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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大教堂 

"前议会"

壮观的珊瑚砂岩外墙的圣保罗教堂是一个里程碑，也是法兰克福独特之处。
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教堂，而是因为
它是集会的场地。为了取代Barfußerkirche教堂而建造的,于1833年竣工。18
48年，德国第一次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就坐落于此;教堂举行了99次会议，通
过了59条条款，这些条款至今仍是德国宪法的一部分。这座教堂在1944年的
一次空袭中被毁，二战后立即重建，作为战后的纪念。简约的大厅现在是举
行重要活动的场所，比如一年一度的德国和平奖颁奖典礼和法兰克福的歌德
奖颁奖典礼。

 +49 69 21238934  www.frankfurt.de/sixcms/detail.p
hp?id=3828&_ffmpar%5B_id_inhalt%5
D=1240072

 Paulsplatz 11, 法兰克福

 by Dietmar Rabich   

罗马（市政厅） 

"法兰克福市政厅的所在地"

法兰克福大会堂今天的立场是由不同的建筑物组成的。这里建造的第一批建
筑物是ZumRömerHouse和1405年的隔壁宾馆Goldener Schwan。20世纪初，在P
aulsplatz旁边建造了两座建筑群（北部和南部），并加入了由一座桥梁。这
些建筑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风格设计，与早期的建筑相得
益彰。他们装饰着描绘当地事件的浮雕，比如收获苹果酒。一个特别的画是
在Rathaus（市政厅）装饰精美的Kaisersaal（皇帝的大厅）。市政厅是法兰
克福市市长的所在地。

 +49 69 2 1201  www.frankfurt.de  Römerberg 23, 法兰克福

 by Munin2005   

歌德故居 

"歌德的故居"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的楼房是一个非常典型富人居室，说明巴洛克晚期
，富人的生活形态。1733年,歌德的家人获得两个相邻半木质结构房屋位于法
兰克福市中心Großen Hirschgraben。1795年，歌德家族卖掉了这块地，那时
歌德已经搬到了魏玛。毗邻的歌德博物馆(Goethe Museum)也是值得一去的地
方，经过了翻修，同时设有一座图书馆和一家书店。这座房子是二战期间被
摧毁的原址基础上进行重建的。

 +49 69 138800  www.goethehaus-
frankfurt.de/

 info@goethehaus-
frankfurt.de

 Großer Hirschgraben 23-25,
法兰克福

 by Emmaus at German
Wikipedia   

Karmeliterkloster 

"文艺复兴建筑和鼓舞人心的壁画"

这座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建于1460年至1520年之间，其建筑独自值得参观。然
而，除了厚厚的砖墙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到。食堂被认为是城市中最
美丽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之一，Joerg
Ratgeb的走廊壁画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壁画之一。 1803年（Karmeliter秩序
）最后一个修士离开修道院后，它变成了军营。如今，Karmeliterkloster是
早期博物馆，城市历史研究所和公共艺术画廊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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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69 2123 8425  www.stadtgeschichte-
ffm.de/

 info.amt47@stadt-
frankfurt.de

 Münzgasse 9, Institut für
Stadtgeschichte, 法兰克福

 by Eva K.   

现代艺术博物馆 

"法兰克福的现代艺术空间"

由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fürModerne
Kunst）设计，由现代艺术博物馆Hans Hollein设计，是法兰克福最重要的艺
术品之一，由于其三角形的形状而被当地人称为DasTortenstück（“蛋糕片
”）。这座非常规而优雅的建筑反映了当代艺术风格，丰富了法兰克福的建
筑景观。焦点是一个自然光线，玻璃拱形的大厅，两层楼，楼梯通往楼上的
楼层。该系列的核心来自达姆施塔特实业家卡尔·斯特勒（KarlStröher），
其中包括美国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展品每半年轮换一
次，经常包括新艺术家的作品和项目。一个玻璃门面的自助餐厅位于一楼。

 +49 69 2123 0447  www.mmk.art/de/  mmk@stadt-frankfurt.de  Domstraße 10, 法兰克福

 by Kasa Fue   

法兰克福大教堂 

"美丽的皇家大教堂"

圣巴塞洛缪大教堂庄严地耸立在梅恩河附近，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丰富的纪
念碑之一。褐色哥特式外观已经成为法兰克福壮观的景色一部分。起源于公
元前7世纪，教会沉浸在罗马历史的皇家篇章中。这座教堂因1562年至1792年
罗马皇帝的加冕仪式而闻名。这座教堂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于2
0世纪70年代进行重建工程。汉斯·巴克芬(Hans Backoffen)的雕塑描绘了耶
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场景，里面收藏了几件文物和珍贵的物品，是文艺复
兴早期的一件杰作。虽然它作为帝国教会的地位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有所下降
，但在19世纪后，大教堂成为了国家的灯塔。

 +49 69 2970320  www.dom-frankfurt.de/  pfarrbuero@dom-
frankfurt.de

 Domplatz 1, 法兰克福

 by Dorron   

法兰克福证交所 

"DAX之家"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FSE）是全球第三大股票，外汇和外汇市场。所有股票
成交量的75％，也是德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早在16世纪，几个贸易商就制
定了一个协议，在贸易展览会上为进入这个城市的各种货币建立汇率。这是F
SE的先驱。作为对文艺复兴时期高度风格的赞扬的证券交易所建筑起源于187
9年，当时它取代了Paulskirche旁边的旧建筑。参观者可以从交易大厅上方
的阳台观看交易员的行动，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奇观。大屏幕显示DAX（德国
股指）的走势，个别股价可以在监视器上看到。

 +49 69 2111 1515  www.boerse-frankfurt.de/en  Börsenplatz 4, 法兰克福

 by Guilhem Vellut   

美茵塔 

"雄伟的德国高塔"

得名于著名的美茵河，主塔是一个令人惊叹的56层建筑结构，也是内城Innen
stadt附近最重要的建筑之一。通过壮观的蓝色玻璃幕墙，这座塔反映了法兰
克福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城市生活。两座相连的塔楼被认为是德国最高的建筑
之一。这里包括著名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美林(Merrill
Lynch)、德国黑森广播电视台Hessischer
Rundfunk以及许多其它机构的德国办事处。53楼的美茵塔餐厅和酒吧 Main
Tower Restaurant & Bar ，提供深受顾客喜爱的欧亚美食。

 +49 69 36504740  www.maintower.de/  Neue Mainzer Straße 52-58,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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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ontworry   

法兰克福歌剧 

"莫扎特和喜欢的魔法"

在法兰克福，歌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外人倾向于把它与Alte Oper或Op
ernbühne联系在一起，但二者在二战中被彻底摧毁。一座新的大楼于1951年
开放，但在1987年被烧毁，四年后重新开放。在门厅的天花板上雕刻的灰泥
具有特别的建筑意义。这六位歌剧中坚分子的作品在这里上演得比其他任何
东西都多，尽管他们也与更新的作曲家交替。法兰克福歌剧院现在采用了一
个死记硬背的体系，而不是一个永久的节目。歌剧院的声誉曾经是高于其余
的，但由于内部纷争，尽管有一些壮观的作品，但它正在消失。

 +49 69 213 7000  www.oper-frankfurt.de  info@oper-frankfurt.de  Untermainanlage 11,
法兰克福

 by Melkom   

德国建筑博物馆 

"卓越的德国建筑"

德国建筑博物馆坐落在一座美丽的18世纪别墅内。博物馆的概念反映在房子
内的建筑物的不寻常的设计。展品分布在博物馆各个层面。游客可以查看古
代和近期的建筑计划，模型和结构的惊人的收集。这个博物馆的展品不断旋
转。博物馆是学习建筑的学生的好地方，因为有超过10万的建筑图纸和模型
可以被观看。博物馆还组织了几个活动，节目和讲座。

 +49 69 2123 8844  www.dam-online.de/  info.dam@stadt-
frankfurt.de

 Schaumainkai 43, 法兰克福

 by MichaelM   

法兰克福老歌剧院 

"法兰克福传奇歌剧院"

法兰克福老歌剧院看起来仍然像1880年德皇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开
放时那样宏伟壮观。该建筑由富裕的法兰克福市民提供资金，由理查德·卢
卡(Richard Lucae)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设计。在1944年的一次空袭中被
毁，后来重建并改名为“旧歌剧音乐会和会议中心”。主厅观众席是建筑的
中心部分，可容纳约2500人，用于举办音乐会和音乐盛会。较小的房间可以
租来举行活动、会议、公司活动、招待会、产品发布会等等。游客可以在咖
啡馆、餐厅或小酒馆里享用茶点。

 +49 69 13400  www.alteoper.de  kontakt@alteoper.de  Opernplatz, 法兰克福

 by Simsalabimbam   

Städel博物馆 

"为了艺术之爱"

Städel博物馆每周举办一些艺术展览。您可以找到像卡拉瓦乔（Caravaggio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等当代艺术大师以及当代地区艺术家精美
的艺术展览。永久收藏包括雷诺阿，波提切利，伦勃朗等作品，从中世纪到
现代。展示大量的雕塑，艺术装置和摄影作品，探索自然，历史，宗教，暴
力和爱情等主题。博物馆还设有书店，咖啡馆和图书馆。全年举办各种研讨
会，活动和讲习班。有导游的旅游可用。

 +49 69 6 0509 8200  www.staedelmuseum.de/  info@staedelmuseum.de  Schaumainkai 63, 法兰克福

 by Hans   

Holbeinsteg 

"在桥上摇曳"

1990年，第二座人行天桥被建在主河上，连接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
和城市。现代吊桥“Holbeinsteg”是由一位着名的法兰克福建筑师修建而成
，挂在红色和蓝色的电缆上，而电缆则挂在两对挂架上。从桥上的景色非常
棒，您可以在一个方向看到博物馆的美景，而另一方面，您可以欣赏令人印
象深刻的法兰克福天际线。但要小心 - 桥摇摆！

 +49 69 2123 8800 (Tourist  info@infofrankfurt.de  Holbeinsteg,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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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umpesegglderivative
work: Hic et nunc   

霍尔茨豪森城堡 

"田园诗般的城堡在湖中间"

田园诗般的霍尔茨豪森城堡坐落在霍尔茨豪森公园的湖中。这座城堡建于172
7至1729年，曾经是霍尔茨豪森王朝的乡村住宅。洛可可式建筑在1923年被法
兰克福市接管时易手。今天它被用于展览和古典音乐会。游客必须穿过一座
小桥进入美丽的建筑。公园面积非常值得调查，有一个美丽的儿童游乐场。

 +49 69 55 7791  www.frankfurter-
buergerstiftung.de/

 info@frankfurter-
buergerstiftung.de

 Justinianstraße 5,
法兰克福

 by Photograph by Mike Peel
(www.mikepeel.net).   

Frankfurt Zoo 

"可爱的小动物"

法兰克福动物园成立于1858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动物园与着名的
动物专家和研究人员Bernhard Grzimek的名字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Grzimek博士负责重建被毁坏的建筑物。在被任命为动物园主任之后，他
还负责购买动物，新建筑物和现代围栏。今天的特色景点有老虎，狮子，豹
子，蛇和蜘蛛，以及所谓的夜晚模拟夜间的房子，让游客可以看到天黑后的
动物。现在占地11公顷（27.18英亩）的动物园拥有超过600种不同的物种和5
000只动物。

 +49 69 2123 3735  www.zoo-frankfurt.de/  info.zoo@stadt-
frankfurt.de

 Bernhard-Grzimek-Allee 1,
法兰克福

 by Anna16   

棕榈园 

"法兰克福的绿园"

棕榈园始建于1869年，是纳索公爵收藏植物的园区，里面有一系列奇异的植
物。游客可以自由地在花园中漫步，但对于那些想要更多地了解植物世界的
人，推荐雇佣导游带领来游览该植物园。这里一年四季都有许多活动，包括
夏季的露天古典音乐会、6月的灯节、9月的中秋节和10月的兰花节等。

 +49 69 21233939  www.palmengarten.de/de/  info.palmengarten@stadt-
frankfurt.de

 Siesmayerstraße 63,
法兰克福

 by Daderot   

植物园 

"一个可爱的绿色空间"

参观植物园就像是从北美硬木森林到非洲贫瘠的非洲萨凡纳一个美丽的绿色
和华丽的避风港一个迷人的旅程。大约八公顷（20英亩）的开阔地和众多的
温室和种植区包含6000多种不同的植物物种。谱包括从异国情调的雨林花卉
到中欧杂草的一切。一系列信息标志解释了所有关于不同物种及其自然栖息
地的信息。植物园由法兰克福大学经营。

 +49 69 7982 4763  www.botanischergarten-
frankfurt.de/

 info@botanischergarten-
frankfurt.de

 Siesmayerstraße 72,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
法兰克福

 by Karsten11   

Rebstockbad 

"整个家庭的乐趣"

Rebstockbad全年为家庭提供乐趣。法兰克福的波浪机和最好的水槽每年吸引
60多万游客。该大楼装饰着大量的植物，包括一个非游泳池，小型游泳池，
理疗池，五米跳水板和一个巨大的双滑道。游客还可以在室外，桥下和过去
的喷泉游泳。一小笔费用，您可以访问美丽的日本桑拿，土耳其浴或漩涡。

 +49 69 27 1089 1010  www.frankfurter-
baeder.de/rebstockbad/

 info@frankfurter-
baeder.de

 Zum Rebstockbad 7,
Rebstock,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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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vaK   

Justiniuskirche 

"在法兰克福最古老的教堂"

这个礼拜场所是法兰克福最古老的教堂。第一座建于公元7世纪的建筑，在9
世纪增加了一座T形平面图和砂岩柱的三层教堂。在十五世纪期间，这座建筑
（当时用作教区教堂）慢慢开始呈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形式，哥特式的圣坛
，三扇教堂和一个主要的门户。原始中殿的拱廊保持完好。

 +49 69 3399 9615  www.justinuskirche.de/i
ndex.html

 justinusstifter@email.de  Justiniusplatz, 法兰克福

 by RichHein   

圣马丁 

"美丽的哥特式祭坛"

圣马丁是位于莱茵河畔莱希（Lorch am Rhein）的天主教教区教堂，以其美
丽的哥特式祭坛而闻名，这是德国着名艺术家汉斯•冯•沃姆斯（Hans von Wo
rms）大约1483年的杰作。教堂的巨大塔俯瞰着葡萄酒和文化丰富的城市。另
一个独特的功能是在被称为“雷司令登记册”的机构的一部分，曾经被按下
的鸟鸣声，打开在雷司令两个瓶子后面隐藏的门，揭示了两个酒杯。

 +49 6726 1815 (Tourist
Information)

 info@lorch-rhein.de  Oberweg 13, Lorch am R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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