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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sson BLU Hotel，柏林 

"奢侈重新定义"

Radisson BLU连锁酒店是富裕和豪华的代名词，但这个柏林卫星有独特的东
西提供。当你走进大厅时，你将会看到海洋生物在一个巨大的圆柱形水族箱
中自由游动，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除此之外，柏林雷迪森SAS BLU酒店
位于市中心的神经中心，非常适合客人游览城市的主要景点。房间设施齐全
，所提供的服务将为商务和休闲旅客提供一个美好的住宿环境。

 +49 30 23 8280  www.radissonhotels.com/
en-us/hotels/radisson-
collection-berlin

 info.berlin@radissonblu.
com

 Karl-Liebknecht-Strasse 3,
柏林

 by Booking.com 

马戏团旅馆 

"在柏林的Hippest区"

这家旅馆在来自英语国家的背包客中尤其受欢迎，但工作人员也会讲法语，
意大利语和俄语。客人可以入住宽敞的宿舍，铺有闪闪发光的木地板，设有
大型通风窗户。小客房也需要支付小额费用。电子邮件访问，行李寄存和自
行车出租都是服务的一部分。柏林最时尚的地区之一的中心位置，增加了旅
馆的吸引力。许多酒吧和俱乐部以及传奇的Volksbühne剧院距离酒店都不远
。

 +49 30 2839 1433  www.circus-berlin.de/  info@circus-berlin.de  Weinbergsweg 1a, 柏林

 by HolgersFotografie   

加利剧院 

"最好的文化娱乐"

加利剧院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儿童和成人表演而闻名。在白天，这个亲密的
剧院经常展示面向儿童的节目，如独特的童话故事和寓言制作。晚上剧院有
更多以成人为中心的节目，比如喜剧和情节剧。加利剧院还为年轻人和老年
人举办精彩的表演和戏剧工作坊。

 +49 30 2759 6971  www.galli.de/  berlin@galli.de  Oranienburger Straße 32,
In den Heckmann Höfe, 柏林

 by Joe Mabel   

的Kollwitzplatz 

"卡布奇诺和社会主义"

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中心的这个长方形的绿叶广场被高大的建
筑物，繁忙的户外咖啡馆和餐馆所环绕。以一位着名的左翼反战艺术家Käthe
Kollwitz命名，这是社会主义时代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秘密聚会
场所。今天，这个广场是柏林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之一，有时髦的咖啡吧和Gug
elhof等高级餐厅，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带领美国总统克林顿出去吃饭。这个
广场的气氛仍然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有一个大型的木制游乐
场，为年轻和年长的孩子们分开，并配有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包括秋千，
滑梯，游戏屋和攀爬塔。

 +49 30 4403 9051  info@kollwitzkiez.de  Kollwitzplatz,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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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bbilder   

Volkspark Friedrichshain 

"草坪，湖泊和童话般的喷泉"

Volkspark Friedrichshain非常适合下班后休息或在周末放松休息。该公园
有吸引力的理由，湖泊，池塘和喷泉，以及几个不同的儿童游乐场。 Märche
nbrunnen是公园最原始的元素，以喷泉为特色的童话人物雕塑。这个公园是
柏林最古老的，因为它是1840年建成的。

 +49 30 2500 2333 (Tourist Information)  Am Friedrichshain, 柏林

 by fry_theonly   

法斯本德和劳施 

"豪华巧克力嘉豪！"

1999年，海因里希·法斯本德（Heinrich
Fassbender）和威廉·劳施（Wilhelm
Rausch）提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之一 - 法斯宾德（Fassbender＆Rausch
Chocolatiers）。他们只用高级可可制作巧克力和甜点，而不会影响品质。
酒店还设有一间酒吧和餐厅，供应美味的巧克力蛋糕和饮料以及沙拉和主菜
。他们的巧克力甜点除了奢华的口感融化之外，还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吸引力
。 Fassbender＆Rausch还展示着名地标的标尺模型，巧克力工艺品天使，模
型，房屋和其他雕塑。不要停留在他们的示范厨房，在那里专家巧克力师将
展示准备松露，巧克力和果仁糖的艺术。

 +49 30 2045 8443  www.rausch.de/schokolad
enhaus

 info@fassbender-
rausch.de

 Charlottenstrasse 60, 柏林

 by angermann   

MACHmit！ 

"创造力和乐趣"

MACHmit！位于柏林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附近的Senefelderstr
aße，儿童博物馆鼓励孩子们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博物馆坐落在一座古老的教
堂内，这座教堂已被更新为包括一堆令孩子们喜爱的令人兴奋的展品空间 - 
包括一个大型的木制攀爬结构，让孩子们可以安全地探索古老教堂的高耸入
云的高度。研讨会分散在整个博物馆，教孩子们各种艺术和手工艺;一些讲习
班包括一家印刷店，一家肥皂店，一间镜子屋，还有一个可以让孩子们成为
自己表演的舞台。

 +49 30 7477 8200  www.machmitmuseum.de/  info@machmitmuseum.de  Senefelderstraße 5, 柏林

 by Daderot   

MountMitte 

"攀登的乐趣"

寻找一个严格的户外活动，在这个城市的心脏？那么，你的搜索结束了！位
于迷人的米特区，这个户外设施是寻求乐趣的理想选择。 MountMitte是一个
高的绳索路线，您可以在高大的攀爬结构周围进行导航。七岁以上开放，结
构有六个不同的课程，你可以面对无数的挑战和冒险。适合家庭和朋友，这
是一个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户外探险。

 +49 30 5 5577 8922  beachmitte.de/angebot/m
ountmitte-hochseilgarten-
berlin-mitte/

 info@mountmitte.de  Caroline-Michaelis-Straße
8, Beachmitte, 柏林

 by Efraimstochter   

Kinderbauernhof am Mauerplatz 

"儿童农场"

柏林儿童农场背后的理念是让城市小孩有机会认识更多的动物，而不仅仅是
狗，猫和老鼠。 1981年由志愿者在柏林墙旁边的一个荒废的地方建造，孩子
们可以参观饲料，倾向于驴，猪，鸭和兔子。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现场探索
。

 kbh-mauerplatz.de/index.php  team@kbh-mauerplatz.de  Leuschnerdamm 9,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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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elipe Horst   

柏林杜莎夫人蜡像馆 

"名人重新创建"

柏林杜莎夫人蜡像馆是一个你可以用你最喜欢的名人，英雄和历史人物的蜡
像雕塑肩膀的地方。与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汤姆·克鲁斯（Tom Cr
uise）等着名好莱坞明星的现实蜡像交相辉映，观看流行的卡通和故事书角
色通过蜡像活着。你甚至可能想用自己喜欢的明星拍下自己的照片。

 +49 30 4000 4610  www.madametussauds.com/
berlin/

 madametussaudsberlin@mer
linentertainments.biz

 Unter den Linden 74, 柏林

 by Anagoria   

MuseumfürNaturkunde 

"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是德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博物馆。广泛的收集为自然界，地
球作为一个行星和生物环境，以及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博物
馆成立于1810年，此后收藏了2000多万件藏品。这里展示了地球上的一切，
从矿物到米粉岩。博物馆对于孩子们和所谓的“大人”来说，无疑是恐龙馆
。

 +49 30 2093 8591  www.museumfuernaturkund
e.berlin/

 info@museum.hu-berlin.de  Invalidenstraße 43, 柏林

 by De-okin (talk) 18:19,
29 January 2009 (UTC)   

柏林丽思卡尔顿酒店 

"豪华生活在波茨坦广场"

柏林丽思卡尔顿酒店提供所有旅客从丽思卡尔顿集团所期望的设施和设施。
室内设计灵感来自普鲁士建筑师Karl-Friedrich Schinkel的作品。其客房配
有舒适的羽绒床，豪华的浴室配有大理石浴缸。酒店内的餐厅提供美味的食
物，而健身中心则可帮助消耗额外的热量，而水疗中心则是锻炼后放松的好
地方。酒店坐落在波茨坦广场，靠近重要的商业，政府机关，两个机场和几
个高尔夫俱乐部。

 +49 30 33 7777  www.ritzcarlton.com/en/
Properties/Berlin/Defaul
t.htm

 berzt.leads@ritzcarlton.
com

 Potsdamer Platz 3, 柏林

 by wiredforlego   

柏林乐高乐园发现中心 

"让自己的乐高人！"

这个互动中心对于孩子和成年人来说都是充满乐趣的。乐高乐园探索中心提
供一系列的游乐设施和自己动手的活动，无论是挑战还是娱乐。试试在建设
和测试中心，或在乐高工厂参观无限活动。该中心还全年举办各种活动，所
以一定要查看网站体验所有的乐趣。

 +49 180 6 6669 0110  www.legolanddiscoveryce
ntre.com/berlin/

 berlin@legolanddiscovery
centre.de

 Potsdamer Platz 4, 柏林

 by jayhem   

坏Spreewaldplatz 

"飞溅和学习"

糟糕的Spreewaldplatz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磨练你的游泳技巧
，而且还要在夏天享受清凉。这个地方配备了良好的设施，包括温度保持加
热器，跳水板和跳水池，波浪池，按摩喷头和热情的年轻游泳者小型游泳池
，这个地方是所有年龄段和经验水平的人的理想选择。游泳课也由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士为儿童和成人进行。

 +49 30 6953 5210  www.berlinerbaeder.de/baeder/wel
lenbad-am-spreewaldplatz/

 Wienerstraße 59H,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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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user:Maurice Philippe 

技术博物馆 

"整个家庭的乐趣"

德意志技术博物馆收藏了广泛的历史和当代科学技术展品。在常设展览的同
时，也经常举办各种科技相关主题的临时展览。德国有一个创新的历史，在
博物馆展出的许多迷人的展品中突出显示。孩子们和成年人都会惊叹于博物
馆大厅里的发明和工程奇迹。

 +49 30 90 2540  technikmuseum.berlin/en/  Trebbiner Straße 9, 柏林

 by Public Domain   

弗里达·海恩 

"室内装饰为孩子"

弗里达·海恩（Frieda Hain）是一家能够抓住孩子们以及父母的喜欢的商店
。放养孩子们喜欢的所有东西，包括儿童室内装饰品，文具，服装和配件，
玩具等等。他们的床单系列是他们最可爱的产品之一，从动画风筝，白鲸，
蘑菇，草莓，星星和条纹各种打印。其他物品包括丝带，磁带，缝纫工具包
，书籍，毛巾，枕头，软玩具和儿童房的家具可以在这个令人愉快的商店找
到。

 +49 30 4176 1475  www.friedahain.de/  post@friedahain.de  Gärtnerstraße 10, 柏林

 by Public Domain   

Fliegendes剧院 

"木偶剧院"

柏林的Fliegendes剧院或“飞行剧院”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木偶戏的方式。演
员不是躲在幕后，而是在舞台上，所以你可以观察他们是如何使傀儡移动。
这允许木偶大师和观众之间有不同的互动。柏林Fliegendes剧院成立于1978
年，为成年人和儿童提供表演。表演伴随着音乐，声音和灯光，处理社会冲
突和种族主义等主题，以及更轻松的主题。在这个剧院的夜晚是一个不容错
过的神奇体验。

 +49 30 692 2100  www.fliegendes-
theater.de/

 mail@fliegendes-
theater.de

 Urbanstraße 100, 柏林

 by Labyrinth Kindermuseum
gGmbH, Ulrich Sülflow   

迷宫Kindermuseum 

"学习乐趣"

这个博物馆是您探索柏林时与您的孩子度过一天的理想场所。该博物馆专为
五岁及以下的儿童设计，并拥有大量的展品，让孩子们在一个令人兴奋的环
境中建立事物，探索感官和学习。这个博物馆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孩子
学习最好，同时体验新的和令人兴奋的事情。

 +49 30 800 93 1150  www.labyrinth-
kindermuseum.de/de

 kontakt@labyrinth-
kindermuseum.de

 Osloer Strasse 12, 柏林

 by Public Domain   

达斯维特剧院 

"不只是为了孩子"

一个与众不同的木偶剧院，Das Weite剧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剧目，让所有年
龄段的人兴奋不已。从民间传说和儿童流行故事到成人的发人深省的实验作
品，剧院在柏林的表演艺术界都有自己的名字。剧院全年都有各种表演，为
年轻的儿童提供三岁以下的表演，特别针对年轻人。除了表演，达斯维特剧
院还为那些热衷于木偶戏的人提供节目。

 +49 30 991 7927  www.das-weite-
theater.de/

 pupp@das-weite-
theater.de

 Parkaue 23,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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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chael G. Schroeder   

剧院Parkaue 

"娱乐孩子们"

这所建筑原本是一所学校，于1950年改建成为德国最大的儿童和青少年剧院
。剧院创立为友谊剧院，后来改名为Parkaue剧院，几代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这里的表演既教育又有趣。

 +49 30 5577 520  www.parkaue.de/  kay.wuschek@parkaue.de  Parkaue 29, 柏林

 by Sekamor   

柏林洲际酒店 

"创新、惊喜、现代化"

品位住宿体验是这家拥有577间客房的酒店的一个特征。这里有37个活动场地
，可以用作各种不同的用途。这家总面积有5750平方米（61800平方尺）的酒
店保证能够让你的活动完满结束。你还可以在高雅的活力俱乐部中充电，或
者到完美的美食餐厅雨果中欣赏柏林全景。这家餐厅可是米其林星级餐厅，
更获得高尔特 - 米洛18点。在酒店的马莲尼酒吧中，你可以和来自世界各地
的观众一起欣赏现场表演，更可以在商业午餐中欣赏到来自异国元素的灵感
；而在L.A. 咖啡厅中品尝早餐更会宠坏那些美食爱好者。

 +49 30 2 6020  www.ihg.com/intercontin
ental/hotels/gb/en/berli
n/berha/hoteldetail

 berlin@ihg.com  Budapester Straße 2, 柏林

 by onnola   

SommerbadNeukölln 

"夏日乐趣"

随着夏天在柏林的到来，每个人都会去游泳池！从来没有学过如何游泳？不
要担心！ BerlinerBäder-Betriebe为年轻人和成人提供每个人的游泳课程。
经过十个小时的课程，大人们都是正规的鱼！有跳水板，水滑梯，甚至还有
一个儿童游乐场。

 +49 30 627 8830  Columbiadamm 160, 柏林

 by De-okin (talk) 23:48,
10 August 2008 (UTC)   

握把剧院 

"点击为孩子"

握手剧院是一个伟大的儿童剧场，是完整的家庭。演出总是充满乐趣，混合
音乐，聪明的对话，有才华的演员，以及面向孩子们的故事。剧院制作原创
作品，包括最受欢迎的Linie 1音乐剧。

 +49 30 397 4740  www.grips-theater.de/  info@grips-theater.de  Altonaer Straße 22, 柏林

 by Michael K. Oliver,
Ph.D.   

柏林水族馆 

"海的动物区系"

柏林水族馆坐落在柏林Zoologischer Garten柏林的地方，坐落在柏林的蒂尔
加滕附近。这个水族馆建于1913年，被认为是最大的海洋生物收藏之一。柏
林水族馆分布在三层，让您可以细读各种各样的动物，如海蜇，st鱼，鲨鱼
，鳗鱼等，使其成为德国最大的水族馆。参观柏林水族馆将为各个年龄段的
游客提供愉快的学习体验。

 +49 30 25 4010  www.zoo-berlin.de/  info@zoo-berlin.de  Hardenbergplatz 8,
Zoologischer Garten Berlin,
柏林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rkaue_25.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erlin/14091-剧院parkau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09050233_Berlin_Tiergarten,_Budapester_Straße_2A-30_006.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erlin/195951-柏林洲际酒店
https://www.flickr.com/photos/30845644@N04/52341367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berlin/351088-sommerbadneukölln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rips-theater.berlin-hansaplatz.II.JPG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rips-theater.berlin-hansaplatz.II.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erlin/7764-握把剧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aetodontoplus_duboulayi.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aetodontoplus_duboulayi.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berlin/176819-柏林水族馆


 by avda-foto   

柏林动物园 

"千种不同的物种"

位于西部市中心的动物园站旁边，柏林动物园（Zoologischer Garten Berli
n）是袋鼠，大猩猩和大象等各种动物的聚集地。其他景点是夜间动物，狮子
和河马。 1844年由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创立，Zoologischer Garten是德国
最古老的动物园。动物园拥有1300多种动物，覆盖1400多种不同的动物，也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动物园之一，在柏林不容错过。

 +49 30 25 4010  www.zoo-berlin.de  kundenservice@zoo-
berlin.de

 Hardenbergplatz 8, 柏林

 by Tim   

Kinderbauernhof Pinke-Panke 

"农场乐趣"

Kinderbauernhof Pinke-Panke酒店位于城市农场，毗邻Panke小河和Pankow
区。这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友好的郊游，让孩子们在一个有趣的设置，更多地
了解他们的食物来自哪里。你可以帮助做家务，听讲故事，做手工，等等。
在规定的时间内，孩子们甚至可以喂养动物，包括猪，山羊，绵羊，兔子和
鸡。你甚至可以学习如何在露天篝火上烤面包。

 +49 30 4755 2593  www.kinderbauernhof-
pinke-panke.de/

 info@kinderbauernhof-
pinke-panke.de

 Homeyer Strasse 27, 柏林

 by Public Domain   

Sommerbad Pankow 

"在游泳池玩乐的一天"

水上乐园和专业游泳池Sommerbad Pankow的融合是周末度假的理想目的地。
拥有一个50米（164英尺）的游泳池，一个潜水平台和游泳池，涡轮滑梯，冒
险游泳池和一个儿童游泳池，这个设施既是一个家庭娱乐区，也是一个培训
中心。该设施也是专业和业余游泳运动员和潜水员经常光顾和发展自己的技
能。

 +49 30 474 9720  www.berlinerbaeder.de/b
aeder/sommerbad-pankow/

 Datenschutzbeauftragter@
berlinerbaeder.de

 Wolfshagener Straße 91-93,
柏林

凯宾斯基布里斯托尔酒店 

"云集名人顾客"

这里的宾客名单让人想到谁的谁，尽管这里入住的政治家、明星和小明星都
不能享受这家酒店的专有特征，那就是优越但又比较热闹的Kurfürstendamm
位置上。这家酒店开业于195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柏林的第一间酒店。
现代的钢铁建筑使这里错失最美建筑的称号，但柏林人却非常喜欢这座旗舰
酒店，因此很多人都将这里亲昵地称为Kempi。

 +49 30 8843 4704  www.kempinski.com/de/be
rlin/hotel-
bristol/welcome/

 reservations.bristol@kem
pinski.com

 Kurfürstendamm 27, 柏林

 by Public Domain   

Puppentheater柏林 

"通过木偶的故事"

柏林Puppentheater是一个木偶剧场，为孩子们和成年人提供舞台表演。表演
根据观众的年龄分组。因此，三至五岁的孩子可以观看简单的概念和动物角
色的表演，而四到八岁的孩子可以选择如汉塞尔和格莱特尔以及原始的故事
。迎合8岁以上儿童的作品有着与他们的生活时间相关的更复杂的情节和故事
情节。成人表演包括传记戏剧，音乐剧和民谣表演。每场演出使用独特的木
偶和精心制作的道具。

 +49 30 342 1950  www.puppentheater-
berlin.de/

 puppentheater-
berlin@web.de

 Gierkeplatz 2, An der
Luisenkirche,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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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lex Juel   

孩子角落 

"设计师鞋子为您的小"

儿童角是一个一站式商店，为那些努力在孩子们身上找到时尚又舒适的鞋子
的父母而设。这家商店为男孩提供各种各样的鞋子，包括便鞋，凉鞋，靴子
和拖鞋;除了芭蕾舞女演员，凉鞋，靴子和更多的女孩。如Nanga，Indigo，B
efado，Ricosta，Viggami和Zetpol等高档品牌的上架价格都是上涨的，虽然
价格适中，但它们是值得的。访问他们的网站了解详情。

 +49 30 8892 4892  kids-corner-berlin.de/  info@kids-corner-
berlin.de

 Mommsenstraße 37, 柏林

 by Agadez   

柏林公园 

"在城市的野生动物园"

Tierpark于1955年开放，占地160公顷（395.3英亩），是一个坐落在狩猎场
的教育动物园。游客可以靠近大象，大猫，海牛等等。一定要看看动物喂养
和放映时间，这将教你所有关于这些外来动物，而他们享受他们的午餐。公
园内还有一个美妙的宠物动物园和儿童游乐区。

 +49 30 51 5310  www.tierpark-berlin.de/  info@tierpark-berlin.de  Am Tierpark 125, 柏林

 by sludgegulper   

FEZ Wuhlheide 

"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中心"

FEZ Wuhlheide是一个大型的家庭朋友中心和公园，拥有野生动物围栏，游泳
池，游乐场，市场花园，滑板管道，运动场等等。年龄较大的孩子可以在公
园开车，自己检票。 FEZ Wuhlheide以其创造性的娱乐，娱乐和休闲场所而
闻名。被遮盖的区域提供展览和其他活动。 FEZ Wuhlheide还举办面向孩子
们的活动，如Schultüte音乐节，木偶艺术节或儿童电影节。

 +49 30 53 0710  www.fez-berlin.de  info@fez-berlin.de  An der Wulheide 197,
Oberschöneweide, 柏林

 by Wolfgang26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丰碑体育竞技场"

奥林匹克体育场为1936年奥运会而建，唤起了狂热球迷的记忆，杰西·欧文
斯为四枚金牌而奔驰而出。今天，奥林匹克体育场是柏林首屈一指的足球俱
乐部Hertha
BSC的所在地，举办了ISTAF田径运动会等重大体育赛事以及Rolling Stones
和U2等团体的音乐会。为了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不朽的多功能舞台
自2004年重新开放以来就是这样做的。游客可以在无日子的日子里在体育场
内漫步，或者选择参加大型舞台的导游。一定要停下来现场访客的中心，以
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巨大的结构迷人的历史。

 +49 30 3068 8100  olympiastadion.berlin/d
e/start/

 pr@olympiastadion.berlin  Olympischer Platz 3,
Olympiapark Berlin, 柏林

 by Guian Bolisay   

StadttheaterCöpenick 

"亲爱的当地剧院"

自1889年以来，StöttheaterCöpenick为无数的观众带来了喜爱的戏剧。它将
这一传统延续到今天，为孩子们和成年人提供一系列民间故事，音乐剧和旧
时光。这个剧院位于宁静的Köpenick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区项目，虽然
人们远道而来看这些舞台经典并不罕见。

 +49 30 6501 6234  www.stadttheatercoepeni
ck.de

 info@stadttheatercoepeni
ck.de

 Friedrichshagener Straße
9,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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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olf Dietrich Brecher 

Biosphäre波茨坦 

"自然和谐"

Biosphäre波茨坦是德国的热带天堂。传播在7,000平方米（75347.37平方英
尺）的生物波茨坦（Bosphorus），重现了赤道地区典型的热带雨林。当你走
进来的时候，你会被清新的景点，声音和香味所包围。专业的导游会带你到
热带雨林去，让你熟悉展出的植物，动物和展品。这个生态空间是一个锦鲤
池塘，在那里你可以喂鱼，五颜六色的蝴蝶屋，药用植物，爬行动物，鸟类
，昆虫等等。从城市逃离到波茨坦生物绿色世界。

 +49 331 55 0740  www.biosphaere-
potsdam.de/en/

 info@biosphaere-
potsdam.de

 Georg-Hermann-Allee 99,
Potsdam

 by colink.   

Extavium 

"使科学乐趣"

Extavium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互动式博物馆，对整个家庭都很有趣。这个博物
馆于2011年以“探索波茨坦探索”（Exploratorium Potsdam）的名字开幕，
展出了60多个迷人的互动展品，旨在帮助孩子学习科学的各个方面。每个展
览的目的都是为了彻底激起孩子的cur and不安，并使自己的所有感官都有所
体现。博物馆还举办旅游展览，所以无论您参观多少次，博物馆总是会显得
新颖。一个

 +49 331 6012 7959  www.extavium.de/  kontakt@extavium.de  Am Kanal 57, Potsdam

 by Doc Strangepork   

Tier- und Freizeitpark
Germendorf 

"与野生生物的野生时间"

赫尔曼多夫（Germendorf）和Freizeitpark公园是你的孩子们无限乐趣和
兴奋的地方。坐落在柏林郊外古朴的奥拉宁堡（Oranienburg）小镇，这个独
一无二的公园有望创造出许多笑容和欢笑。一个宠物动物园，休闲公园和一
个游乐园，这里没有太多的孩子不会兴奋地跳过。一定要把你的钓鱼设备一
起享受在公园内湖泊钓鱼。公园还设有活的动物区，孩子和成人都可以在那
里享受喂养和抚摸动物的乐趣。

 +49 3301 3363  www.freizeitpark-
germendorf.de/

 info@freizeitpark-
germendorf.de

 An den Waldseen 1a,
Oranienburg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olfdietrichbrecher/3608548101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otsdam-de/800748-biosphäre波茨坦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olink/407132991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potsdam-de/849362-extavium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pinosaurus_Tierpark_Germendorf.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erlin/970872-tier-und-freizeitpark-germendorf
https://cityseeker.com/zh/berlin/970872-tier-und-freizeitpark-germendorf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