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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大教堂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标"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描述为哥特式建筑杰作，科隆大教堂或科隆大教堂是令
人敬畏的世界遗产。这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始于1248年，历时632年，1880
年建成，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 Dom站在一个高达157米（505英尺）的
高度，如果你想爬上其中一个塔楼，那么你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尽管顶部
的景观绝对是值得的。进入大教堂没有任何费用，但是参观宝藏室或攀登塔
楼需要付费。科隆大教堂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着名历史地标。

 +49 221 1794 0530  www.koelner-
dom.de/homepage

 dompropstei@metropolitan
kapitel-koeln.de

 Domkloster 4, 科隆

 by Hpschaefer www.reserv-
art.de   

Hahnentorburg 

"中世纪城市警卫室"

鲁道夫广场上的哈内托堡是三座中世纪城墙之一，从城市中世纪的防御工事
中站立。这座西门及其两座塔楼始建于13世纪初，曾作为皇家游客来到这座
城市参拜科隆大教堂的三王神殿。哈内托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坏
，但它恢复了昔日的辉煌，现在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地标。游客可以
通过这个历史性的门户，同时欣赏这个中世纪的宝藏迷人的建筑。

 Rudolfplatz, 科隆

 by CEphoto, Uwe Aranas   

Imhoff巧克力博物馆 

"丰富的放纵"

Imhoff巧克力博物馆坐落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是一个梦幻般的博物
馆，游客可以从古代玛雅文化和阿兹台克文化的时间，主要了解巧克力的历
史。来自各个国家的可可豆的历史，豆类的粉碎和加工，以及最后的主要产
品，都被视为参观者。游客也可以品尝这些美味可口的甜品。有一个大咖啡
馆和一个可爱的巧克力店，在那里游客可以品尝各种巧克力美食，甚至购买
一些。

 +49 221 931 8880  www.schokoladenmuseum.d
e/en/

 service@schokoladenmuseu
m.de

 Am Schokoladenmuseum 1A,
Köln

 by Duhon   

Schloss Wahn 

"历史财产"

位于科隆东南边界的Schloss Wahn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建筑，最初被设计为十
四世纪的一座有堡垒的城堡，并设有住宅大楼和警卫室。在十八世纪中叶，
拥有城堡的家族扩大了财产，将其变成了一座被护住的宫殿。
1820年，这个房产被冯·埃尔茨 - 鲁本纳奇男爵（Vion Eltz-Rübenach）和
他的家人买下，直到今天。可悲的是，这座城堡在二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
因为这么多的历史建筑物都被毁坏了。战争结束后，进行了装修，今天该物
业被用作恢复庄园的房子，里面装有科隆大学的戏剧学院（Theaterwissensc
haftliche Sammlung）。

 +49 2203 98 0080  www.schloss-wahn.de/  tws-bibliothek@uni-
koeln.de

 Burgallee 2, 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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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ohma   

Burg Wissem 

"美丽的城堡"

Burg Wissem酒店建于15世纪，由普列登堡的Rembold建造，是一座宏伟的建
筑，位于Troisdorf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破坏的同时，它的结构也经
过翻新，看起来像1435年建造时一样美丽。城堡的主厅和房间现在已经变成
了插图博物馆，展示了不同的图纸位于整个城市的地标。该建筑的一半还致
力于一个研究协会，承认和保护历史古迹。游客还可以探索一些仍然装有原
始家具和美丽的时期装饰的小型建筑。

 +49 2241 90 0456 (Tourist
Information)

 www.troisdorf.de/bilder
buchmuseum/

 Museum@troisdorf.de  Burgallee 3, Troisdorf

 by ptwo   

Michaelsberg修道院 

"塞伯格的标志性修道院"

Michaelsberg修道院坐落在Michaelsberg，俯瞰着Sieburg镇，是一个前属本
笃会修道院，隶属于本尼迪克特联邦最大的教区Subiaco
Congregation。这座修道院于1064年由Anno
II大主教建立，于18世纪发生火灾，并重建为现在的巴洛克建筑群。
1803年，修道院解散后，这座建筑被用作军营，精神病院和监狱。
1914年，二战期间，修道院再次受到本笃会修道院的照顾。 2010年，由于财
务状况下降，社区投票决定关闭修道院。今天修道院是公开的访问，并可以
在导游或自己的探索。

 +49 2241 102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tourismus-siegburg.
de/web/tourismus/04169/

 rathaus@siegburg.de  Bergstraße, Siegburg

 by Phantom3Pix   

Schloss Drachenburg 

"从童话的一座城堡"

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瞰下面的一个河谷，十九世纪的Königswinter的Schlo
ss Drachenburg看起来就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这座城堡建于一个从未在
那里生活过的富有的德国经纪人，其建筑风格令人叹为观止，风景优美的公
园，壮丽的景色和精美的室内设计令人叹为观止。装饰有手绘壁画的天花板
，豪华家具和适合公主的四柱床装饰了室内装饰，帮助游客想象他们已经踏
入了童话世界。游客可以自己探索城堡或者带导游参观，了解更多有关这个
地方的历史。在整个春季，夏季和秋季月份向游客开放，城堡也可以租用私
人活动。

 +49 2223 90 1970  www.schloss-drachenburg
.de/index.php/de/

 mail@schloss-
drachenburg.de

 Drachenfelsstrasse 118,
Konigswinter

 by Rainer Lippert   

Andernach间歇泉 

"世界上最高的冷水间歇泉"

安德纳赫喷泉（Andernach Geyser）是世界上最高的冷水喷泉，喷射高达196
.85英尺（60米）的间歇喷泉。在喷泉中心停下来，您可以在那里看到多媒体
节目，并探索互动式显示，以了解喷泉形成的自然过程。接下来，在中心的
船上搭乘一小段路程即可抵达莱茵河畔森林遗址Namedyer Werth半岛，这里
有许多濒危鸟类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喷泉。观看令人印象深刻的喷发，然后
回到游客中心的船上。船只一天只有四次外出，所以一定要事先检查，以确
定何时船只将被运走。

 +49 2632 958 0080  www.geysir-
andernach.de/

 info@geysir-andernach.de  Konrad-Adenauer-Allee 40,
Ander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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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alogicus   

Ehrenbreitstein堡垒 

"山上的堡垒"

Ehrenbreitstein堡垒坐落在同名的山顶上。这座堡垒是建于1817年至1828年
之间的普鲁士军队的山顶上，尽管另一个堡垒在同一地点站立，直到1801年
被法国人摧毁。当然，早期人们也看到了在令人印象深刻的Ehrenbreitstein
山顶建造的好处。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早在公元前9世纪，建筑物就可能建在这
个地方。游客今天可以看到的堡垒在普鲁士军方拥有的时候从未遭到袭击。
然而，在莱茵河占领期间，它被美军占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免于难，
这座堡垒在1956年成为博物馆之前，曾经被当作各种场所。游客可以搭乘缆
车到堡垒，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地上漫步，带领游览。

 +49 261 6675 4000  www.tor-zum-welterbe.de
/kulturzentrum-festung-
ehrenbreitstein/

 info@gdke.rlp.de  Felsenweg, Koblenz

 by Phantom3Pix   

林堡大教堂 

"罗马天主教信仰"

林堡大教堂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标，是一座致力于圣乔治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
。也被称为Georgsdom，教堂建于910年的“Limburger Rock”，为国王路易
斯儿童建造。然而，这座10世纪的建筑大部分已经消失，在今天的大教堂的
殿堂下面只剩下了几处遗迹。现在的罗马式建筑被认为是在十二，十三世纪
初期建造的，虽然实际建造日期不详。不过，考古学家们知道，教堂于1235
年被特里尔大主教奥尔德里克·冯·维德（Theoderich von Wied）奉为神圣
的教堂。教堂建筑采用了双塔立面和七个引人注目的尖顶。室内装饰着壮观
的福音传教士玫瑰花，尖拱，拱门，玻璃窗和盲目的拱门。只要游客提前安
排游览，游客就可以参观大教堂，因为不允许游客漫游教堂。

 +49 6431 9297 9950  www.dom.bistumlimburg.d
e/

 domfuehrungen-limburg@di
ocese-limburg.de

 Domplatz 4, Limburg

 by Whgler   

Runkel城堡 

"古代的防御结构"

Runkel城堡是一个巨大的堡垒，位于德国着名的Runkel市中心。这个堡垒是
游客和当地人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这座古老的美景俯瞰着拉恩河（Lahn Ri
ver）闪耀的蓝色海水，是一座独立的结构，主宰着蓝色的拉恩河谷。城堡建
于十二世纪，自成立以来一直由众多贵族和权力家族所拥有。目前，教堂，
博物馆和办公室都设在其房舍内。该网站仍然是维德王子梅特弗里德和他的
家人的住所。对于那些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这个网站绝对是一个必须要去的
地方，或者想要感受到他们已经踏入了童话般的世界。

 +49 6482 94 1472  www.burg-runkel.de/  info@burg-runkel.de  Schloßplatz 2, Runkel

 by Ziko van Dijk   

FürstenpalaisThurn und Taxis 

"前皇家宫殿"

皇室的故居Fürstenpalais过去常常与主要的警察局Hauptwache相隔几码远。
然而今天只能看到住宅的入口;其余的壮丽宫殿在二战中被摧毁。 1741年的
巴洛克式宫殿是该地区最奢侈的宫殿，原本是王室的居住地，但这个家族在1
748年离开了这座城市，王宫变成了皇室的住所。 1816年至1848年间，德国
议会在这里会面。之后，宫殿成为德国邮政总局。在战争期间被彻底摧毁，
除了正门外，邮政大楼建于1955年的原始宫殿的遗址上。当地的游客们仍然
可以在宫殿正门入口处惊叹，同时想象着如何美丽的整个宫殿一定看过。

 +49 69 2123 8800 (Tourist
Information)

 info@infofrankfurt.de  Große Eschenheimer Strasse 12,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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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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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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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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