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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C a ta l og/ C a ta l og

003 ⾏程介绍

004 ⾏程特⾊

005 ⾏程概览

008 第 1 天 沈阳 → 法兰克福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011 第 2 天 维尔茨堡 → 罗腾堡

主座教堂博物馆 → 维尔茨堡⽼市政厅 → 罗腾堡城堡花园 → 罗腾

堡市政厅

015 第 3 天 慕尼⿊

圣⺟教堂（玛丽恩教堂） → 玛利亚⼴场 → 慕尼⿊宝⻢博物馆 →

奥古斯汀啤酒坊

019 第 4 天 加⽶施 → 帕腾基兴

楚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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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第 5 天 菲森 → 乌尔姆

维斯朝圣教堂 → 新天鹅堡 → 乌尔姆⼤教堂

025 第 6 天 斯图加特

霍亨索伦城堡

027 第 7 天 海德堡

海德堡⽼城区 → 海德堡⼤学 → 海德堡城堡 → 海德堡⽼桥

031 第 8 天 ⿊森林 → 吕德斯海姆 → 法兰克福

画眉⻦巷 → ⾳乐盒博物馆 → 法兰克福⼤教堂 → 铁桥 → 法兰克

福罗⻢⼴场 → 歌德雕像

036 第 9 天 法兰克福 → 沈阳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038 第 10 天 沈阳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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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绍 / In tr o/ In tr o

INTROINTROINTROINTRO
⾼先⽣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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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 / Fea tur e/ Fea tur e

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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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览 / P r evi ew/ P r evi ew

PREVIEWPREVIEWPREVIEWPREVIEW
⽇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11  天

0 90 9月2 02 0日，周四

沈阳 → 法兰克福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第 22  天

0 90 9月2 12 1日，周五

维尔茨堡 → 罗腾堡

主座教堂博物馆 → 维尔茨堡⽼市政厅 → 罗腾堡城堡花

园 → 罗腾堡市政厅

第 33  天

0 90 9月2 22 2日，周六

慕尼⿊

圣⺟教堂（玛丽恩教堂） → 玛利亚⼴场 → 慕尼⿊宝⻢

博物馆 → 奥古斯汀啤酒坊

 ⻝ 奥古斯汀啤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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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44  天

0 90 9月2 32 3日，周⽇

加⽶施 → 帕腾基兴

楚格峰

第 55  天

0 90 9月2 42 4日，周⼀

菲森 → 乌尔姆

维斯朝圣教堂 → 新天鹅堡 → 乌尔姆⼤教堂

第 66  天

0 90 9月2 52 5日，周⼆

斯图加特

霍亨索伦城堡

第 77  天

0 90 9月2 62 6日，周三

海德堡

海德堡⽼城区 → 海德堡⼤学 → 海德堡城堡 → 海德堡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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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88  天

0 90 9月2 72 7日，周四

⿊森林 → 吕德斯海姆 → 法兰克福

画眉⻦巷 → ⾳乐盒博物馆 → 法兰克福⼤教堂 → 铁桥

→ 法兰克福罗⻢⼴场 → 歌德雕像

第 99  天

0 90 9月2 82 8日，周五

法兰克福 → 沈阳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第 1010  天

0 90 9月2 92 9日，周六

沈阳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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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0909月2020日，周四

DAY 1DAY 1DAY 1DAY 1

沈阳 → 法兰克福
1.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2.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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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级⼲线机

场，国家⼋⼤航空枢纽之⼀，东北地区航空

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

距沈阳市中⼼20公⾥。同时为辽宁中部沈

阳、抚顺、本溪、鞍⼭、铁岭、辽阳等⼤中

城市的共⽤机场。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电话： 024 8939 2000

⽹址： http://tx.lnairport.com/

简介：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是德国的国家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主场基地与主要枢纽机

场。由于法兰克福的容量有限，因此除了法兰克福外，汉莎航空公司⼜另⾏在慕尼⿊的慕尼⿊国

际机场设置了第⼆枢纽，共同负担该公司庞⼤的班机接驳量。

到达⽅式： 德国法兰克福市内的⼠或⽕⻋到达； 德国境内城市⻜机或者⽕⻋到达； 国际城市采⽤⻜机到达.

地址： Frankfurt Airport, 60547,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电话： (49-180)6372463

⽹址： http://www.frankfurt-airport.com/content/frankfurt_airport/en.html

 今⽇概览

所在城市：沈阳 → 法兰克福

⾏程安排： 1.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2.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交通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交通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Rhein-Main-Flugh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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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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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天
0909月2121日，周五

DAY 2DAY 2DAY 2DAY 2

维尔茨堡 → 罗腾堡
1.主座教堂博物馆 → 2. 维尔茨堡⽼市政厅 → 3. 罗腾堡城堡花园 → 4. 罗腾堡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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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http://www.museum-am-dom.de

开放时间： 4⽉⾄10⽉10:00-18:00，11⽉⾄次年3⽉10:0

0-17:00，周⼀关闭。

⻔票价格： 3.5欧元，优惠票2.5欧元；与主座教堂圣器室的

联票4.5欧元，优惠票3.5欧元。

简介：维尔茨堡的市政厅建筑中，⽐较古⽼的⼀个部分，被称为 “Grafeneckart”，它就坐落于主

座教堂到美茵河⽼桥的当中，是⼀桩红褐⾊的建筑，有⼀座55⽶⾼的塔楼，墙⾯上还有很多古⽼

的装饰。这座建筑始建于1180年，也有了⼋百多年的历史。⽽如今实 际办公的市政厅，是在这

幢⽼楼背后的建筑中。

到达⽅式： 在Domstraße上，可以步⾏到达；也可以从⽕⻋站搭乘有轨电⻋1/3/5路，到“Dom”站。

⼩贴⼠： 从5⽉⾄10⽉，每周六11:00有⼀场免费的德语导游导览，可以参观市政厅的建筑内部。集合地点在Grafeneckart对⾯

的“四管喷泉”(Vierröhrenbrunnen)处。

 今⽇概览

所在城市：维尔茨堡 → 罗腾堡

⾏程安排： 1.主座教堂博物馆 → 2. 维尔茨堡⽼市政厅 → 3. 罗腾堡城堡花园 → 4.

罗腾堡市政厅

景点

主座教堂博物馆
Museum Am Dom

景点

维尔茨堡⽼市政厅
Altes Rathaus Grafenec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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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Rückermainstraße 2, 97070, Würzburg, Germ

any

电话： +49 931 370

⽹址： http://www.wuerzburg.de/de/index.html

简介：城堡花园在罗滕堡的⻄端，穿过城堡

之⻔(Burgtor)，到达的⼀个美丽的花园。花

园内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还有浪漫的葡萄

藤架，⾮常有诗意。更重要的是，这⾥还能

俯瞰陶伯河⾕(Taubertal)，看河⾕中绿意盎

然，古⽼的房⼦点缀其间，流⽔潺潺。如果

有时间，你还能沿着⼩径，在陶伯河⾕间散

步，⼀直⾛到河边的双桥(Doppelbrücke)。

地址： Alte  Burg, 91541,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Germany

电话： +49 9861 404800

⽹址： http://www.tourismus.rothenburg.de/sehenswert/gaerten_parks/burggarten/

简介：在集市⼴场⼀边的罗滕堡市政厅，有哥特式和⽂艺复兴式的混合⻛格，这幢建筑最早可以

追溯到14世纪。游客可以登上52⽶⾼的钟楼平台(共220级台阶)，⼀览⼩镇全景。同时，以市政

厅为背景的集市⼴场，也是圣诞市场的中⼼。

景点

罗腾堡城堡花园
Burggarten

景点

罗腾堡市政厅
Rat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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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式： 步⾏

⼩贴⼠： 开放时间：4⽉⾄10⽉，每天9:30-12:30，13:0

0-17:00；1⽉⾄3⽉及11⽉，周六及周⽇12:00-15:00；

圣诞市场期间，每天10:30-14:00，14:30-18:00，周五及

周六⾄20:00。 ⻔票：2欧.

地址： Marktpl. 1 91541 Rothenburg ob der Tauber

电话： +49 9861 4040

⽹址： http://www.rothenburg.de/

开放时间： 4⽉⾄10⽉，每天9:30-12:30，13:00-17:00

；1⽉⾄3⽉及11⽉，周六及周⽇12:00-15:00；圣诞市场

期间，每天10:30-14:00，14:30-18:00，周五及周六⾄2

0

⻔票价格： 2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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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天
0909月2222日，周六

DAY 3DAY 3DAY 3DAY 3

慕尼⿊
1.圣⺟教堂（玛丽恩教堂） → 2. 玛利亚⼴场 → 3. 慕尼⿊宝⻢博物馆 → 4. 奥古斯汀

啤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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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称圣⺟教堂，玛丽恩教堂建成于

1488年，1821年设⽴慕尼⿊-弗赖⾟教区

后，玛丽恩教堂就⼀直作为主教教堂，也是

慕尼⿊最重要的⼀座教堂，是慕尼⿊的标志

之⼀。第⼆次世界⼤战期间曾毁于轰

炸，1953年得以重建。

到达⽅式： 地铁：U3/U6线，Marienplatz站；所有通过

⽕⻋站的S线轻轨也都到达

⼩贴⼠： 开放时间：周六⾄周三：7:00-19:00，周四：7:0

0-20:30，周五：7:00-18:00

地址： Frauenplatz 12 80331 München 德国

电话： +49892900820

⽹址： http://www.muenchner-dom.de/

开放时间： 全年

游玩时⻓： 30分钟

 今⽇概览

所在城市：慕尼⿊

⾏程安排： 1.圣⺟教堂（玛丽恩教堂） → 2. 玛利亚⼴场 → 3. 慕尼⿊宝⻢博物馆

→ 4. 奥古斯汀啤酒坊

 ⻝ 奥古斯汀啤酒坊

定制师备注：贴近梦想的慕尼⿊，回到啤酒的酿造故乡

⼀⽚⼀⽚的感性，正在内⼼悸动翻涌着

体验慕尼⿊啤酒节

景点

圣⺟教堂（玛丽恩教堂）
Frauenkir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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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玛利亚⼴场(Marienplatz)是慕尼⿊的

市中⼼⼴场。⼴场中间是圣⺟玛利亚的雕

像，⼴场的北⾯是哥特式建筑的市政厅

(Rathaus)，1867-1908年建成。市政厅中

间是⾼85⽶的钟楼，上有著名的玩偶报时

钟，在上午11点与下午5点报时钟的玩偶伴

随着⾳乐出来展现1568年威廉五世婚礼⼤典

的场景与消灭⿊死病的场景。⼴场⻄北⾯不

远处有两个著名洋葱顶的圣⺟教堂

(Frauenkirche)，是慕尼⿊的象征建筑。

地址： Marienplatz

简介：奥林匹克公园以北，中环路之外是宝

⻢慕尼⿊⼯⼚。著名的宝⻢“四缸⼤楼”即矗

⽴于此。四缸⼤楼⻄⾯的圆形建筑及其附属

建筑是宝⻢ 博物馆(BMW Museum)，⾥⾯展

出了宝⻢开端⾄今从摩托⻋和⻜机 发动机制

造商到汽⻋产业巨头的发展历程。

博物馆⻄边⼀座⾮常具有 现代感的建筑是宝

⻢世界(BMW Welt)，宝⻢世界是集展示、销

售和交付于⼀体的综合性交互式场所，⼀楼

展出宝⻢全系⻋辆，⼆楼展出宝⻢摩托⻋，

另有专⻔的交⻋区域负责向客户交付预定的⻋辆。宝⻢四缸⼤楼是办公场所，不对外开放。

到达⽅式： 乘坐地铁3号线在奥林匹克中⼼(Olympiazentrum)下⻋向南。

⼩贴⼠： *导览提示* 博物馆是有中⽂电⼦导览机，2欧租借1个。14岁以下⼉童必须有成⼈陪伴参观。

地址： Am Olympiapark 2,80809 München

电话： +49-89-1802118822

景点

玛利亚⼴场
Marienplatz

景点

慕尼⿊宝⻢博物馆
Bmw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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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http://www.bmw-museum.com

开放时间： 周⼀闭馆,周⼆－周⽇10:00-18:00；12 ⽉24⽇⾄26⽇、12⽉30⽇、1⽉1⽇关闭。

⻔票价格： 成⼈：10欧元，优惠价(18岁以下⼉童和⻘年、学⽣、服役的年轻⼈，⾏动不便的⽼年⼈和残疾⼈)：7欧元；5⼈以上

(每⼈)：9欧元；家庭票(2成⼈+3个18岁以下孩⼦)：24欧元。

简介：慕尼⿊最重要的啤酒坊和啤酒花园之

⼀，经营奥古斯汀酒⼚⾃酿的啤酒，以及正

宗的巴伐利亚⻛味菜肴。

到达⽅式： 乘坐16或17路电⻋在Hopfenstrasse站下⻋，

或从⽕⻋总站下地铁或者城铁后沿Arnulfstrasse向⻄步⾏1

公⾥即到。

⼩贴⼠： 营业时间：11:30-次⽇凌晨0:00，餐馆营业⾄凌

晨1:00。

地址： Arnulfstraße 25, Munich

电话： +49-89-594393

⽹址： http://www.augustinerke lle r.de/home/

开放时间： 全年

⼈均消费： 150.00

美⻝

奥古斯汀啤酒坊
Augustiner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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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天
0909月2323日，周⽇

DAY 4DAY 4DAY 4DAY 4

加⽶施 → 帕腾基兴
1.楚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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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楚格峰(Zugspitze)是德国最⾼峰，海

拔2962⽶，可以乘坐⻮轨铁路或者缆⻋登

顶，楚格峰周围也⾮常适合滑雪和徒步。楚

格峰是德国境内的最⾼峰。这个⾼度在阿尔

卑斯⼭区可能不算什么，不过，如果你的⾏

程⾥没有其他在阿尔卑斯⼭区登顶的计划，

那不妨上楚格峰看看，⼀样有连绵的⼭峰，

还有云海和雪线，也是滑雪胜地。同时，由

于楚格峰在德奥边境上，在⼭顶上你可以轻

易地越过国境，进⼊奥地利。上楚格峰由各

段⻮轮⽕⻋和缆⻋连接，海拔1000⽶处的冰湖(Eibsee)也是⼀个静谧迷⼈的所在。

到达⽅式： 前往楚格峰交通⼯具分为⻮轨⼩⽕⻋及登⼭缆⻋。登上2962⽶⾼的楚格峰的⾏程⼀共分为3个部分。第⼀程是从加⽶

施-帕腾基兴⽕⻋站出发的登⼭⻮轮列⻋（Zahnradbahn），在穿过⼀条登⼭隧道，经过1⼩时15分钟的⾏驶后，将最终到达260

0⽶⾼的楚格峰冰川（Zugspitz-Gletscher）附近。其中，会经停可以转乘阿尔卑斯峰缆⻋（Alpspitzbahn）的Kreuzeck站

和艾布湖站。到达楚格峰冰川以后，再转乘冰川缆⻋（Gletscherbahn），4分钟就可到达2962⽶的楚格峰⼭顶全Ѐ平台。从楚

格峰下⼭，可以选择艾布湖缆⻋（Eibsee-Se ilbahn，2017年4⽉⾄12⽉关闭），10分钟内，将近2000⽶的海拔速降，不仅将

艾布湖的美Ѐ呈现在眼前，也⼗分挑战⽿膜。从那⾥，你可以搭乘⻮轮列⻋或公交巴⼠回到加⽶施-帕腾基兴⽕⻋站。

⼩贴⼠： 在⼭顶平台你会发现，真正楚格峰的峰顶，实际离平台还有⼀点点距离，那⾥是真正裸露的⼭头，有⼀个熠熠⽣辉的⾦

⾊⼗字架。在天⽓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峰顶是开放攀登的，但是，登顶的路并⾮�通的徒步道，需要⼀些攀爬技术，有较⼤的难

度，且只有 绳索等辅助措施⽽没有完整的安全保护措施，容易发⽣意外，因此，⼀定要量⼒⽽⾏，切勿逞强

地址： Zugspitze , Garmisch-Partenkirchen

⽹址： http://www.zugspitze .de

⻔票价格： ⻮轨⼩⽕⻋、冰河登⼭缆⻋、埃布湖Eibsee登⼭缆⻋⼀票通⽤。每⼈单程票价31.5欧，往返53欧。家庭票2⼤1⼩11

6欧。（2017.7价格）

 今⽇概览

所在城市：加⽶施 → 帕腾基兴

⾏程安排： 1.楚格峰

景点

楚格峰
Zugspi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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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天
0909月2424日，周⼀

DAY 5DAY 5DAY 5DAY 5

菲森 → 乌尔姆
1.维斯朝圣教堂 → 2. 新天鹅堡 → 3. 乌尔姆⼤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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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德国的世界⽂化遗产之⼀——维斯教

堂（1745⾄1754年）坐落在⻛景秀美的阿

尔卑斯⼭⾕中，保存⼗分完好，是建筑师多

⽶尼克斯·⻬默尔曼(Dominikus

Zimmermann)的作品，是巴伐利亚洛可可⻛

格的优秀代表作。整个作品充满了活⼒，欢

快⽽且⾊彩丰富。

到达⽅式： 从菲森⼩镇1天⼤概发5班⻋，路过新天鹅堡下

的⼩镇施万⾼

⼩贴⼠： 外表很普通的⼀座乡村教堂，竟然是世界⽂化遗产，内部⼤有乾坤，极尽奢华繁复。内部可以照相，但是禁⽌闪光灯。

周边环境相当宜⼈。

地址： 德国，Ste ingaden，Wies

电话： 49 8862 932930

⽹址： http://www.wieskirche .de

开放时间： 8:00~20:00（冬：17:00）

⻔票价格： ⽆

简介：新天鹅堡⽆疑已经成为了德国旅游的名⽚，是德国名⽓最响、旅⾏者最多的城堡。新天

 今⽇概览

所在城市：菲森 → 乌尔姆

⾏程安排： 1.维斯朝圣教堂 → 2. 新天鹅堡 → 3. 乌尔姆⼤教堂

景点

维斯朝圣教堂
Pilgrimage Church of  Wies

景点

新天鹅堡
Neuschwanstein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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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堡位于德国的南部边境的阿尔卑斯⼭间，

在⼀座近千⽶⾼的⼭顶上。这座路德维希⼆

世倾尽国⼒的杰作，拥有童话般的容颜与⻛

景。当你站在玛利亚桥上眺望，⽆法不为这

⼀切倾倒。新天鹅堡的内饰也极尽雍容，却

终究⽆法掩盖路德维希⼆世的悲剧命运，令

⼈⽆限唏嘘。相传路德维希⼆世对骑⼠传说

产⽣浓厚兴趣，⼜在图林根的瓦特堡停留之

后，决定将骑⼠传说等场景在⾃⼰的城堡中

再现。新天鹅堡1869年开始兴建，17年后路

德维希⼆世辞世时，外⽴⾯刚刚建成，国王辞世后三个⽉，政府便将其作为博物馆开放。⽬前，

城堡内部建成的部分均可参观，包括王座厅、国王卧室、起居室、更⾐室、⼤演唱厅等，装潢⼗

分华丽。游览时间约为30分钟。新天鹅堡后的⼭涧上建有⼀座玛丽恩铁桥(Marienbrücke)，从桥

上可以观赏天鹅堡全景。

到达⽅式： ⽕⻋：到Füssen⻋站，转乘巴⼠73/78线在Hohenschwangau / Alpseestraße下⻋.

⼩贴⼠： 1. 旅游旺季时参观⼈数较多，建议提前预订（须提前两天在当地时间15:00前预订），须⽀付1.8欧元⼿续费，⽹上订票

地址：http://www.hohenschwangau.de/543.html 2. 参观场次因语⾔⽽不同，请根据所须语⾔选择参观场次和时间。 3. 售票

厅旁设有停⻋场，停⻋费6欧元。 4. 如果你想拍不同⻆度的新天鹅堡，可以徒步玛丽安桥南⾯的⼭，登⼭30分钟左右可以拍摄到

新天鹅堡的俯瞰⻆度，但⼭路较崎岖，⾏⾛时请注意安全。

地址： Neuschwanste instraße 20,87645 Schwangau

电话： +49 8362 930830

⽹址： http://www.neuschwanste in.de/

开放时间： 4⽉-10⽉15⽇9:00-18:00，10⽉16⽇-次年3⽉10:00-16:00，1⽉1⽇、12⽉24⽇、12⽉25⽇和12⽉31⽇关闭

⻔票价格： 12欧元，18岁以下⼈群免费。新天鹅堡与天鹅堡联票：23欧元，仅限在同⼀天使⽤。新天鹅堡与林德尔霍夫宫、基

姆湖赫伦宫殿联票：24欧元，14天内有效，每个景点仅限⼊内⼀次；家庭票或双⼈票44欧。在1⽉1⽇、12⽉24⽇、12⽉25⽇

和12⽉31⽇关闭。

简介：世界上最⾼的教堂。 教堂塔顶⾼161.53⽶，共有768级台阶。教堂内部可以容纳3万⼈，

是仅次于科隆主教座堂（Kölner Dom）的德国第⼆⼤哥特式教堂。始建于1377年，1545年暂停

修建，1844年起继续修建，最终完⼯于1890年。

到达⽅式： 沿⽕⻋站前步⾏街前⾏约500⽶即到。

地址： Münsterplatz 21 89073 Ulm

景点

乌尔姆⼤教堂
Ulmer Mü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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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49-731-379945-0

⽹址： http://www.ulmer-muenster.de

开放时间： ⼀般早上9点开⻔，关闭时间因季节⽽异，在16

.45-19.45之间，登塔提前1⼩时关闭。

⻔票价格： 教堂免费。 登塔成⼈4欧，学⽣及7-17岁⼉童2

.5欧，7岁以下⼉童免费。⼗⼈以上团体每⼈优惠0,5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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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天
0909月2525日，周⼆

DAY 6DAY 6DAY 6DAY 6

斯图加特
1.霍亨索伦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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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霍亨索伦城堡位于距斯图加特市区64

公⾥的⼩镇⿊兴根(Hechingen)东南⽅。城堡

为曾统治德意志的霍亨索伦家族私有，但对

公众开放。城堡始建于11世纪，19世纪重

修，与新天鹅堡在修建时间、规模和重要性

上可以等量⻬观。古堡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发

源地(霍亨索伦家族是勃兰登堡——普鲁⼠

1415-1918年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

族)。霍亨索伦堡就似充满英雄主义的阳刚之

⽓，这也正代表普鲁⼠王朝的辉煌历史。城

堡内展示腓特烈⼤帝的遗物、普鲁⼠王的宝物及王冠等。城堡⽬前仍有普鲁⼠王朝末代皇帝威廉

⼆世的⼦孙留居此地。

到达⽅式： ⾃驾从⿊兴根出发向南，⾛K7110公路即可到达霍亨索伦城堡

⼩贴⼠： 开放时间：3⽉16⽇⾄10⽉31⽇10:00-17:30，11⽉1⽇⾄3⽉15⽇10:00-16:30。 ⻔票：外部免费参观；内部参观C

ategory I(仅含秘密通道，不含房间参观)成⼈5欧元/⼈，6-7岁⼉童4欧元/⼈；内部参观Category II(参观所有)成⼈10欧元/⼈

，18岁8欧元/⼈，6-17岁⻘少年5欧元/⼈，家庭票(2名成⼈＋最多4名⼉童)25欧元。

地址： D-72379 Burg Hohenzolle rn

电话： +49 (0)7471 242

⽹址： http://www.burg-hohenzolle rn.com/

开放时间： 5⽉⾄10⽉

⻔票价格： 35

游玩时⻓： 3⼩时

 今⽇概览

所在城市：斯图加特

⾏程安排： 1.霍亨索伦城堡

景点

霍亨索伦城堡
Hohenzollern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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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天
0909月2626日，周三

DAY 7DAY 7DAY 7DAY 7

海德堡
1.海德堡⽼城区 → 2. 海德堡⼤学 → 3. 海德堡城堡 → 4. 海德堡⽼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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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Altstadt (Old Town)是海德堡的⽼城

区，有⼤学、城堡、⼩巷，别有⼀番⻛情

地址： He ide lberg,Baden-Wurttemberg,Germany

简介：海德堡⼤学始建于1386年，是德国第⼀，欧洲第三古⽼的⼤学，拥有神学、法学、医学、

哲学等18个学院和分别来⾃80多个国家的32000名学⽣。⻢克吐温曾在1880年他的⼩说《流浪

汉在海外》中提到尽管这⾥也有喧闹的学⽣和醉汉，但是海德堡的学习⽓氛依旧有它严谨严格的

⼀⾯。

地址： Grabengasse 1, 69117, He ide lberg, Germany

电话： +49 6221 540

⽹址： http://www.uni-he ide lberg.de/

 今⽇概览

所在城市：海德堡

⾏程安排： 1.海德堡⽼城区 → 2. 海德堡⼤学 → 3. 海德堡城堡 → 4. 海德堡⽼桥

景点

海德堡⽼城区
Altstadt (Old Town)

景点

海德堡⼤学
Heidelber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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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的王座⼭(Königstuhl)上，红⾊

沙⽯所建的海德堡城堡，虽已残毁，却仍不

失王者⻛范，俯视着⼭脚下的海德堡⽼城和

内卡河。城堡始建于13世纪，在1537年和

1764年两次遭受雷击，并在三⼗年战争和⼤

同盟战争中损毁严重，逐渐形成今⽇的格

局。如今，城堡内最⼤的看点是世界上最⼤

的葡萄酒桶(Grosses Fass)，因为战争原

因，这也是城堡内反复建造的⼤⼩相似的第

四个酒桶了。如今的酒桶于1751年建造，总

共可装下221726升酒。旁边还有⼀个所谓的“⼩酒桶”(Kleines Fass)。城堡内另有医药博物馆，

展示了数百年前的药学。宫殿庭院中有⼀座红⾊的凯旋⻔，虽然规模不⼤，却因是⼀夜之间建造

的，⽽颇具浪漫⾊彩，这是1615年时，Friedrich五世送给她妻⼦20岁的⽣⽇礼物。

到达⽅式： 公交：从海德堡中央⻋站搭乘公交33路到Bergbahn站，然后搭乘⻮轮⽕⻋(Bergbahn)到城堡。 ⽕⻋：或从粮⻝⼴

场(Kornmarkt)后的缆⻋站搭乘⻮轮⽕⻋，⼀站即到城堡。 步⾏：或者步⾏上⼭，在上⼭缆⻋站附近有两条路，⼀条为城堡前的

斜坡路，⼀条为⼭间的台阶路，步⾏需15分钟左右。 ⻮轮⽕⻋：每10分钟⼀班⻋，⾸班⻋为早上9:00，夏季末班⻋约为20:20

，冬季末班⻋约为17:00。⻋资与城堡的⻔票联票为5欧元。⻮轮⽕⻋的终点站为王座⼭的⼭顶，也可徒步饱览⻛光。往返⻋资12

欧元。 http://www.bergbahn-he ide lberg.de

⼩贴⼠： 城堡后⾯，有很⼤⼀⽚不限时间免费开放的城堡花园，有鲜花与喷泉的美景，也能眺望城堡和海德堡的⽼城，有时间⼀

定要去⾛⾛。

地址： Schloss He ide lberg，Schlosshof 1，69117 He ide lberg

⽹址： http://www.schloss-he ide lberg.de

景点

海德堡城堡
Heidelberger Sch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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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宫殿庭院及⼤酒桶开放时间：8:00-18:00(17:30停⽌⼊场)；12⽉24⽇8:00-13:00(12:30停⽌⼊场)，12⽉25⽇不

开放。 医药博物馆开放时间：4⽉-10⽉10:00-18:

⻔票价格： 花园免费；联票(⻮轮⽕⻋、城堡庭院、⼤酒桶及医药博物馆)6欧元，优惠票4欧元。 语⾳导览(各类语⾔包含中⽂)4

欧元。 导游导览(仅德语和英语)4欧元，优惠票2欧元。家庭票10欧元，20⼈以上团队每⼈3.6欧元。宫殿仅能跟随导游游览，请

在售票处咨询当⽇安排。

简介：⽼桥的正式名字为Karl-Theodor桥，

是1788年修建这座巴洛克式⽯桥的选帝侯的

名字。这已是⾃古罗⻢时期以来，在这个位

置上的第九座桥梁，也是现今海德堡地区内

卡河上最古⽼的桥。这座桥在绝⼤部分时间

⾥为步⾏桥，可以仰望城堡。桥上的雕塑南

端为选帝侯KarlTheodor，北端为智慧⼥神

(为歌颂选帝侯对艺术与科学的⽀持)。桥的南

端为桥⻔，15世纪遗留的两座28⽶⾼的圆塔

是⽼桥最古⽼的部分，桥⻔最早是⽤作收

取“过桥费”的。

到达⽅式： 步⾏：在圣灵⼤教堂附近，穿过Ste ingasse，即可到⽼桥。公交：或者乘坐公交35路到Alte  Brücke站

地址： Alte  Brücke 60547 Frankfurt am Main 德国

开放时间： 全年

⻔票价格： 免费

景点

海德堡⽼桥
Alte Brü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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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天
0909月2727日，周四

DAY 8DAY 8DAY 8DAY 8

⿊森林 → 吕德斯海姆 → 法兰克福
1.画眉⻦巷 → 2. ⾳乐盒博物馆 → 3. 法兰克福⼤教堂 → 4. 铁桥 → 5. 法兰克福罗⻢⼴

场 → 6. 歌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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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吕德斯海姆⼩镇最经典的⼩巷。⼩巷

两边各式招牌、⼟特产⼩店让⼈应接不暇。

在葡萄丰收的季节，欢乐的⼈群定会把你淹

没。吕德斯海姆是⼀个种植葡萄的城市，早

在古罗⻢时期古罗⻢⼈已经在此种植葡萄，

有着酒城之美誉。。。可以说没有美酒就没

有画眉⻦⼩巷，⽽没有画眉⻦巷就没有吕德

斯海姆……画眉⻦狭窄的⼩巷两边都是餐

馆、酒馆，店家⼤都出售着⾃⼰酿制的葡萄

酒。漫步在⼩巷，真是⼀步⼀景，每年来此

的游客约300万⼈， 100多⽶⻓的狭窄街道

⽩⽇喧哗，⼊夜则更加欢畅。这是⼀条不夜巷，有欢歌、有劲舞、有⾳乐还有美酒和笑声。

简介：这座15世纪的房⼦是⼀个充满童真⾊彩的博物馆，这⾥所有的古董玩具都能⾃动奏乐，其

中最令⼈称奇的”玩具“能达到交响乐的演奏⽔平。

地址： Oberstraße 29,65385 Rüdeshe im am Rhe in

电话： 0 67 22/ 4 92 17

 今⽇概览

所在城市：⿊森林 → 吕德斯海姆 → 法兰克福

⾏程安排： 1.画眉⻦巷 → 2. ⾳乐盒博物馆 → 3. 法兰克福⼤教堂 → 4. 铁桥 → 5.

法兰克福罗⻢⼴场 → 6. 歌德雕像

景点

画眉⻦巷
Drosselgasse

地址： 65385 Rüdeshe im am Rhe in, Germany

景点

⾳乐盒博物馆
Siegf ried's Mechanisches Musikkabi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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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http://www.siegfrieds-musikkabinett.de/

开放时间： 3⽉⾄12⽉：每天10:00-18:00(18:00-22:00

仅供预约参观)。因乐器需要专⼈演示，只提供导游游览。

⻔票价格： 成⼈6.5欧元，⼉童、学⽣、残疾⼈3欧元。导

游游览提供9种语⾔服务，时间约为45分钟。

简介：这是法兰克福最出名的教堂之⼀，于

1239年为圣·巴依托洛莫依斯⽽建，1365年

成为罗⻢帝国选举皇帝的正式场所。1562年

到1792年间有10个皇帝在此加冕。1867年8

⽉14⽇⼀场⼤⽕⼏乎摧毁 整个教堂，之后将

其修建成了新哥特式建筑。但是在⼆战时它

⼜被重毁，现在的建筑是在1950-1953年新

建的。 在夏季可以买⼀个冰淇淋甜筒，在⻔

前的⼴场坐上⼀会，享受欧洲的慢节奏⽣活.

到达⽅式： 搭乘U4/5在Dom或者Römer站

⼩贴⼠： 开放时间：4⽉1⽇-10⽉31⽇9:00-18:00，11⽉1⽇-3⽉31⽇10:00-17:00。

地址： Domplatz 14，60311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 69/2 97

⽹址： http://www.dom-frankfurt.de/

开放时间： 5-9⽉

⻔票价格： 0.00

游玩时⻓： 2⼩时

景点

法兰克福⼤教堂
Cathedral Historical Frankfurt

33



简介：这座钢架结构的⼈⾏桥横跨美茵河，

连接了法兰克福的南岸和北岸。这个新歌特

式⻛格的桥从1869年开始修建，经过多番改

建，直到1993年才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到达⽅式： 市内交通：乘2、4、6、9、13、15、101、1

02路等汽⻋到⻄关什字北⾏百⽶即到。

⼩贴⼠： 开放时间:24⼩时全天 价格:免费

地址： Eiserner S teg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0931-8828783

开放时间： 全天

⻔票价格： 免费

简介：缅因河流经市区，将法兰克福⼀分为

⼆，古城区的罗⻢⼴场就在河的北边；罗⻢

⼴场旁有个罗⻢厅，实际上就是旧的市政

厅，⾥⾯的皇帝殿是许多罗⻢皇帝进⾏加冕

的地⽅。罗⻢⼴场⻄侧的三个⼭形墙的建筑

物，可以说是法兰克福的象征。虽然遭遇数

百年战⽕的摧残，但整修后仍保存完好。罗

⻢⼴场的东侧则有有⼀排古⾊古⾹的半⽊造

市⺠住宅。罗⻢⼴场是法兰克福现代化市容

中，仍然保留着中古街道⾯貌的唯⼀⼴场。

罗⻢⼴场⻄侧的三个⼭形墙的建筑物，可以说是法兰克福的象征。

1944年，该⼴场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空袭，基本被毁，战后重建。除了柏林的巴黎⼴场、汉堡的

市政厅⼴场，和慕尼⿊的玛利亚⼴场之外，这⾥是德国最重要的城市⼴场。

到达⽅式： 乘地铁4号或5号线在Dom/Römer站下

景点

铁桥
Eiserner Steg

景点

法兰克福罗⻢⼴场
Römer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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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 Römerberg，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69)21238708

⽹址： http://www.frankfurt-tourismus.de/cms/tourismussuite/de/home.html

开放时间： 5-9⽉

⻔票价格： 0.00

游玩时⻓： 2⼩时

简介：歌德-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

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思想家

⼩贴⼠： 开放时间:全天 价格:免费

地址： Goethe House , Großer Hirschgraben 23, 603

11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

开放时间： 全天

⻔票价格： 免费

景点

歌德雕像
Go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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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天
0909月2828日，周五

DAY 9DAY 9DAY 9DAY 9

法兰克福 → 沈阳
1.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 2.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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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Frankfurt Airport, 60547,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电话： (49-180)6372463

⽹址： http://www.frankfurt-airport.com/content/frankfurt_airport/en.html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电话： 024 8939 2000

⽹址： http://tx.lnairport.com/

 今⽇概览

所在城市：法兰克福 → 沈阳

⾏程安排： 1.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 2.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交通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Rhein-Main-Flughafen

交通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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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0  天
0909月2929日，周六

DAY 10DAY 10DAY 10DAY 10

沈阳
1.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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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电话： 024 8939 2000

⽹址： http://tx.lnairport.com/

 今⽇概览

所在城市：沈阳

⾏程安排： 1.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交通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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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旅途愉快。
ENDENDENDEND



扫码查看指南书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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