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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主题  缤纷绚烂 世界遗产之旅                                        

            自驾用车：7x24 小时 

          行车距离：约 1320 公里 

更多细节可详询：400-60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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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梅塞尔化石坑 Grube Messel     

拥有四万多件出土物的梅塞尔化石坑是全世界多样性化石坑中出土化石最多的遗址之一，生动记录了昔日地质

年代中生物圈发生的剧变。特别是在化石坑的油页岩中保存了各种化石，其多样性和完好度迄今为止没有任何

一个化石坑遗址能与之媲美。它于 1995 年成为德国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 

导航：Roßdörfer Straße 108，64409 Messel 

时间：每天 10:00-17:00, 12 月 24-16 日，12 月 31 日，1 月 1 日闭馆 

门票：成人 10 欧，儿童 7-18 岁 8 欧，7 岁以下免费； 家庭票 2 大+1 小每人 7 欧 

亮点：远古生机 + 现场挖掘   

 

推荐景点 



B 中莱茵河谷上游地区 Oberes Mittelrheintal     

宾根 (Bingen) 和吕德斯海姆 (Rüdesheim) 形成了中莱茵河谷上游地区的南大门，景观带从这里延伸出大约 

65 公里，直至科布伦茨 (Koblenz)。大自然之美随处可见，登高望远的开阔风光令人神魂颠倒，在阳光普照

的葡萄山间，城堡和宫殿鳞次栉比，这一切让中莱茵河谷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时至今日仍魅力不

减。无论是乘船、自驾，亦或是骑行、徒步，在这一地区都可得到满足。 

时间：全天 

价格：如乘船，租车需要相应费用，观赏风景免费 

亮点：蜿蜒莱茵 + 优美田园 

   

 
 

 



C 奥古斯都堡与猎趣园 Augustusburg & Falkenlust     

在莱茵小城布吕尔 (Brühl)，建筑、雕塑、绘画与园林艺术完美交融，造就了一流的整体艺术景观。早在 1984 

年起，凝聚着洛可可之精华的奥古斯都堡与猎趣园和巴洛克式园林景观就一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大主教曾经在这里沉迷于放鹰捕猎，狩猎之余，宫廷贵宾们又在一场场晚宴和游乐中纵情狂欢。

如果对此不感兴趣，也可以选择在五月和八月之间来欣赏布吕尔宫殿音乐会。 

导航：Parkplatz, Max-Ernst-Allee, 50321 Brühl 

时间：周二到周五 09:00-12:00,13:30-16:00；周六日和假日 10:00-17:00；周一闭馆 

门票：奥古斯都堡成人 8 欧，学生 5 欧，家庭 2 大+学生 19 欧；猎趣园成人 6 欧，学生 4 欧，家庭 14 欧 

      联票成人 12 欧，学生 7 欧，家庭 25 欧；奥古斯都堡已含导游，猎趣园有语音导览（中文） 

亮点：城堡露台 + 园林盛景 

 
 

 



D 科隆大教堂 Kölner Dom     

科隆大教堂以每年六百万人次的客流量问鼎德国最受欢迎的景点。它的两个巨大的塔楼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双

塔，站在塔上可以纵览科隆及城郊的盛景。科隆大教堂原本是献给圣彼得和圣玛利亚，而并非“东方三王”，

他们的遗骨在 12 世纪就从米兰来到科隆，从此之后就一直安放在金色的三王圣龛中，并使得科隆大教堂一

跃成为重要的朝圣地之一。在教堂的珍宝馆中还收藏有许多无价之宝…… 

导航：Domkloster 4, 50667 Köln 

时间：11 月-4 月 06:00-19:30; 5 月-10 月 06:00-21:00 

门票：大教堂免费；登塔楼成人 4 欧，家庭票 8 欧；珍宝馆成人 6 欧，家庭票 12 欧 

亮点：彩绘玻璃 + 塔顶揽胜 

 
 

 



E 威廉高地公园 Bergpark Wilhelmshöhe     

占地 240 公顷的巴洛克山地公园威廉高地公园，是欧洲最大的山地公园，是一个巴洛克式的整体艺术品。最

令人惊叹的是：超过 75 万升水从约 70 米高的基座底部喷涌而下，聚流为长 12 公里的巨大河道，河道中的

水又汇合至宫殿池塘内，在自然压力下腾空冲起，形成 52 米高的大喷泉。暮色降临，水景灯光从海格立斯雕

像一路铺洒到威廉高地宫殿，分外壮观妖娆。 
 

导航：Bergpark Wilhelmshöhe，34131 Kassel 

时间：喷泉表演为 5 月 1 日到 10 月 3 日期间每周三，周日日和公众假日的 14:30 开始，大约 16:00 结束 

门票：看喷泉表演需要支付 7 欧元停车费，此价格同时包括了 5 人的宫殿参观门票 

亮点： 山地园林 + 大喷泉秀 

 
 

 



F 沃利茨园林王国 Das Gartenreich Dessau-Wörlitz     

作为欧洲大陆第一个英伦景观园林，德绍-沃利茨园林王国将 18 世纪的园林设计与建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易北河 (Elbe) 和穆尔德河 (Mulde) 河畔 140 平方公里土地上，镶嵌着宫殿、100 多个大小建筑、数不

胜数的林荫大道、堤坝小路和景观视轴构成了一个个唯美的园林。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车，定将令你沉醉其中。 

在五月至九月的园林王国之夏活动中，这里还会举办多场音乐会。 

导航：06785 Oranienbaum-Wörlitz / OT Wörlitz 

官网：http://www.gartenreich.com 

备注：不同的宫殿园林时间和价格各不相同，可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参观 

亮点：水域生态 + 园林典范 

 

 



G 易北河谷 Dresdener Elbtal     

文化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和定义标准。有一种非常简单，那就是“德累斯顿”。这座城市拥有大量壮美而华

丽的文化遗产，让来访者无不屏气凝神、叹为观止。站在被称为“欧洲阳台”的布吕尔平台，可将易北河美景

尽收眼底，还可眺望对岸的新城。易北河为缓解交通拥堵建造了一座具有争议的桥梁，而被认为破坏了景观风

貌，因此这个 2004 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之地于 2009 年遗憾地被除名。 
 

导航：Georg-Treu-Platz 1，01067 Dresden 

时间：全天 

门票：无，参观教堂、博物馆有相应门票 

亮点：易北三堡 + 国都王宫 

 
 

 



H 穆斯考公园 Muskauer Park     

它是中欧地区最大的英伦式景观公园，同时也是德国和波兰友谊的象征，有三分之一的部分位于萨克森州的巴

德穆斯考 (Bad Muskau)，另外一部分位于劳齐茨尼斯河 (Lausitzer Neiße) 以东的波兰境内。它最为成功的

一点，是将整片区域的各个结构化部分通过宽广的景观视轴和蜿蜒的小径连接起来。将劳齐茨尼斯河天然河段

完美镶嵌于人工景观中，以及开凿人工河“赫尔曼尼斯”(Hermannsneiße)，这全都是大师级的手笔。 

导航：Muskau Park, 02953 Bad Muskau 

时间：全天 

门票：进入公园免费，部分园区和建筑参观需付费 

亮点：水上乐园 + 大公冰激凌 

 
 

 



J 博物馆岛 Berliner Museumsinsel     

坐落在柏林历史中心的博物馆岛不光是柏林博物馆届的核心，更是欧洲最大的文化投资项目。它拥有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建筑群，五座庙宇类建筑呈现出 6000 年人类历史的珍贵宝物。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曾经这样写道：

流连于柏林的博物馆中，哪怕花费数天时间，也仅仅是管中窥豹。詹姆斯·西蒙画廊 (James-Simon-Galerie)

被视为整个博物馆岛的中央入口，几座建筑在空间和主题上相互衔接，进入世界文化宝库的大门就从这里开始。 

导航：Mitte，Eiserne Brücke，10178 Berlin 

时间：通常为周二到周日 10:00-18:00，周一闭馆，周四延长到 20:00 

门票：各馆门票不同，全部展馆联票 18 欧，优惠票 9 欧，18 岁以下免费；年票 25 欧 

亮点：柏林金帽 + 佩加蒙祭坛 （祭坛因整修，要关闭到 2019 年） 

 
 

 



K 现代住宅群落 Siedlungen der Berliner Moderne     

在 1913 至 1934 年间，柏林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修建了六个居住区，它们与凯撒时期密集的出租公寓形成了

鲜明对比，为每个居民带来“光线、空气和太阳”是它们的设计基调。简洁实用的样式，为 20 世纪的建筑和

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这些住宅都带有厨房、卫生间和阳台，具有时髦、明亮、宜居、合理的特点，即便是个

人也能够支付得起，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创举，即便是今天看来也丝毫不落后于时代。 

导航：Hufeisensiedlung ，12359 Berlin 

时间：全天 

亮点：胡斐森群落 + 陶特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