无 

亮点：老市政厅 + 小威尼斯 

 
 

 



F 普拉森堡 Plassenburg     

来到库尔姆巴赫（Kulmbach），远远就能看到气势恢宏的普拉森堡。这座由安德赫斯-梅拉尼恩公爵 (Herzöge 

von Andechs-Meranien) 修建于 12 世纪的城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荡岁月，又被数次改建和毁坏。结束

了十八、十九世纪不太光彩的“监狱生涯”后，在二十世纪终于获得了精心修葺并拥有了更令人愉悦的新身份：

如今它成为同时拥有各具特色的四家博物馆之地 

导航：Festungsberg 26，95326 Kulmbach 

时间：4 月到 10 月每天 09:00-18:00；11 月到 3 月每天 10:00-16:00；圣诞新年假期关闭 

价格：成人 4 欧，学生和 18 岁以下儿童免费 

亮点：最大锡人 + 军事秘密 

 

 



G 拜罗伊特隐遁宫 Schloss Eremitage    

园林设施与不同建筑物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拜罗伊特隐遁宫的独特魅力。1735 年起这座花园在边疆伯爵夫人威

廉明娜 (Wilhelmine) 主持下开始修建，并扩建扩大成为浪漫的景观园林。漫步新老隐遁宫，可以观赏到各种

造型绮丽的艺术喷泉，欣赏新老宫殿，太阳庙和剧院遗址，并探索梦幻洞穴。老隐遁宫，设有音乐厅，功能齐

全的日本阁和精心设计的中国镜阁；新宫则有布满美丽植物的椭圆形绿地，是明快清丽的洛可可风格。在园中

还建有古剧场，自 1982 年以来，每到夏季时分，就会举办各种演出活动。 

导航：Eremitage 4，95448 Bayreuth 

时间：4 月-9 月 09:00-18:00;10 月 1 日-15 日 10:00-16:00，其它时间关闭 

门票：老宫殿+花园成人 4.5 欧元，18 岁以下免费 

亮点：各式喷泉 + 园林艺术 

 
 

 



H 皇帝堡 Kaiserburg   

皇帝堡也就是纽伦堡城堡，是城市的地标。从辛威尔塔 (Sinwellturm) 放眼望去，老城壮丽景致深深震撼人

心。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在路上奔波，前往领地接见封臣、开庭或出席帝国会议。在途中，皇帝

及其侍从会在沿途的行宫中下榻。皇帝堡便是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行宫之一。皇帝堡的皇帝寝宫中装饰有 16 

和 17 世纪的绘画、挂毯和家具，罗马式双层礼拜堂珍藏有出自法伊特·施托斯 (Veit Stoß) 之手的晚期哥特

式十字架，还有深达 47 米的钻井轴深井，辛威尔塔以及大量的古代兵器和盔甲藏品，都值得驻足停留。 
 

导航：Burg 13, 90403 Nürnberg 

时间：4 月-9 月 09:00-18:00；10 月-3 月 10:00-16:00； 

门票：联票成人 7 欧，18 岁以下免费；语音导览 2 欧（有英语） 

备注：深井参观必须跟随导游 09:30-17:30 每半小时一次（德语） 

亮点：地下爵士+ 城堡俯瞰 
 

 
 

 



J 宁芬堡宫殿及花园 Schloss & Park Nymphenburg     

宁芬堡宫是欧洲宫殿的杰作，参观其宫殿犹如通读了一遍巴伐利亚的历史。在将近 200 年的时间里，巴伐利

亚的侯爵和国王们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痕迹。这是个完美优雅的巴洛克式花园，园中的沐浴堡是近代第一个可

以人工加热的室内沐浴池；泛着银蓝光芒的狩猎行宫阿玛丽亚堡中有着洛可可风格的悬浮装饰物，设计精致讲

究。人与自然博物馆位于宁芬堡宫殿的北翼。这里犹如通过一架特殊的时空穿梭器，可以经历一次地球和人类

的发展史。 

导航：Neuhausen-Nymphenburg, 80638 Munich 

时间：4 月-10 月 15 日，09:00-18:00；10 月 16 日-3 月 10:00-16:00; 圣诞和新年假期关闭 

门票：套票旺季成人 11.5 欧，淡季成人 8.5 欧，18 岁以下免费 

亮点：嬉水天鹅 + 蓝光猎宫  

 
 

 

http://www.germany.travel/cn/towns-cities-culture/palaces-parks-gardens/themes/nature-and-culture-in-perfect-harmony/nymphenburg-palace-park.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