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Most Resplendent Castles in Europe"
Dotted with epic medieval structures, Europe provides exhilarating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some of the best castles, boasting ornate

throne rooms and chambers unmatch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Enter the towering gates with excitement thrumming in your veins and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world of Kings and Queens. Come explore our top pick of some of the most alluring European landmarks.

创建: Cityseeker

30 位置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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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anneth.   

帕拉西奥达佩纳 

"在辛特拉的里奇顶部的纪念碑"

从植物区内可以看到一个距离50多公里（31英里）的纪念碑。这座宫殿建于1
840年，由D.费尔南多二世修建的一座古老修道院的基础之上，其建筑风格具
有新阿拉伯以及新中世纪的影响，使其成为浪漫主义建筑的最佳典范之一。
在周围，你可以享受巨大的花园，喷泉和湖泊。

 +351 2 1923 7300  www.parquesdesintra.pt/en/parks-
monuments/park-and-national-
palace-of-pena/

 Estrada da Pena, Sintra

 by Max_Ryazanov   

瓜塔要塞 

"翱翔"

世界文化遗产在Monte Titano的山峰上建造，Guaita是这里建造的三座塔之
一，也是最古老的。这座塔可以追溯到11世纪，俯瞰着圣马力诺市，曾经为
下面的城市提供战略防御。在十四世纪和十六世纪对塔楼进行了一些改造，
如倾斜的屋顶Rocca Guaita和厚厚的双层围墙，在围困期间保护城市的人民
。这座塔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也被用作监狱。这座堡垒还有更现代的残余物，
二级大炮在院子里被发现，还有罗卡守护者用来庆祝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
三世举办的民族节日的两个重型大炮。

 Monte Titano, San Marino

https://pixabay.com/photos/architecture-travel-old-palace-sky-3213803/


 by ToucanWings   

凡尔赛宫 

"太阳神之殿"

凡尔赛宫无可否认是法国皇室的缩影，是最豪华的建筑物之一。1664年，法
国国王路易十三委托建筑师路易·勒沃和朱尔斯·哈杜因在他父亲的狩猎小
屋遗址上建造了凡尔赛宫。 凡尔赛成为欧洲最大的宫殿之一，可容纳20,000
名朝臣。内部装修奢华庄重，包括皇家城堡和举世闻名的镜殿组成。还修建
了大特里亚农宫（1687）和小特里亚农宫（1762 ）。1919年，但是在法国凡
尔赛宫镜殿签署的和平条约，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座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宫殿是法国巴洛克建筑的杰出代表建筑，至今仍
以其富丽堂皇及传奇历史吸引着游客。

 +33 1 3083 7800  en.chateauversailles.fr/  Place d'Armes, Versailles

 by Diego Delso   

霍亨韦芬城堡 

"山顶城堡"

堡垒Hohenwerfen城堡从山顶鲈鱼守卫在绿色萨尔察赫河谷。萨尔茨堡的格布
哈德大主教在1075年建造了这座城堡，以保护亨利四世德国军队的山谷。格
布哈德时代过后，萨尔茨堡的统治者曾经为了各种目的而使用这座城堡，包
括作为一个狩猎撤退，军事用途，有时也被当作监狱。今天，城堡作为冒险
城堡开放，并提供导游在战争期间使用的武器。一个

 +43 6468 7603  www.salzburg-burgen.at/
de/burg-hohenwerfen/

 office@burg-
hohenwerfen.at

 Burgstraße 2, Werfen

 by Raúl A.-   

塞哥维亚城堡（塞哥维亚的阿尔卡扎
尔） 

"历史的地标"

塞戈维亚的城堡或塞戈维亚城堡是塞戈维亚的历史地标之一。这个古老的堡
垒形状像一个船的船头，标志性的中央炮塔当然是一个强大的石头设防。纵
观历史，它一直受到阿拉伯人，罗马人和最后基督徒的控制。很长一段时间
，这座城堡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统治者和国王的皇室住所，在保卫这座城市方
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天，游客可以检查出这个强大的结构，房间已经转换
成艺术空间。每个展厅都展示从绘画到收藏品的各种艺术形式。

 +34 921 46 0759  www.alcazardesegovia.co
m/

 patronato@alcazardesegov
ia.com

 Plaza Reina Victoria
Eugenia, Segovia

 by mat's eye   

Culzean城堡 

"令人惊叹的美丽"

Culzean城堡位于苏格兰Ayshire海岸的Carrick区。位于Culzean郊野公园内
的这座宏伟的城堡位于悬崖之上。在这个城堡中，有一些神奇的特征，比如
从1916年一架德国飞艇，一座燃气屋等的飞机上的推进器。这个雄伟的宫殿
是肯尼迪家族的首领艾尔萨的侯爵家，现在属于全国苏格兰信托。在这个城
堡发生了许多鬼魂目击。

 +44 1655 88 4455  www.nts.org.uk/venue-
hire/culzean-castle

 culzean@nts.org.uk  Silver Avenue, Maybole

 by Matthew Hartley   

巴姆伯格城堡 

"壮观的悬崖顶城堡"

这座已经休憩的中世纪城堡有着美丽的海岸来作背景，高高地矗立在悬崖上
，鸟瞰着诺森伯兰的北海。很多电影导演也被这里所吸引，所以很多电影中
也可以看到班博城堡。城堡里面的博物馆收藏了很多本地历史的瑰宝，有包
括军事文物、绘画、陶瓷和家具。而悬崖下面干净的海滩就最适合散步。这
里有众多停车位，还有一个茶室和礼品店。城堡还拥有执照，可以供新人在
这里举行结婚签证仪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往这里并不容易。请浏览网站



获取更多信息。

 +44 1668 21 4515  www.bamburghcastle.com/  administrator@bamburghca
stle.com

 Links Road/B1340, Bamburgh

Castello di Miramare 

"迷人的城堡"

直到他被迫离开，成为墨西哥皇帝之前，米拉马雷堡（Castello di Miramar
e）是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的家。下一个居民，萨沃伊公爵Amedeo使
Castello di Miramare成为各种军事指挥的座位。 1955年，它变成了一个博
物馆。该城堡仍然有由马克西米利安委托的原始家具。有一个小教堂;日本和
中国的房间，富有东方装饰;和萨伏伊公爵居住的公寓。 Miramare坐落在一
个超过54英亩（21.8公顷）的非常公园内。导游可应要求提供。

 +39 040 22 4143  www.miramare.benicultur
ali.it/

 info@castello-
miramare.it

 Viale Miramare, 的里雅斯特

 by ViperDex   

Corvin城堡 

"电影风格的城堡"

Corvin城堡被许多电影和系列作为典型的童话城堡的特色，是一个美丽的建
筑雄伟的工作，具有典型的特兰西瓦尼亚城堡高耸的扶壁和陈列的特点。它
的特点是尖塔楼，建于1446年的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该城堡是胡内多阿拉
镇的主要景点之一，该城堡由15世纪匈牙利领先的军事和政治人物胡内多阿
拉（Hunedoara）的伊恩库（Iancu）命令建造，可通过下方河流的吊桥抵达
。城堡的建筑风格确实令人着迷，但内部的中世纪文物和美丽的画作同样令
人惊叹。参观城堡，游客可以通过主要的骑士大厅，地牢和其他重要的部分
。今天，城堡是公众可以访问，并作为一个博物馆。

 +40 7 8604 8718  www.castelulcorvinilor.
ro/

 castelulcorvinilor_hd@ya
hoo.com

 Strada Castelului 20,
Hunedoara

 by Mihael Grmek   

布莱德城堡 

"遗产和文化的丰富"

建于早在11世纪，标志性和高度风景如画的布莱德城堡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
最古老的城堡。坐落在一个崎岖的悬崖上，俯瞰着湖泊，城堡是一个经典的
城堡结构的真实图片，高塔，巨大的城墙和深护城河。露台可欣赏到湖畔的
壮丽景色。今天，人们可以探索宫殿收藏的博物馆。它讲述了从古代到今天
这个湖的历史故事。主要展品包括武器，装甲，珠宝和雕刻。

 +386 4 572 9782  www.blejski-grad.si/si/  blejski.grad@zkbled.si  Grajska Cesta 61, Bled

 by caspermoller   

腓特烈堡（Frederiksborg Slot） 

"在Hillerd的童话城堡"

腓特烈堡城堡位于希勒德中部，包含国家历史博物馆。最初由弗雷德里克二
世（Frederik II）于1562年建造，是基督教四世（Christian IV）委托我们
今天所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美城堡。城堡在1859年被烧毁，只剩下教堂。
但城堡在1865年重建，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以前一样。布鲁尔·卡尔·雅各布
森（Brewer Carl
Jacobsen）投入了资金，以便内部也可以像原来一样制作。
Frederiksborg槽孔包含照片和肖像的一个好收藏。

 +45 4826 0439  dnm.dk/  frederiksborgmuseet@fred
eriksborgmuseet.dk

 Møntportvejen 10, Hiller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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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an Lastes   

香侬堡 

"着名的卢瓦尔河谷城堡"

作为卢瓦尔河谷最着名的城堡之一，舍农索城堡（Châteaude Chenonceau）
的游客人数相当可观。尽管这座建于1514年的城堡建于1514年，但最早在11
世纪的城堡建立了一座城堡。第一座建筑是为马克斯家族建造的，虽然多年
来已经多次转手。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于1559年将
城堡建成了自己的家，当她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接手时，她
把法国的第一个烟花汇演。城堡设有一座跨越卢瓦尔河的画廊。哥特式和文
艺复兴早期的结构向公众开放。游客可以漫步穿过城堡宁静的花园，并通过
装饰华丽的室内游览。

 +33 820 20 9090  www.chenonceau.com/  events@chenonceau.com  Place de la Mairie,
Chenonceaux

 by Niccolò Rigacci   

Castel del Monte 

"神秘的八角形城堡"

Castel del Monte酒店坐落在俯瞰着Andria的山丘上，因其精确的八角形布
局和深刻的象征性设计而广为人知。由Svevia皇帝费德里科二世委托，城堡
的目的仍然是未知的，因为它在1240年完工后不久就被遗弃了。迷人的不寻
常的，城堡反映了它的创始人人性理想，通过中东，北欧和古典元素的合并
设计。堡垒的特点是数学和天文数字八角形结构，每个角落有一个八角形的
塔楼，八个梯形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八角形的庭院。中世纪的杰作Castel del
Monte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39 0883 56 9997  www.casteldelmonte.beni
culturali.it/index.php?e
n/93/the-castle

 pm-pug.casteldelmonte@be
niculturali.it

 Off Strada Stadale 170 dir
A, Andria

 by Vincent Moschetti   

凯尔莫尔修道院和花园 

"一个美丽的吸引力"

七根山脉耸立在Kylemore修道院的庄园之上。这个宏伟的建筑和维多利亚时
代的围墙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游客可以漫步在地上，在荒野
漫步中欣赏宁静的景色，并检查主大厅和哥特式教堂的建筑。修道院始建于1
852年，历时七年建成。现在这个修道院是由本尼迪克特修女管理的，除了是
一个旅游景点之外，它已经是一个多年的独家女子学校了。工艺品店和餐厅
从3月至11月开放。

 +353 95 4 1146  www.kylemoreabbey.com/  info@kylemoreabbey.com  Off N59, Kylemore Abbey,
Connemara







 by Mariposa.que.vuela   

Predjama城堡 

"历史的城堡"

传说围绕在岩石洞穴内建造的Predjama城堡。它位于斯洛文尼亚中南部，可
以追溯到13世纪。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经过几个世纪的几次修复工程后，隐
藏了其原有的哥特式外观。探索这座城堡的隐藏通道，重温历史上的围城，
为游客提供有趣的活动。

 +386 5 728 0788 (Tourist
Information)

 vlasta.kolenc@postojna.si  Predjama 1, Postojna

 by Cristian Bortes   

法国卢瓦尔河香波堡 

"法国的大城堡"

Chateau de Chambord庞大的建筑上方的尖顶军队争夺了关注，而城堡本身则
在下面的装饰护城河中彰显出它富丽堂皇的魅力。 Chateau de Chambord是
法国文艺复兴，中世纪和古典元素混合建筑风格的典范，被认为是卢瓦尔河
谷最大的城堡。当看到太阳时，城堡的戏剧性的轮廓似乎永远持续下去，仿
佛要在其雄伟的外观内遏制住建筑装饰。 Chateau de
Chambord建于十六世纪，由法国国王Francis
I建造，建造时间为二十八年，其设计反映了意大利建筑师Domenico da Cort
ona和达芬奇的独特风格。该堡垒由440间客房，335个壁炉和12个楼梯组成，
全部占地面积达15,850.6平方米（20万平方英尺），其中双螺旋楼梯和拱形
走廊十分突出。出于当时着名艺术家的辉煌和独特的建筑风格，Chateau de
Chambord在法国乡村风景浓厚的地方展现出一种谜。

 +33 2 5450 4000  www.chambord.org/  info@chambord.org  Le Château, Chambord

 by Shadowgate   

Eilean Donan 

"标志性的城堡"

Eilean Donan城堡是苏格兰高地最受欢迎的重要景点之一，也是如此。田园
诗般地坐落在自己的小岛上，俯瞰着斯凯岛，这是在三个伟大的海湾相遇，
杜伊斯湖，龙湖和阿尔什湖。这座城堡也是该国最受欢迎的纪念碑，其雄伟
的建筑风格令人叹为观止。城堡被赋予魅力和优雅的气息，被认为是国内主
要的景点之一。

 +44 1599 55 5202  www.eileandonancastle.com/  A87, Dornie

 by Reannanross   

伊埃斯科城堡 

"不仅仅是一个迷人的城堡"

Egeskov Castle酒店坐落在屡获殊荣的花园高耸的大片中，是一座以文艺复
兴时期戏剧性建筑而建的水上城堡。 Funen乡村为城堡的门面提供了一个辉
煌的背景，而城堡为游客提供传说故事和光荣的展品。城堡散发着童话般的
魅力，被一个名为二氧化钛宫殿（Titania's Palace）的真人大小的娃娃屋
所强化，城堡的主要景点之一。这个特殊的宫殿是在纳维爵士女儿格温多伦
的要求下创造的，并且把这15年的工匠们建造起来。这个宫殿由3000个部件
拼凑而成，包含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件艺术作品。这个巨大的城堡的其他突
出特点包括老爷车博物馆，历史悠久的花园和城堡的阁楼。

 +45 6227 1016  www.egeskov.dk/  info@egeskov.dk  Egeskov Gade 18,
Kværndrup, Faaborg-Midtfyn

 by Jorge Láscar   

麸皮城堡 

"中世纪的神话"

布兰城堡以其灰色的石头和红色的塔楼，从崎岖的岩石表面上升起，几个世
纪以来一直引发脊柱刺痛的图像。 Bucegi和Piatra Craiului山在远处耸立
，创造了一种在这个中世纪堡垒中萦绕几百年的威胁感。这座城堡是为了捍
卫通过山口的重要贸易路线而建立的，历史悠久，在十四世纪在路易王大帝
安茹的路易一世的庇护下建成。该城堡最着名的协会是与弗拉德·泰普斯（V
lad Tepes）或弗拉德·弗莱德（Vlad the
Impaler），通常被误认为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伯爵（Count Dracula）



。据信，斯托克受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照片和描述的启发，并从他读的有关
该国的书籍中获得了他的臭名昭着的城堡和人物的灵感。然而，强烈的意象
依然萦绕不去，布兰城堡现在常被称为德古拉的城堡。

 +40 268 23 7700  www.bran-castle.com/  office@bran-castle.com  Strada General Traian
Mosoiu 24, Braşov

 by Me in ME   

塞维利亚城堡 

"塞维利亚中心地带的阿拉伯宫殿"

穆斯林总督阿布德－拉赫曼三世于913年下令修建了这座穆德哈尔式宫殿。其
多彩的瓷砖、装饰多彩的拱门、手工木天花板和几何图案都是阿拉伯室内装
饰的伟大杰作。最美丽的莫过于班德拉斯厅和后面的基拉尔达高塔，以及 de
las Doncellas和de la Montería两个院子。大使馆尤其华丽。外面美丽的花
园风景和喷泉营造了真正宁静的气氛。社会事件，音乐和戏剧表演在这里举
行。费用：3欧元

 +34 95 450 2324  www.alcazarsevilla.org/  actividades@patronato-
alcazarsevilla.es

 Patio de Banderas,
塞维利亚

 by Julo   

Traku salos pilis 

"Spectacular Fortress Amidst Lake Galve"

Studded amidst Lake Galve, Trakai Island Castle, with its unique
location, is a one-of-a-kind fortress. Built betwee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the castle is an exemplar of Gothic architecture.
The spectacular view of the castle standing tall amidst the
sapphire waters, lined by clusters of verdant trees, looks straight
out of a fairytale. A wooden bridge leads you to this marvelous
spot. Formerly serving as the abode of the Grand Dukes of
Lithuania, the striking fortress houses an intriguing museum. Here
visitors can take a look at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rtifacts,
and the impressive collection of artworks on display.

 +370 665 2 6240  trakaimuziejus.lt/en/ek
spozicijos/

 info@trakaimuziejus.lt  Kęstučio g 4, Trakų salos
pilis, Trakai

 by No machine-readable
author provided. Dbenbenn
assumed (based on copyright
claims).   

康威城堡 

"世界遗产"

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堡象这个壮观的堡垒一样捕捉到了想象力，也许是13世纪
爱德华一世为了制服威尔士人而建造的最好的“铁环”。从它的岩石海角，
城堡指挥令人叹为观止的中世纪城镇及其河口港口，与德福的着名桥梁在前
景和斯诺多尼亚山作为一个壮观的背景。爱德华于1295年被围困在这里，于1
399年从康威避难，理查德二世被引诱，被兰开斯特公爵（后来是亨利四世）
废。大部分的大厦由1500名工匠在五年之内，是可及的。

 +44 30 0025 2239  cadw.gov.wales/visit/pl
aces-to-visit/conwy-
castle

 ConwyCastle@gov.wales  Rose Hill Street, Con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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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哈尔城堡 

"迷人的堡垒"

Kasteel De Haar或De Haar城堡是这个国家最具吸引力的地标之一。包括超
过200个客房设计丰富的装饰和建筑可追溯到古代世纪，城堡唤起皇室和辉煌
的形象。这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宝藏，提供洞察荷兰的历史。从早期国王的遥
远过去到丰富的古代遗产，这座城堡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任何一个盯着它的人
。这个巨大的建筑物被一个宏伟的花园和公园所环绕，那里有郁郁葱葱的绿
色树木，可以说是皇室的过去。走到这个非常美丽的宫殿，体验这个地方的
荣耀。

 +31 30 677 8515  www.kasteeldehaar.nl/  informatie@kasteeldehaar
.nl

 Kasteellaan 1, Ut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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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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ff+Lee.   

爱丁堡城堡 

"拥有迷人景色的历史要塞"

爱丁堡城堡是爱丁堡最著名、最受游客喜爱的、甚至是整个英国游客人数最
多的一个历史旅游胜地。从这里看去，可以欣赏到令人目眩神迷的爱丁堡市
区美景。这里还拥有很多景点，同时获得年轻客人和老年游客的喜爱。如大
厅、皇家住所、皇冠房、半月排炮、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的雕塑以
及广场等。广场上有世界闻名的军乐队分列式表演。城堡内存放着苏格兰最
著名的大炮——一座修建于十五世纪的名为芒斯蒙哥的大炮。现在，大炮每
天（星期天除外）中午一点准时开炮，声音震耳欲聋，游客朋友们可要注意
了哦！在城堡另外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是有名的“巫婆井”，1492-1722年
间，约有300多名妇女被烧死在这里。费用：成人7英镑；老年人和孩子2英镑
；费用包含苏格兰国家军事博物馆。

 +44 131 225 9846  www.edinburghcastle.scot/  Castlehill, Johnston Terrace,
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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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城堡 

"城市之心"

布拉格城堡被巨大的城墙围绕，面积达70,000平方米（750,000平方英尺），
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堡。城堡修建于公元870年，这也是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修建
的时期，已经经历了13个世纪的风雨洗礼。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是波希米亚
国王、罗马皇帝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故居，是人类建造的艺术奇迹，处处
都是历史珍宝。这座城堡融合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每个时代的流
行趋势，代表着悠久的历史。圣维特大教堂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色彩艳丽的玻
璃窗和内波穆克圣约翰。

 +420 224 371 111  www.hrad.cz/  info@hrad.cz  Hradčanské námesti,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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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jnice城堡 

"梦幻之地"

Bojnice城堡是斯洛伐克最着名的城堡之一，坐落在迷人的风景中，是最受追
捧的婚礼目的地之一。这座城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这座城堡有着
“童话故事”的设置，作为匈牙利贵族家庭的居所，如今拥有一个有趣的艺
术博物馆。被不平坦的岩石地形和茂密的植被所包围，城堡也是该地区参观
人数最多的城堡，并以其美丽和气氛令人敬畏。城堡的建筑风格受到法国中
部卢瓦尔河浪漫城堡的模式的启发，因此也被用于各种幻想电影和表演。它
也是国际鬼魂节的东道主。

 +421 46 543 0633  www.bojnicecastle.sk  rezervacie@bojnicecastle
.sk

 Zámok a okolie 1, Bojnice



 by Petr Slováček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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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罕伯拉宫 

"世界上最浪漫的摩尔人的堡垒"

这里是西班牙境内最令人赞叹最棒的摩尔式建筑，这是一个建筑上的杰作。
因此这里成为这个国家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景观。它由三部分构成，一个堡垒(
即Alcazaba)，皇宫群(即Alhambra)和一个避暑行宫，还有一个很奢华的大花
园(即Generalife)，该建筑主要建于13世纪到14世纪。13世纪，阿拉伯奈斯
尔王子阿尔-阿摩尔建立了奈斯尔王朝，统治着格拉纳达。这是一个独立的摩
尔人国家。随后，该建筑开始投入修建。以后的历代奈斯尔王朝统治者都不
断地修缮这些皇家宫殿，建造者们用木头，石灰，大理石，转块，陶瓷瓦，
水和光筑成了这个建筑群，在这里您还可以欣赏阿拉伯的书法。你可以在BBV
A银行格拉纳达支行当天买票，格拉纳达支行位于伊莎贝尔. 拉.
卡特里克广场内。

 +34 958 02 7971  www.alhambra-patronato.es  Calle de Real de Alhambra, 格林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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