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踪之旅”(Fantastische Strasse) 是德国西南部颇受欢迎的旅游路线，由
北至南绵延 350 公里，集德国最美、最好的风光于一身，唯美旖旎，特色
明显。路线北起万海姆 (Weinheim)，经巴登 - 巴登 (Baden-Baden)、图宾
根 (Tübingen)、霍亨索伦堡 (Burg Hohenzollern)，之后取道黑森林区的根
根巴赫 (Gengenbach)、布赖萨赫 (Breisach am Rhein)，黑森林高地的蒂蒂
湖 (Titisee)，绵延近 500 公里直至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三国之交的博登湖区
的三座明星之地：中世纪古城梅尔斯堡 (Meersburg)、鲜花之岛美瑙岛 (Insel 
Mainau) 和广聚德瑞 ( 士 ) 风情的康斯坦茨 (Konstanz)。

沿途有德国古老的大学城、华美的温泉疗养中心、葡萄酒城、德国最大的内陆湖
以及德意志末代君主的城堡。趟内卡河、越黑森林，风光千变万化，展示浓郁巴
符风情、唯美自然景致、深厚文化底蕴以及悠久历史与传统。历时 8 天，由北
到南，这将是一场贯穿巴符州各大热门旅游景点的仙踪旅程！你准备好了吗？

第 1 天　法兰克福－万海姆
抵达法兰克福机场 (FRA)，开启德国美丽的阳光一面！

自驾 1 小时或坐火车 45 分钟到万海姆。万海姆是一个浪漫曼妙和绿色翻涌的城
镇，在众多植物园内可以感受到充满生机的绿意。小镇拥有一个中世纪的制革厂
和 16 世纪建筑的主广场。这里容易步行游览，拥有热闹的小酒馆、酒吧以及美
曼的花园。 此外它亦以其令人愉快的地中海气候而闻名。重要亮点包括：城镇地
标温德克和瓦辰堡城堡(Windeck & Wachenburg Castles) 、万海姆宫(Weinheim 
Palace)、巧克力店 CACAO 和漫步于 19 世纪宫殿花园 (Schlosspark)。

第 2 天　万海姆－巴登－巴登
自驾 1 小时或坐火车 1.5 小时到巴登－巴登。凭借其地中海风情，这座小镇
将带你体验真正的生活美学！巴登 - 巴登位于黑森林山脚下，地理位置优越，
气候宜人。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古老赌场，国际大都市的
艺术和文化气質，以及其温泉有奇特疗效，使众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所以，
一定要记得泡温泉哦，你可以体验现代化的卡拉卡拉浴场 (Caracalla Spa) 或
历史悠久的弗里德里希浴场 (Friedrichsbad)，二者都会提供令人难忘的 spa 
体验！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德国最大的歌剧和音乐厅—巴登 - 巴登节庆剧院
(Festspielhaus)。你还可以游览 Frieder Burda 博物馆、参加活力非凡的国际
赛马和国际老爷车节 (Vintage Car Festival) 等节庆活动。

第 3 天　 巴登－巴登－根根巴赫 
自驾 45 分钟或坐火车 35 分钟到根根巴赫。根根巴赫是黑森林中最漂亮的城
镇之一，画面完美。首先映入你眼中的，一定是特色的建筑——半木结构的房
屋和窗户，上面摆满了天竺葵。想要认真观赏这座小镇，可以漫步狭窄悠长的
小巷，抬头便能看见高大的 Niggelturm 瞭望塔和 Stadtkirche Sankt Marien 
教堂的尖顶。根根巴赫还有一座 1000 年前由僧侣种植的圆形葡萄园，漫步其
中时，还能感慨沧海桑田并未在这里发生，仿佛时间在此停驻了。在市政厅附
近闲逛时，可以看见喷泉上有一座骑士石像，它可是根根巴赫的吉祥物。

第 4 天　根根巴赫－布赖萨赫
离开根根巴赫，下一站便是布赖萨赫，需要开车约 1 小时或乘坐火车 2 小
时才能抵达。布赖萨赫是座落在萊茵河畔上一座美酒与美景兼得的小镇！小
镇拥有德国最好的两个葡萄酒产区—凯撒斯图尔 (Kaiserstuhl) 和图尼贝格
(Tuniberg)，而且欧洲最大且最具历史意义的酒窖之一的布赖萨赫巴登葡萄
酒农酒窖 (Badischer Winzerkeller) 也在此处。若你想要品味醇香葡萄酒，可
以参加酒窖导览游。圣斯蒂芬大教堂 (St Stephen's Cathedral)、里辛根城堡
(Castle Rimsingen) 是热门打卡地，可别错过了。

全新 8 天德国西南部浪漫梦幻“仙踪之旅” 

https://www.weinheim.eu/,Len/1627649.html
https://www.weinheim.eu/,Lde/1631100.html
https://visit.baden-baden.de/en/tourist-information
https://www.carasana.de/en/caracallaspa/
http://www.carasana.de/en/friedrichsbad/home/
https://www.festspielhaus.de/en/
https://www.museum-frieder-burda.de/en/home/
https://www.gengenbach.info/
https://www.breisach.de/


第5天　布赖萨赫－黑森林高地/蒂蒂湖(Titisee)
离开布赖萨赫开车 1 小时前往世界闻名的传奇蒂蒂湖 (Titisee)，乘坐游船游
览前冰川湖的壮丽氛围。沿着海边散步长廊 (Seestraße) 漫步，享受黑森林高
地的静谧休闲，欣赏黑森林高地传统手工艺咕咕钟和品尝黑森林名物烟熏火腿
和蜂蜜等。这里还有 Drubba 公司精选的精品店，是全球知名钟表、时尚和旅
游产品品牌如 Tudor、Franck Muller 、Omega、Piaget、Rimowa、Aigner
和源于巴符州拥有百年历史的泰迪熊品牌 Steiff 等的官方卖家，提供便捷退税
购物和所有机械钟的国际保修 2 年。

您可以在 Hotel Hofgut Sternen 黑森林小村体验玻璃工艺品和咕咕钟制造。
艺术家们创造出迷人精致的玻璃物品和别出心栽的珠宝，彷如精致的 17 世纪
中的工艺重视眼前。下午在黑森林小村享受休闲，入住德国传统半木式传统建
筑住宿。

第 6 天　蒂蒂湖 (Titisee) －康斯坦茨 
享用美味的早餐后，开车 25 分钟去探索在托特瑙山 (Todtnauberg) 德国最高
的天然瀑布 (Todtnau Waterfall)，瀑布向着风景如画的山谷延伸 97 米，沿着
瀑布的小路漫步，景观更是别致。

之后前往拥有德国最壮观的雪橇滑道－托特瑙的 Hasenhorn Coaster，黑森
林区最长最高的手控云霄飞车。以红色优惠卡 (Red Inclusive Card) 免费使用
宝马 BMW i3 电动车，傲游罗特豪斯地 (Rothauser Land) 以及体验环保无污
染的驾驶乐趣。到罗特豪斯啤酒厂 (Rothaus Brewery) 参加导赏团，您可以
在导游和酿酒师的陪同下，了解典型德国啤酒的制造过程。

下一站是康斯坦茨，开车 2 小时或乘坐火车 3.5 小时即可抵达。这是博登湖
(Bodensee) 上最古老、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大约 600 年前，这里还有三位教
皇在争夺教皇的宝座，而今当时间车轮向前翻滚，这段历史便被更迭了。康斯
坦茨拥有 2000 年的历史，旧城仍保留着厚重的历史氛围，但它也是一座现代
化的城镇。去博登湖漫游吧，以独特视角欣赏这座岸边的城镇。还有 Imperia 
旋转雕像别忘记合影拍照哦 !

第 7 天　康斯坦茨－美瑙岛－梅尔斯堡
上午开车 15 分钟或乘坐火车 20 分钟便是有“鲜花天堂”之称的美瑙岛！这个
小岛，一年四季都开满鲜花，无论何时前往游玩，都能在花海中徜徉。在瑞典
王室成长的 Lennart Count Bernadotte 将野生公园发展成花卉和植物天堂。自
1932 年以来，“努力打造一个曼妙多姿的绿洲”的理念便一直被坚持着。你可以
乘船或越过小桥到达小岛，到时候巴洛克式宫殿，蝴蝶园和棕榈屋可别错过了。

下午自驾45分钟或乘火车1小时到达梅尔斯堡。梅尔斯堡位于博登湖的北岸，
被葡萄园环绕着。这里可以俯瞰博登湖，还能眺望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
让你将山川湖海一同揽入怀中。梅尔斯堡还有超过 800 年历史的堡垒，而且
现在还有人居住！当你悄然拜访时，可别太羡慕啦！当然，拥有 300 年历史
的新宫殿也是值得一去的好去处。拜访完这两处，你还能对比二者在历史沉淀
下，各自都有何特色呢 !

第 8 天　梅尔斯堡－霍亨索伦城堡－图宾根
想要探秘德国最雄伟的城堡建筑吗？接下来就是梦幻的城堡之旅。开车 1.5 小
时到达霍亨索伦城堡，它不仅是德国最雄伟的城堡建筑之一，更是位居欧洲
五大和世界十大城堡之列。这座城堡耸立在施瓦本山脉 (Swabian Mountains)
的岩壁上，被视作 19 世纪堡垒建筑艺术中的杰作。它初建于 11 世纪，并于
1850 年至 1867 年间重建，与如童话般的新天鹅堡的兴建大约是同一时期。
霍亨索伦堡带有一种雄伟行军战士特有的古朴之气，城堡外围有六个陵堡坚实
屹立，记录了普鲁士王朝的辉煌历史。当你探秘时，城堡内威廉皇帝二世的霍
亨索伦王冠、靓丽的画作、珍贵无比的珠宝一定让你眼花缭乱，惊叹无比。

下午的行程就交付给图宾根吧，在这个中世纪小镇，享受慢时光 ! 驾车 35 分
钟即可抵达。它的中心是一座拥有 500 年历史的大学，可以在里面悠哉漫步。
当你前往山顶的城堡时，路上的狭窄小巷里也许会发现小乐趣，例如探索那些
古旧的房子。当地的陶工和金匠的工作室，也是淘宝圣地。还可以沿着内卡河
沿岸乘坐小船游览，享受恬静一刻。

别小看这个地方，除了是 DNA 发源地，这里还藏匿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遗名录的珍宝—发现于施瓦本白俄罗斯最古老的洞穴！它就在图宾根大学
博物馆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內。博物馆坐落于文艺复兴
城堡 (Castle Hohentübingen)，这里可以瞥见 Swabian Alb 的美景。展品数
量庞大，约有 46,000 件，跨越了大约四万年的文化历史。除此之外，著名的
桩屋、凯尔特 (Celtic) 文化和吉萨 (Giza) 的祭祀室等古迹，也是其中亮点。

开车30分钟或乘火车1小时到达巴符州首府斯图加特。这里拥有宏伟的宫殿、
壮丽的园林和一流的建筑。世界两大著名的汽车博物馆，欧洲最大的奥特莱斯
麦琴根名品村 (Outletcity Metzingen)，奢华百货商场 Breuninger 和德国最
长的购物街国王大街 (Königstrasse) 也在这里。

虽然依依不舍，也要前往机场踏上回程的路上哦。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订阅官方微信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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