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stles Along the River Rhine"
The great Rhine has been a fixture in Germanic history and culture since time immemorial. Its life-giving waters and the beautiful

scenery that surrounds it has been an evergreen subject for poetry and song, as well as a prime location for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grandiose castles. Here's a list of some of the greatest castles you'll find along the River R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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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费尔斯城堡 

"豪华舒适的生活"

来住莱茵费尔城堡的一座城堡。建立了一个辉煌的艺术作品，欢迎客人到一
个风格，放松和豪华舒适的土地。这里的客房舒适，舒适，并配有现代化的
设施。酒店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和设施，如水疗中心，内部餐厅和咖啡厅，
健身中心，会议室和酒吧。加上舒适，住在这里肯定是值得的钱。

 +49 6741 8020  www.stadt-st-goar.de/ur
laub-in-st-
goar/#rheinfels

 info@schloss-
rheinfels.de

 Schlossberg 47, Sankt Goar

 by Timo Risch   

莱茵斯坦城堡 

"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遗迹"

莱茵斯坦城堡坐落在一座耸立在风景如画的湖泊上的绿色山丘上，是一幅令
人眼花缭乱的中世纪魅力和辉煌的画像，每一个角落和裂缝都带有其历史血
统的痕迹。这座华丽的建筑标本坐落在茂密的青翠树叶中，拥有外露的砖墙
，吊桥和吊桥，主体结构两侧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塔楼，周围环绕着葡萄藤丰
富的花园。内饰与外观一样令人愉悦;宽敞的房间装饰典雅，突出了他们古老
的细微差别，为敬意的游客编织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挂毯。穿过走廊，您可以
通过富有洞察力的展示吸收丰富的信息，或者在酒店内的餐厅停下来补充和
补充您的力量。这座城堡还融合了其他景点，如精心雕刻的小教堂和一个名
为骑士大厅的宏伟房间，以其华丽的彩色玻璃窗户而闻名。

 +49 6721 6348  www.burg-rheinstein.de/  info@burg-rheinstein.de  Burg Rheinstein,
Trechtings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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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oss Stolzenfels 

"浪漫的城堡"

德国是一个以其宏伟的城堡而闻名的地方，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
Schloss Stolzenfels酒店俯瞰着河流，坐落在科布伦茨古城的郊区。这座中
世纪的城堡是由特里尔的大主教阿诺德·冯·伊森堡（Arnold von Isenburg
）建造的，用作收费站。后来是特里尔选民办公室。在九年战争期间，它被
法国人破坏，并破坏了150年。 1815年，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获
得了天赋。他授权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重建这座建筑。新古典主义建
筑师把它变成了一座美丽的新哥特式建筑。这是普鲁士国王最喜欢的夏季住
宅。漫步在这个浪漫的城堡的花园，大厅和皇室，以瞥见过去。

 +49 261 5 1656  tor-zum-welterbe.de/sch
loss-stolzenfels/

 stolzenfels@gdke.rlp.de  Off Rhenser Straße,
Koblenz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heinfels_Castle,_St._Goar,_Southeast_view_20150514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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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lzgrafenstein城堡 

"岛城堡"

Pfalzgrafenstein城堡或Pfalzgrafenstein城堡，或者仅仅是Pfalz，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收费站。在14世纪以来的行政管理，1867年停止收费，但城堡保
留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建在莱茵河上的Falkenau岛上，其面积与岛上相匹
配。几个世纪以来，五角塔，巴洛克式塔顶，塔楼和枪炮堡垒都被添加了。
从Kaub海岸乘坐短途渡轮可以将游客带到现在的博物馆。

 +49 6774 745  www.burg-
pfalzgrafenstein.de/

 info@tempus-rhenus.de  Zollburg Pfalzgrafenstein,
Kaub

 by Peter Weller   

克洛普城堡 

"历史的城堡"

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的克洛普城堡以其哥特式魅力吸引着游客。原来的城堡
建于13世纪，主楼腐烂后只剩下保持。这个保留进一步发展，今天整个结构
房子当地的联排别墅。早些时候，保留被开发，以容纳当地的历史博物馆，
但后来被转移到一个不同的财产。现在，这座城堡里有当地人很受欢迎的餐
厅。

 Kloppgasse, Bingen am Rhein

 by Phantom3Pix   

Burg Maus 

"富豪历史悠久的城堡"

Burma Maus距离Wellmich小村庄不远，是一座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的历史建
筑。它是由当时的特里尔大主教Bohemond II在莱茵河附近竖起的。后来的Tr
iers在晚些时候被使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堡开始被忽视，在二战期间被
进一步破坏。今天，装修的结构被用作老鹰和鹰的鸟笼。提供城堡导游，但
注册是必须的。 Burg
Maus也充当活动场地，举办音乐会，婚宴和其他活动。

 +49 6771 2303  www.burg-maus.de/  verwaltung@burg-maus.de  Bachstraße 30b, Sankt
Goars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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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hleck城堡 

"中世纪的城堡"

Stahleck城堡或Burg Stahleck城堡是莱茵河左岸的一座城堡。它建于12世纪
在科隆大主教下，但后来被摧毁只是在20世纪重建。高耸于海拔160米（520
英尺）处，享有Lorelei山谷的壮丽景色。它的一些建筑特色包括伯格弗里德
，护城河和河畔庭院。这座城堡现在被用作旅客和背包客的宿舍。

 +49 6743 1266  Blücherstrasse 6, Bachar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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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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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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nburg酒店 

"历史悠久的城堡打开酒店"

Schönburg坐落在Oberwesel市，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城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公元911年。从十二世纪开始，它由Schönburg公爵拥有数百年。这座城堡留
在家中，直到1689年被法国军队烧毁。十九世纪修复后，这座城堡被重新开
放为一家酒店。酒店的客房和套房拥有古典家具和装饰，为客人带来难忘的
假期提供了一个奢华的环境。酒店部分客房享有莱茵河谷的美景。有一家餐
厅，供应美味的地道美食。

 +49 6744 9 3930  www.hotel-
schoenburg.com/

 huettl@hotel-
schoenburg.com

 Off K90, Oberw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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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eck城堡 

"历史的宝石"

Sooneck城堡是一个古老的宝石，是德国Niederheimbach田园诗般的未受污染
的小村庄附近最受欢迎的旅游热点之一。它坐落在莱茵河峡谷顶部，优雅地
栖息着，这是一个由黑森林谷地环绕的孤独结构。这座中世纪堡垒形成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一小部分，并提供旅游服务。这座城堡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自成立以来，它被众多的贵族和皇室所拥有。目前，
该网站属于政府。如果你碰巧在Niederheimbach，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49 67 43 6064  Off B9, Niederheim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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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本斯坦城堡 

"豪华的住宅"

斯特伦贝格城堡的姐妹城堡，列本斯坦城堡是该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地标。由
于中世纪时期居住者之间频繁的分歧，这两座城堡被称为“敌对兄弟”。今
天，这座城堡作为一个酒店而存在，并为游客在莱茵河谷度过一个壮观的假
期。客房和套房都配有现代化的设施，提供最舒适的设施。还可以要求周边
地区的徒步旅行。此外，酒店还设有一家迷人的中世纪风格餐厅，以提供美
味的德国美食以及丰富的葡萄酒单和该地区的壮丽景色而闻名。酒店的价格
是季节性的，最好是在计划你的假期前在网站上查看他们目前的价格。

 +49 6773 308  www.castle-
liebenstein.com/

 info@burg-liebenstein.de  Zu den Burgen 1, Kamp-
Bornho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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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renberg城堡 

"鸟瞰图"

Sterrenberg城堡位于莱茵河谷，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堡垒，栖息在俯瞰莱
茵河的高山上。它作为博兰登领主的遗产，据说是建于12世纪。原有的结构
大部分都是破旧的。今天，城堡内有一个很漂亮的露台餐厅。还举办定期展
览，展示该地区的历史。

 +49 6773 323  www.burg-sterrenberg.de/  Zu den Burgen, Kamp-Bornho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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