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Beautiful Castles in Germany"
Germany is known for the grand architectural splendor of its many castles and palaces. Here are an assortment of gorgeous historical

structures you shouldn't miss on your visit to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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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istelAPPArath   

Hohenschwangau城堡 

"图片完美的城堡"

旧天鹅堡位于Alpseestraße，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座城堡由巴伐利亚州的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建造，是小时候路德维希二世国王的所
在地。城堡的建筑和室内装饰非常壮观。城堡全年开放供公众探视，并提供
多种语言的导游。城堡是这个城市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旧天鹅堡（Schloss
Hohenschwangau）也是该国为数不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毫发无损的城堡之一。

 +49 8362 93 0830  www.hohenschwangau.de/s
chloss-hohenschwangau

 info@ticket-center-
hohenschwangau.de

 Alpseestraße 30, Schwangau

 by --Nightflyer (talk)
19:01, 26 April 2017 (UTC) 

ResidenzWürzburg酒店 

"令人惊叹的巴洛克式的宫殿"

维尔茨堡宫殿建于1744年，是巴洛克风格的迷人宫殿。宏伟的楼梯，教堂和
沙龙特别令人印象深刻。还有美丽的壁画，由威尼斯艺术家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画。甚至拿破仑·波拿巴也被宫殿的美景所震撼，在1806
年到1813年间，这里曾经有三次不同的时期。维尔茨堡宫在二战期间受到空
袭的严重破坏。然而，它一直在努力恢复，现在享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名录上的一席之地。

 +49 931 355 1741  www.residenz-
wuerzburg.de/

 sgvwuerzburg@bsv.bayern.
de

 Residenzplatz 2, Würzburg

 by mdk-solution   

德国新天鹅堡 

"路德维希的梦想"

新天鹅堡（Neuschwanstein Castle）坐落在俯瞰着旧天鹅堡（Hohenschwang
au）山谷的山腰上，是一个梦幻般的建筑，享有田园诗般的环境。这座城堡
的建造始于1869年，但直到1892年才完工。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委托修建这座
建筑，以便当他想逃离皇家宫廷的时候，他可以住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里。可
悲的是，国王没有看到城堡的完成。游客可以探索城堡的拜占庭式，罗马式
和哥特式风格的内饰，包括应该是国王住宅的三楼和四楼。这些地板房子华
丽的壁画和壮观的木雕。城堡之旅全天候开放。一定要参观附近的玛丽的桥
梁，从那里的城堡和周围的景色是惊人的。

 +49 8362 93 083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euschwanstein.de  info@ticket-center-
hohenschwangau.de

 Neuschwansteinstraße 20,
Schwan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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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eidelbergerin   

宁芬堡宫 

"德国巴洛克城堡"

宁芬堡宫的外墙比凡尔赛宫还长，是维特尔斯巴赫夫妇令人印象深刻的避暑
山庄。作为慕尼黑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这座宫殿和它的场地展示了不同建
筑风格的地标性建筑物。由意大利巴洛克建筑师奥古斯蒂诺
巴雷利Augustino Barelli设计，这座宫殿仍然保留着洛可可和巴洛克风格的
房间。华丽的大理石抛光的石之厅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著名的美人画
廊(Schonheitengalerie)里有36位当地妇女的肖像，是游客必去的地方。在
公园里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小宫殿:
有一所小巧玲珑的狩猎行宫阿玛琳宫Amalienburg, 帕戈登堡 Pagodenburg
以及巴登堡Badenburg。 马车博物馆Marstallmuseum 的展品包括马车、雪橇
和陶器;冥想小教堂(Meditationskapelle)及玛德琳教堂(Magdalenenklause)
也值得一游。

 +49 89 17 9080  www.schloss-nymphenburg
.de/index.htm

 sgvnymphenburg@bsv.bayer
n.de

 Südliches Schloßrondell 1,
慕尼黑

 by fotostart   

Linderhof宫殿 

"皇家辉煌"

坐落在Ettal西部角落的Linderhof宫殿是由路德维希二世国王修建的最小的
城堡。参观宫殿，让游客一睹路德维希国王带领的豪华生活。享受阅读各种
各样的房间和镜子厅，这是他的天堂。在冬天，当城堡被雪覆盖，看起来像
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但一个壮观的。皇宫及其多个景点遵循不同的营业时
间以及不同的入场价格;访问前请检查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

 www.schlosslinderhof.de/  info@bsv.bayern.de  Linderhof 12, Ettal

 by Trodel   

Hohenzollern城堡 

"雄伟的山顶城堡"

如果您想了解一下皇室的意义，那么参观霍亨索伦城堡必须在您的旅行路线
中。这个特殊的城堡坐落在悬崖之上，是周围地区的领主，是德国最受欢迎
的城堡之一。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堡曾经是普鲁士王室的所在地，实际上是在
这个地方建造的第三座城堡。第一个堡垒建于11世纪，然后被摧毁。下一座
城堡建于1454年，但也被摧毁。游客今天看到的城堡建于1846年。有导游可
以参观，虽然游客可以在休闲的时候去探索教堂和公墓。

 +49 7471 2428  www.burg-
hohenzollern.com/

 info@burg-
hohenzollern.com

 Burg Hohenzollern,
Bisingen

 by cantanima   

利希滕斯坦城堡（Württemberg） 

"迷人的城堡"

当你从远处第一眼看到利希滕斯坦城堡时，会想起迪斯尼电影中的一座城堡
。坐在悬崖上，城堡散发着八重奏和戏剧风格。据信，这座城堡自12世纪以
来一直存在，但在战争和战斗中被摧毁，一次又一次地重建。新哥特式风格
的城堡赋予它一种美好的复古魅力，并将其传播到内部。这座城堡装有几百
年前的武器和弹药，这些武器和弹药仍然保存在无可挑剔的条件下，是一种
值得观赏的享受。他们提供团体，导游和私人旅游，他们还提供服装游览，
让孩子穿着骑士的服装和游览宫殿。

 +49 7129 4102  www.schloss-
lichtenstein.de/de/

 verwaltung@schloss-
lichtenstein.de

 Schloß Lichtenstein 1,
Licht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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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apping   

瓦尔特堡城堡 

"迷人的古老城堡"

瓦特堡城堡位于Auf der Wartburg，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市中最受欢迎的
景点之一，城堡已经看到了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在这个地方，马丁·路德据
说为外行翻译了圣经，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城堡
的建筑主要反映罗马式的设计。瓦尔特堡城堡于199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有一席之地。城堡开放供公众参观，为小山上的小朋友们
提供导游和骑驴。它还设有一个博物馆。

 +49 36 91 2500  www.wartburg.de/  info@wartburg.de  Auf der Wartburg 1,
Eisenach

 by Noverodus   

Eltz城堡 

"皇家之旅"

令人印象深刻的Eltz城堡建于9世纪。当城堡的主要部分被修建时，建筑继续
到11世纪。这个结构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Eltz城堡是12世纪Frederick I Ba
rbarossa皇帝的家;在十三世纪的家族纷争之后，这座城堡被称为“Ganerben
burg”，因为它在许多房间里安置了几条血统，而不仅仅是皇室。参观Eltz
城堡，游客可以看到庭院，财宝，护甲室，厨房和风景如画的地方。查看网
站的旅行时间表，因为他们往往会季节性变化。

 +49 2672 95 0500  burg-eltz.de/  burg@eltz.de  Burg-Eltz-Strasse 1,
Wierschem

 by Polybert49   

马克思城堡 

"郑重的记忆"

位于德国莱茵兰 - 普法尔茨地区布劳巴赫镇上方的地区是马克斯堡的堡垒，
是一座标志性的城堡和着名的景观。堡垒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可追溯到12世纪。然而，它在整个生存过程中被多次重建和改造。提供
导游服务，借此对城堡居民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宝贵的见解。

 +49 2627 206  www.marksburg.de/en/  marksburg@deutsche-
burgen.org

 Off Schlossstraße,
Braubach

 by Dietmar Rabich   

Reichsburg科赫姆 

"中世纪的城堡"

Reichsburg Cochem高出风景秀丽的摩泽尔河100米（330英尺），是一座高耸
的中世纪城堡，栖息在山顶上。原来，它的目的是收集每一个过路店收费，
现在它是在该地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哥特式建筑与罗马式设计残留的独
特结合，证明了它在数个世纪中改变了许多的手。 Reichsburg
Cochem也为全家提供有趣的旅游。

 +49 2671 255  reichsburg-cochem.de/  info@reichsburg-
cochem.de

 Schlossstraße 36, Cochem

 by KibusMedia   

海德堡城堡 

"城市要塞"

没有访问城堡，没有海德堡之旅将是完整的。从山顶俯瞰城市，城堡享有老
城区和莱茵河的壮丽景色。这可能是值得您的访问时间与Schlossfestspiele
城堡选美时间或与一年一次照亮城堡的奇妙烟花汇演时间。这座城堡建于三
个世纪之久，从简单的中世纪堡垒发展成为一座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
。定期的导游可用。

 +49 6221 53 8472 (Tourist
Information)

 www.schloss-
heidelberg.de/start

 info@schloss-
heidelberg.de

 Schlosshof 1, 海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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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ackslash   

什未林城堡 

"什未林的壮观的城堡"

在梅克伦堡公爵的前家，什未林城堡在10世纪首次被提及。建筑壮观，功能
比生活豪华的家具大。这个城堡是欧洲主要的浪漫历史主义建筑之一，也被
称为北方的新天鹅堡。今天，城堡及其花园开放供公众参观。该城堡的主要
亮点之一是奥博特罗特王子尼可拉的雕像。传说有一个短的幽灵，Petermänn
chen漫游在城堡里，用他携带的许多钥匙打开门。

 +49 385 525 2920  www.mv-schloesser.de/de
/location/schloss-
schwerin/

 info@schloss-schwerin.de  Lennéstraße 1, Schwerin

 by Sir Gawain   

的Albrechtsburg 

"迈森壮观的城堡"

Albrechtsburg是一座历史可追溯至10世纪的美丽的古堡，是迈森历史悠久的
建筑。这座城堡是在国王亨利一世在加纳城堡被毁坏之后看到了另一座城堡
的需要而建造的。它有壮观的建筑，并提供易北河的全景。它是开放的公众
访问，并有一个博物馆，游客可以观察旧文物。这座城堡反映了哥特式的建
筑设计，靠近迈森大教堂。城堡提供游客的导游。还有在城堡举行的特别展
览。

 +49 3521 4 7070  www.albrechtsburg-meiss
en.de/en/meissen-
albrechtsburg-castle/

 albrechtsburg@schloesser
land-sachsen.de

 Domplatz 1, Meissen

 by ernstol   

无忧宫 

"国王的夏日之家"

“无忧无措”的意思是“无忧无虑”，这是一个雄伟壮观的无忧宫殿所体现
的情感。这座宫殿所缺的大小，多在辉煌中弥补。无忧宫是普鲁士国王腓特
烈大帝的夏宫。这座宫殿建于1747年，是建立在国王的幻想之上的。在壮观
的外观背后，丰富的装饰洛可可厅和室。这座宫殿位于无忧宫公园中心的梯
田葡萄园之上，就像一颗放置在一片嫩绿的天鹅绒上的宝石。国王热爱他的
夏天撤退，深深埋葬在这里，希望在这里埋葬，这个希望终于在1991年实现
了。宫殿仍然是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也是文化活动的场所。参观弗雷德里克
国王最钟爱的家园，亲眼目睹这个皇家居所令人惊叹的美丽。

 +49 331 969 42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spsg.de/schloesser-
gaerten/objekt/schloss-
sanssouci/

 info@spsg.de  Maulbeerallee, Park
Sanssouci, Potsdam

 by Sir Gawain   

奥古斯塔斯堡宫 

"德国宫殿"

奥古斯塔斯堡宫站在一座古老的城堡的废墟上，当然是一个辉煌的结构。代
表洛可可风格，这座宫殿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目前，您
只能通过导游参观这个已经改造成博物馆的地标。

 +49 2232 4 4000  www.schlossbruehl.de/  mail@schlossbruehl.de  Max-Ernst-Allee,
Parkplatz, Brü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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