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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多瑙河上的音乐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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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维也纳的最佳旅行时间为 5-10

月，此时气候宜人、温度舒适，很适合出游。除

了天气好以外，夏季也带来了街道文化。你可以

尽情在户外待到天黑，享受许多美妙的咖啡厅、

餐厅和酒馆。维也纳的市政部门也花了很大力气

用鲜花把这座城市装扮得非常鲜艳美丽。

消费与汇率 奥地利在中欧国家中属于中等消费

水平，但维也纳作为旅游热门目的地，物价会稍高。

餐厅根据档次的不同，主菜在 8-16 欧之间。三星

酒店双人间的价格 80 欧左右，青年旅馆的床位在

12-20 欧之间。靠近地铁和景点的餐饮和住宿价

格也会相应上浮。人民币与欧元汇率为 1:0.125，

即1元人民币=0.125欧，1欧=8元人民币（2013

年 7 月）。

时差 奥地利属于东一区（GMT+1），比格林威

治时间晚 1 小时。每年 3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变为

夏令时，比北京时间晚 6 个小时；10 月的最后一

个周日变为冬令时，比北京时间晚 7 个小时。

穿衣指数  维也纳的夏季温暖，可穿着短袖 T 恤、

短裤、裙子等，但因早晚有一定温差，需准备长

袖外套。冬季气温较低，需穿着棉服、羽绒服等

保暖衣物，并佩戴围巾、手套等。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

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公

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维也纳速览
奥地利东北部多瑙河畔的维也纳，以“音乐之都”而闻名世界。驻足这个充满跃动音符的

城市街头，总能邂逅浪漫的场景，一不小心就容易让人毫无防备的坠入爱河，这和维也纳

人天性浪漫如出一辙；这是一个充满灵性的城市，在这里时时能感觉到大师们的存在。从

踏入这个城市的第一步，一个巨大无形的音乐磁场就在牵引着你，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这些音乐家们共同创造了维也纳辉煌的音乐氛围，使音乐成了维也纳人生活中最不可缺少

和引以为傲的部分。

Khakha   音乐之都维也纳带着几分优雅。我最喜欢的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曾经这样描述

维也纳：“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七颗不朽的音乐明星——

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曾在这里生活过，向

全世界放射着光辉。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这种犹如音乐柔和过度的艺术，从这座城市形成

的外貌就可以看出。”维也纳这座城市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发展，中心是古老的王朝，向外是

新兴的城市。多瑙河畔的城市经过几百年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模样。

欣赏古典建筑的别样风情

轻盈而浪漫的维也纳似乎是一切生活情调的源泉，保存完好的老城区中遍布优美的巴洛克式

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洛可可式建筑，从任何角度观赏都有不同意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萦

绕飘荡的动人音乐，令你迷醉于维也纳的别样风情中。

到维也纳的咖啡馆，体验不一样的咖啡文化

维也纳的咖啡馆也与其他地方那么不同。人们一致认为是土耳其人让咖啡流入欧洲，但是

维也纳人让品尝咖啡变成了文学，变成了艺术，变成了一种生活。维也纳的咖啡馆永远是

干净的，温馨的，他们努力保持着一种古老，保持着一种过去的精致生活。

Introducing  Vienna

维也纳

特别推荐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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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到金色大厅聆听经典

金色大厅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场地，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大厅金碧

辉煌的装饰和无与伦比的音响效果震撼着全世界的观众。音乐大师海顿、

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父子的旋律都曾在此萦绕。金

色大厅令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神往，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此亲耳聆听一场美

妙动听的音乐会。

Sights景点
维也纳的参观重点集中在霍夫堡、美泉宫等皇家宫殿和老城中的各处经典

建筑。持有维也纳卡（Vienna Card）可在 72 小时内免费乘坐地铁、有

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景点门票也会得到相应的优惠。维也纳卡可在酒店、

旅游信息咨询处或车票售票处买到，并随票附赠使用手册。票价 19.9 欧。

美泉宫 Schloss Schönbrunn

美泉宫是皇家的昔日夏宫，是欧洲最美丽的巴洛克宫殿之一。这里富丽堂

皇的庆典大厅、华丽的房间、迷人的园林风光显示着哈布斯堡家族的气派

和曾经的荣耀。美丽的茜茜公主的丈夫弗兰茨·约瑟夫皇帝 1830 年出

生于美泉宫，1848-1916 年在位，并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美

泉宫因它重要的历史意义、无与伦比的建筑和富丽堂皇的装饰而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地址：Schönbrunner Schlossstrasse 47, 1130 Wien
费用：两种类型票价可选：Imperial Tour（可参观 22 个房间，用时

30-40 分钟）成人 11.5 欧，6-18 岁 8.5 欧，19-25 岁学生 10.5 欧，

持维也纳卡 10.5 欧；Grand Tour（可参观 40 个房间，用时 50-60 分

钟）成人 14.5 欧，6-18 岁 9.5 欧，19-25 岁学生 13.2 欧，持维也纳

卡 13.2 欧。另外还可以购买 Sisi Ticket，可同时参观美泉宫、霍夫堡和

帝王家具展（Imperial Furniture Collection），成人票价 25.5 欧，6-18

岁 15 欧，19-25 岁学生 23 欧，持维也纳卡 23 欧。门票费用均包含语

音导览

网址：http://www.schoenbrunn.at/  

开放时间：4 月 1 日 -6 月 30 日、9 月 1 日 -10 月 31 日 8:30-17:30；

7 月 1 日 -8 月 31 日 8:30-18:30；11 月 1 日 -3 月 31 日 8:30-17:00

联系方式：+43-1-81113239

到达交通：地铁U4线Schönbrunn站，有轨电车10、58路Schönbrunn站；

公交车 10A 路 Schönbrunn 站

  夏日鸢尾  美泉宫

霍夫堡宫 Hofburg

霍夫堡宫建筑始于 13 世纪，后来随着哈布斯堡家族权力的扩张和统治

地域的扩大，这座城堡被扩建成为豪华的皇宫。作为一位美丽而深受爱

戴的皇后，茜茜公主早已成为偶像人物。霍夫堡皇宫里的茜茜公主博物

馆（Sisi Museum）展示了神话之后的真实。特别值得一看的是这里

展出的大量伊丽莎白的私人物件和美丽皇后的著名画像。而在皇帝寓所

（Imperial Apartment）和奢华的银器馆（Silver Collection）可以了

解到皇宫内的日常生活。

地址：Michaelerkuppel, A-1010 Wien

费用：成人 11.5 欧，6-18 岁 10.5 欧，19-25 岁学生 10.5 欧，持维

也纳卡 10.5 欧；另外还可以购买 Sisi Ticket，可同时参观美泉宫、霍

夫堡和皇家家具展（Imperial Furniture Collection），成人票价 25.5

欧，6-18 岁 15 欧，19-25 岁学生 23 欧，持维也纳卡 23 欧。门票费

用均包含语音导览

网址：http://www.hofburg-wien.at/ 

开放时间：9 月 -6 月 9:00-17:30；7 月、8 月 9:00-18:00

联系方式：+43-1-5337570

到达交通：地铁 U3 线 Herrengasse 站，有轨电车 1、2、D、J 路

Burgring 站；公交车 2A、3A 路 Hofburg 站

美景宫 Schloss Belvedere

美景宫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宫殿，曾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欧根亲王的

宫殿。包括上美景宫（Oberes Belvedere）和下美景宫（Unteres 

Belvedere）两座建筑。现在的美景宫是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的所在地。

美术馆内珍藏品无数，包括从中世纪和巴洛克直到 21 世纪的杰作，重

点是 19 世纪末和新艺术运动期间的奥地利画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

数奥地利著名分离派画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

小虫子 ADADADA  美景宫

地 址： 上 美 景 宫 Prinz Eugen-Straße 27, 1030 Wien； 下 美 景 宫

Rennweg 6, 1030 Wien
费用：下美景宫成人 11 欧，60 岁以上 8.5 欧，26 岁以下学生 8.5 欧，

18 岁以下免费，持有维也纳卡 9.5 欧。上美景宫成人 12.5 欧，60 岁

以上 10 欧，26 岁以下学生 10 欧，18 岁以下免费，持有维也纳卡 11 欧。

美景宫套票成人 19 欧，60 岁以上 15.5 欧，26 岁以下学生 15.5 欧，

18 岁以下免费，持有维也纳卡 16.5 欧

网址：http://www.belvedere.at/ 

开放时间：10:00-18:00

联系方式：+43-1-79557134

到达交通：地铁 U1 线 Südtirolerplatz 站；有轨电车 D 线 Belvedere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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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8 路 Quartier Belvedere 站

用时参考：3 小时

圣斯特凡大教堂 Stephansdom

圣斯特凡大教堂是维也纳市中心的哥特式教堂，也是欧洲最高的几座哥

特式古建筑之一。公元 1304 年始建，两个世纪后竣工，被认为是几百

年建筑艺术大成之杰作，有“维也纳的精魂”之称。在教堂顶盖外面，

绘有大面积的色彩缤纷的图案纹，光彩夺目，鲜艳瑰丽。著名作曲家莫

扎特曾在教堂内的费加罗厅为《费加罗的婚礼》谱写了闻名于世的乐章。

大音乐家海顿 8 岁时参加过这里的少年唱诗班。

 

 阿牧哥  夕阳下的圣斯特凡大教堂

地址：Stephansplatz 3, 1010 Wien
网址：http://www.stephanskirche.at/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 6:00-22:00；周日及公众假日 7:00-22:00

联系方式：+43-1-515523767

到达交通：地铁 U1、U3 线 Stephansplatz 站

icar  位于维也纳的最中心，如果一环是个圆，那么圣斯特凡就是圆心，

是维也纳乃至整个奥利地的标志性哥特式教堂。

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 Wiener Musikverein

金色大厅是音乐之友协会大楼的一部分，该建筑物中有多个音乐厅，除

金色大厅外，还包括勃拉姆斯厅和莫扎特厅等演出大厅。建筑始建于

1867 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外墙黄红两色相间，屋顶上竖立

着音乐女神雕像，古雅别致。金色大厅金碧辉煌，是世界著名音乐厅之一，

经常举行由高水准乐团、指挥上演的音乐会。

 没着落  金色大厅

地址：Musikverein Platz 1, 1010 Wien
费用：音乐会门票根据演出不同，价格在 10-200 欧不等。门票可在网

上预订

网址：http://www.musikverein.at/ 

联系方式：+43-1-5058190

到达交通：地铁 U1、U2、U4 线 Karlsplatz 站下车；有轨电车 1、2、

D、62 路 Kärntner Ring 站

维也纳市政厅 Rathaus Wien

1873 年完工的市政厅是典型的新哥特式建筑，其拱廊、凉廊、阳台、

尖头窗、繁复的雕刻等无不体现了新哥特式的典型风格。大厅前面的

98 米高塔被视为维也纳的吉祥物。7、8 月夏季音乐会时，在市政厅广

场上有多场表演活动。圣诞节前 1 个月，这里还是圣诞节市场。另外展

览和商品交易会有时在宴会大厅举行。 

地址：Rathausplatz 1, 1010 Wien
费用：无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 8:00-14:00

联系方式：+43-1-40000

到达交通：地铁 U2 线 Rathaus 站

环城大道 Ringstraße

环城大道也称戒指路，是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环形道路。国家歌剧院、

维也纳市政厅、沃蒂夫教堂、维也纳大学，道路两旁的建筑从中世纪、

巴洛克时期至现代主义，浓缩了维也纳的文化和艺术，是纵览维也纳的

好选择。有轨电车 1 号和 2 号分别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围着维也纳市

环城大道运行，全程约 45 分钟，沿途风景非常美丽。

城市公园  Wiener Stadtpark

城市公园位于老城区东部环形大道内侧，是维也纳最受游客欢迎的公园。

公园内有众多名人塑像，最著名的是“华尔兹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塑像。

还有古典音乐大师舒伯特、交响乐和宗教音乐作曲家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轻歌剧作家雷哈尔（Franz Lehar）和施多尔茨等其他音

乐家的塑像。城市公园是维也纳纪念碑和雕塑最多的公园。

  在天一方 城市公园里最有名的金色约翰施特劳斯雕像

地址：Stadtpark, 1030 Wien
费用：免费

联系方式：+43-1-40008042

到达交通：地铁 U4 线 Stadtpark 站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66546.html%20
http://www.mafengwo.cn/i/551774.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48798.html%20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5欧洲系列

麦麦相承  公园中最著名的景点，是金色的施特劳斯像，几乎所有的游

客都会在小金人旁留影，小雕塑相当传神，小金人身边白色石膏的女神

们仿佛因为他的琴声而降临人间，流动的音乐徜徉其间。音乐和音乐家，

是维也纳人的骄傲，也是让这座美丽的城市闻名于世的国宝。

卡尔教堂 Karlskirche

位于卡尔广场南侧的卡尔教堂是一座令人瞩目的巴洛克教堂，其穹顶和

两侧刻有浅浮雕的圆柱格外吸引人。教堂内部装饰华丽庄严，穹顶的宗

教壁画十分逼真，艺术价值极高。

地址：Kreuzherrengasse 1, 1040 Wien
费用：成人 8 欧，学生 4 欧，10 岁以下儿童免费（包括电梯费用）

网址：http://www.karlskirche.at/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 9:00-12:30、13:00-18:00；周日及假日 12:00-

17:45

联系方式：+43-1-5046187

到达交通：地铁 U1、U2 线 Karlsplatz 站

  夏日鸢尾 巴洛克风格的杰作——卡尔教堂

沃蒂夫教堂 Votivkirche

哥特风格的沃蒂夫教堂的修建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遇刺有关。他曾

在现教堂所在位置遭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袭击。为感谢天主保佑其死里逃

生，在遇刺地建立了这座教堂。

地址：Rooseveltplatz, 1090 Wien
费用：无

网址：http://www.votivkirche.at/ 

开放时间：周日 9:00-13:00；周二周六 9:00-13:00，16:00-18:00

联系方式：+43-1- 4061192 

到达交通：地铁 U2 线 Schottentor 站

百水公寓 Hundertwasserhaus

百水公寓是由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百水先生（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亲自设计并参与建造的。公寓的外墙面上大块大块鲜

艳的颜色拼在一起，让人目不暇接。整个建筑都看不到一个直线，窗户

也是形状各异。平台和阳台上都种满了植物，充满生机。目前公寓中的

住客大多是艺术家，但因是私人住宅，内部并不开放。

地址：Kegelgasse 34-38, 1030 Wien
网址：http://www.hundertwasser-haus.info/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U3、U4 线 Landstrasse- Wien Mitte 站； 有 轨 电 车

Hetzgasse 站

住宿 Sleep

作为热门的旅游城市，维也纳有多种住宿形式可以选择，既有巴洛克宫

殿式的豪华宾馆，也有朴素便宜的家庭旅馆。维也纳众多的高档酒店，

质量和服务都有保证，一般价格在 150 欧以上。中档酒店和普通宾馆也

不少，分布在维也纳的各个区域，价格在 50-100 欧之间。青年旅舍是

很多背包客的首选之地。维也纳大部分的青年旅舍都在各处知名景点和

重要场所附近，或是交通便利的地铁站附近，不仅经济实惠，而且游玩

起来也很方便。在旅游旺季的 4-10 月，住宿价格会上涨且房间难找，

越早预订越好。

青年旅舍

Hostel Ruthensteiner

地理位置很不错的青旅，离维也纳火车西站很近，步行即可到达。内部

装饰很别致，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地址：Robert Hamerlinggasse 24, A-1150 Wien

网址：http://www.hostelruthensteiner.com/ 

联系方式：+43-1-8934202

到达交通：地铁或有轨电车 West Bahnhof 站

参考价格：单人间约 45 欧，双人间 60 欧，8 人间床位 20-24 欧

Hostel Wien-Myrthengasse

国际青年旅舍联盟（YHA）加盟青旅，入住顾客必须是 YHA 会员，否

则收取额外的 3.5 欧费用。位于一片安静的地区，靠近博物馆区。

地址：Myrthengasse 7, 1070 Wien

网址：http://www.oejhv.at/index.php?id=148 

联系方式：+43-1-5236316

参考价格：6 人间床位 18 欧

Westend City Hostel

这家旅馆的位置非常好，位于维也纳的市中心，斯蒂芬大教堂、博物馆区、

市政厅等都在 15 分钟的步行或乘车范围内。而且这里服务态度也值得

称道，床位价格包含早餐，是性价比较高的青年旅舍。

地址：Fügergasse 3, 1060 Wien

网址：http://www.westendhostel.at/ 

联系方式：+43-1-5976729

到达交通：地铁 Westbahnhof 站

参考价格：床位 16-22 欧

家庭旅馆

Pension Hargita

旅馆的房间干净整洁，让人眼前一亮。尽管这里早餐需要另付 5 欧，但

因为地理位置中心，也可称得上维也纳最经济实惠的旅馆之一。

地址：Andreasgasse 1/8, 1070 Wien

网址：https://www.hargita.at/ 

联系方式：+43-1-5261928

到达交通：地铁 U3 线 Zieglergasse 站；从 Westbahnhof 火车站步

行需 10 分钟

参考价格：单人间 40-57 欧，双人间 54-68 欧，三人间 75-82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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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餐厅

Figlmüller

从开张至今已经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以正宗的炸牛排（Schnitzel）

而闻名世界。这里的肉排直径超过 30 厘米，选用最优质的原料，口感

软嫩多汁。

网址：http://www.figlmueller.at/

Figlmüller Wollzeile 店

地址：Wollzeile 5, 1010 Wien

营业时间：11:00-22:30

联系方式：+43-1-5126177

Figlmüller Bäckerstraße 店

地址：Bäckerstraße 6, 1010 Wien
营业时间：11:45-23:00

联系方式：+43-1-5121760

参考价格：主菜 10-15 欧

麦麦相承  牛排果然很大，比装牛排的盘子还大，不愧是传说中和 A4 纸

一样大的牛排。虽然大，但是很薄，所以外酥里嫩，还有丰富的肉汁，

好香好香。

麦麦相承  炸牛排

Salm Bräu

这家啤酒坊就在美景宫旁，逛完美景宫可以来这里坐坐。这里的自酿特

色啤酒均按传统的配方酿制，选用最优质的麦芽，口感甘甜醇厚。

小虫子 ADADADA  烤排骨

Pension Lehrerhaus

位置很不错，距离市政厅很近，博物馆区、老城等也都在步行范围内。

所有房间都简朴而整洁，但不含早餐。

地址：Lange Gasse 20, 1080 Wien

网址：http://www.hotel-lehrerhaus.at/ 

联系方式：+43-1-4032358

到达交通：地铁 U2 线 Rathaus 站

参考价格：单人间 40-60 欧，双人间 60-85 欧

Pension Pertschy

旅馆位于一幢 18 世纪的建筑内，地处维也纳市中心，步行即可到达霍

夫堡宫、斯蒂芬大教堂等。房间设施一应俱全，极其舒适，还同时提供

丰盛的自助式早餐。

地址：Habsburgergasse 5, A-1010 Wien

网址：http://www.pertschy.com/ 

联系方式：+43-1-534490

到达交通：地铁 U3 线 Stephansplatz 站

参考价格：标准单人间 83-119 欧，豪华单人间 91-148 欧；舒适双人

间 125-183 欧，豪华双人间 134-203 欧

奢华之选

Hollmann Beletage

设计型豪华酒店，房间格外整洁、舒适，并提供全套现代化设施。员工

都很热情，服务很到位。

地址：Köllnerhofgasse 6, 1010 Wien
网址：http://www.hollmann-beletage.at/

联系方式：+43-1-9611960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U1、U3 线 Stephansplatz 站 或 地 铁 U1、U4 线

Schwedenplatz 站

参考价格：双人间 159-229 欧，三人间 179-259 欧

Hilton Vienna

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城市公园旁，环境优越。乘坐机场特快列车 16 分

钟即可从机场至酒店。

地址：Am Stadtpark 1, A-1030 Wien
网址：http://www3.hilton.com/en/index.html 

联系方式：+43-1-717000

到达交通： 地铁 Landstraße - Wien Mitte 站

参考价格：双人间 159-219 欧

餐饮 Eat

除了美景和音乐，在维也纳不可错过的还有这里的美食。维也纳炸牛排

（Wiener Schnitzel）、煮牛肉（Tafelspitz）和烤排骨（Spareribs）

都是特色菜肴，苹果卷（Apfelstrudel）和萨赫蛋糕（Sachertorte）

更是不可错过的甜品。曾经是欧洲大都会生活中心和文学基地的咖啡馆，

在今日维也纳仍保持着昔日辉煌。在维也那街头咖啡馆，聆听名家经典

音乐，品尝各式奥地利咖啡，也是体验奥式生活的不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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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Rennweg 8, 1030 Wien

网址：http://www.salmbraeu.com/ 

营业时间：11:00-24:00

联系方式：+43-1-7995992

到达交通：有轨电车 71 路 Unteres Belvedere 站

小虫子 ADADADA  逛完美景宫是下午 3 点多了，没想到这家餐厅的人

还是很多。这里的维也纳烤排骨分量超级足，两个人根本吃不下一份。排

骨很入味，但并不油腻。再配上它家的特色啤酒，就是完美的维也纳午餐了。

皇家地窖餐厅 Piaristenkeller

餐厅位于 300 多年历史的修道院地窖中，于 1698 年开业，至今已有

几百年历史，以奥地利传统氛围、维也纳音乐和特色风味餐著称。除了

美味的食物，皇帝时代的帽子收藏、酒窖里的葡萄美酒及宫廷礼仪令顾

客仿佛回到了帝国时代。

地址：Piaristengasse 45, A-1080 Wien

网址：http://www.piaristenkeller.com/ 

营业时间：18:00-24:00

联系方式：+43-1-4060193

到达交通：地铁 U2 线 Rathausplatz 站

Bieriger

维也纳传统餐厅，菜品有多种选择，性价比很高。推荐烤排骨和有机牛排，

还提供多种啤酒。

地址：Schweglerstrasse 37, 1150 Wien

网址：http://www.bieriger.at/ 

联系方式：+43-1-7896606

到达交通：乘坐地铁 U3 到 Schweglerstrasse 下车

参考价格：前菜 3-7 欧，主菜 8-15 欧

桃儿。  炸肉排超大的一盘，两条半排骨配有三种沙拉酱，腌制过的泡

菜丝，许多炸土豆。排骨很入味，香酥嫩，上面还刷了一层甜甜的酱。

炸土豆、鸡翅都很好吃。

咖啡馆

中央咖啡厅 Café Central

这座咖啡馆充满了古典气质。它开业于 1876 年，在 19 世纪后期成为

维也纳知识阶层重要的聚会地点，众多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政治家，

贝多芬、弗洛依德、彼得·艾顿柏格（Peter Altenberg，奥地利作家）、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俄国政治家、作家）等，都曾经是这

里的座上客。现在这座咖啡馆仍然受到当地人和游客的追捧。

地址：Herrengasse 14, 1010 Wien

网址：http://www.palaisevents.at/cafecentral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7:30-22:00，周日及公共假日 10:00-22:00。

现场钢琴演奏 17:00-22:00

联系方式：+43-1-5333764

到达交通：地铁 U3 线 Herrengasse 站

曼殊子  黄色描金的拱顶廊柱 , 古典的大理石桌和吊灯，即使我来晚了

100 年，还是能看出这里留存下来昔日的气派和风雅。维也纳总是给人

一种随和温馨又深涵文化底蕴的惬意，可以说在维也纳的咖啡馆，生活

本身就是精致的优雅的艺术。

桃儿。  很好吃的蛋糕

Café Sacher Wien

Sacher-Torte 是堪称奥地利国宝级的蛋糕，1832 年由 Sacher 咖啡

馆首创，但它的制作配方一直保密。巧克力香醇浓郁，蛋糕入口即化，

和咖啡搭配，是绝妙的享受。

地址：Philharmonikerstrasse 4, A-1010 Wien

网址：http://www.sacher.com/en-cafe-vienna.htm 

营业时间：8:00-24:00（最晚点餐时间 23:30）

联系方式：+43-1-514560

Café Demel

起源于 1786 年，也是同样受欢迎的咖啡馆，大部分座位被慕名而来的

观光客占据。屋内装饰保留了华丽的洛可可风格。蛋糕的材料经过优选

保证了高端的品质。

地址：Kohlmarkt 14, A-1010 Wien

网址：http://www.demel.at/ 

营业时间：9:00-19:00

Cafe Gloriette

维也纳最华丽的咖啡馆之一，位于美泉宫内，可以在参观美泉宫后到这

里休息，喝着咖啡欣赏美泉宫花园的精致景色。

地址：美泉宫内

网址：http://www.gloriette-cafe.at/ 

营业时间：9:00 至 18:00

联系方式：+43-1-8791311

购物 Shopping

如果你喜欢购物，那么维也纳的步行街和各种商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从世界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名牌产品，到珍贵的古玩和有趣的纪念品可说

是应有尽有。在珠宝店、古董店、艺术品店里找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和

超值商品，让你流连忘返。

购物街区

维也纳最繁华的商业街是位于旧城区和西火车站之间的玛丽亚希尔费大

街（Mariahilfer Strasse）。这条大街上拥有成百上千的时装、首饰精

品屋，特色商店鳞次栉比。逛累了还有饭馆、快餐小吃店可以休息和用餐。

在老城区的卡特纳大道（Kärntner Strasse）、战壕街（Grabe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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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市场（Kohlmarkt）及其四周区域，是一个拥有许多布置精美的橱

窗的购物天堂，聚集了大批名牌商店、珠宝首饰行和纪念品商店。

跳蚤市场

位于连锁桥胡同的 U4 地铁站后面（Kettenbrückengasse），每周六

都会举办规模壮观的跳蚤市场。价格实惠的小玩具和手工艺品令人眼花

缭乱，在这里常常可以淘到一些商场里买不到的宝贝，有老式的镜子、

银制的餐具、精雕细琢的玻璃杯和精美的陶瓷人像。对爱好收集古玩器

皿和纪念品的人来说，真是淘金的天堂。

                   娱乐 Entertainment
                                                                                 

维也纳的娱乐项目可谓多姿多彩、引人入胜，不论你喜欢的是悠闲的消

遣还是刺激的活动，维也纳都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选择。古典音乐、现

代戏剧、电影、舞蹈演出或歌剧、音乐剧、艺术展览或音乐会及演唱会，

任何时间来到维也纳，你都会有无限的发现及深刻的印象。

歌剧院

国家歌剧院 Staatsoper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公认的一流歌剧院，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

莫扎特的《唐·璜》、《费加罗的婚礼》和贝多芬的《费得里奥》等著

名歌剧都曾在这里上演。

地址：Opernring 2, 1010 Wien

网址：http://www.wiener-staatsoper.at/

联系方式：+43-1-514442250

到达交通：地铁 U1、U2 线 Karlsplatz 站

参考价格：演出票根据场次和位置不同，价格在 10-200 欧之间。在网

站和售票处有门票出售。站票在开场前 80 分钟出售，且只在售票处出售。

人民歌剧院 Volksoper

1898 年创建的人民剧院为维也纳的杰出剧院之一，著名歌剧《托斯卡》

和《莎乐美》在维也纳的首场演出都曾在这里上演。目前这里上演芭蕾舞、

古典音乐和歌剧等多种表演。

地址：Währinger Straße 78, 1090 Wien
网址：http://www.volksoper.at/ 

联系方式：+43-1-514443670

到达交通：地铁 U6 线 Währinger Straße-Volksoper 站

参考价格：演出票根据场次和位置不同，价格在 2-80 欧之间。可提前

网站或电话购票

夜总会及酒吧

Flex

维也纳最受欢迎的夜总会。位于多瑙河沿岸最具都市风情处，堪称维

也纳首屈一指的夜总会，有众多的来访乐队及大名鼎鼎的DJ前来助兴。

地址：Augartenbrücke 1, 1010 Wien

网址：http://flex.at/ 

联系方式：+43-1-5337525

到达交通：地铁 U2、U4 线 Schottenring 站

Volksgarten

这座具有 1950 年代风格的老建筑新近增加了高科技舞池和可开启式屋

顶，但依然保留了传统沙龙的风格，它位于人民公园（Volksgarten）对面。

周五和周六这里举办盛大晚会。

地址：Burgring 1, 1010 Wien

网址：http://www.volksgarten.at/

联系方式：+43-1-5324241

Lutz-die bar

提供种类丰富的啤酒、红酒和威士忌。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用餐。

地址：Mariahilfer Straße 3, 1060 Wien
网址：http://www.lutz-bar.at/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 8:00-24:00；周六 9:00-24:00；周日及假日

10:00-24:00

联系方式：+43-1-5853646

到达交通：地铁 U2 线 Museumsquartier 站

线路推荐 Tours
 

维也纳一日游

线路设计：环城大道—圣斯特凡大教堂—霍夫堡宫—美泉宫

线路详情：早起乘坐有轨电车 1 号线或 2 号线，游览环城大道，纵览维

也纳老城风光。接着可到霍夫堡宫，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奢华的展览。用

过午饭后，乘坐地铁到美泉宫，在欣赏华美宫殿的同时，别忘了到皇宫

花园散散步。晚间喜欢音乐的游客可选择一场音乐会或歌剧。

骆曦 维也纳街景

维也纳两日游

线路设计：D1：城市公园—环城大道—维也纳市政厅—沃蒂夫教堂—维

也纳大学—霍夫堡宫

D2：美泉宫—圣斯特凡大教堂—卡特纳大道—国家歌剧院

线路详情：D1：早晨可至城市公园散步，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金色塑像。

后沿着环城大道向西步行，参观环城大道上的重要景点：国家歌剧院、维

也纳市政厅、沃蒂夫教堂、维也纳大学等建筑。午饭后至霍夫堡宫参观。

D2：上午至美泉宫，参观华丽的皇家宫殿。乘地铁至老城中心的圣斯特

凡大教堂。附近为维也纳最热闹的购物街区，在附近用午餐后，下午可沿

着卡特纳大道（Kärntner Strasse）向南，选购喜爱的纪念品，并就近参

观国家歌剧院和卡尔教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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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s节庆

维也纳艺术节

维也纳艺术节创立于 1951 年，每年 5-6 月举行，现已成为欧洲乃至全

世界重要的综合性艺术节之一，每年都会举行包括歌剧、话剧、音乐会

在内的 200 多场演出。维也纳艺术节同时是各类艺术与文化界交流的年

度盛会，并且给予未来许多发展空间。艺术节的亮点之一是维也纳市政

厅广场上欢乐的露天开幕式。2013 年维也纳艺术节将于 5 月 10 日 -6

月 16 日举行。具体演出信息可登陆网址：http://www.festwochen.

at/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奥地利的官方语言为德语。需要注意德语有30个字母，与英语相比，多ü、

ö、ä 三个变元音，和一个 ß。在输入时可改写：ü-ue、ö-oe、ä-ae、ß-ss。

大部分奥地利人可以用英文做基本交流，即使不懂英文也会努力想办法

帮忙。在飞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等都会有英文标识。因此不用担心

语言有障碍，懂得基本的英文即可到奥地利旅行。

德语基本会话：

你好 Guten Tag

谢谢 Danke 

（这）多少钱 Was kostetWie viel(kostet das)?

是 Ja

不是 Nein 

再见 Auf Wiedersehen/Tschuess

实用德语标志：

出口  Ausgang

入口  Eingang

男士洗手间  Herren

女士洗手间  Damen

营业中  Offen

不营业  Geschlossen

货币

奥地利的流通货币为欧元。欧元纸币共分为 5、10、20、50、100、

200、500欧元7种面值，尺寸和颜色各不相同。硬币有1分、2分、5分、

10 分、20 分、50 分、1 欧元、2 欧元 8 种面值。提示：100、200

和 500 欧在欧洲并不多见，使用较困难，建议游客们尽量兑换小面值的

欧元使用。

电话

使用国内的手机卡，在到达奥地利前需要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具体资费

需咨询服务商。

在奥地利的手机运营商店或是超市可以买到手机卡，放入国内的手机即

可使用。奥地利的手机运营商有 O2、T-Mobile、Vodafone、One 等。

各公司的资费标准和套餐均不相同，一般打回中国 0.01 -0.1 欧不等。

紧急求助电话

救护车 144

火警   122

警察局 133

网络 

维也纳大多数餐厅及酒店都提供无线上网服务，但有些酒店并不是免费。

网吧上网大约 1 欧 / 小时左右。在火车站和大型购物中心也有无限网络

覆盖。

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Metternichgasse 4, 1030 Wien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at/chn/ 

办公时间：周一、周三 8:30-11:00，14:00-16:00；周五 8:30-11:00

联系方式：+43-1-7103648

保险

根据申根国家的法律规定，提交旅游医疗保险是签发申根签证的基本前

提。旅游医疗保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旅游医疗保险须在所有申根国家和整个旅游逗留期有效；若保险公司的

总部不在申根区，那么该保险公司必须在申根区内有联络处且能够受理

索赔申请；旅游医疗保险必须包括由于生病可能送返回国的费用及急救

和紧急住院费用；旅游医疗保险的保险金额不得低于 30000 欧元。

在申请申根签证时须提交旅游医疗保险的机打保单原件；必要时（如所

提交的保险为在线购买的电子保单时），需提交保险的付费证明。     

出入境Entry-Exit
                   

护照

护照（Passport）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

时，由本国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中国公民申

请护照所需材料：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及复印件、近期免冠照片、

及填写完整的《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申请表》。

中国公安机关已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统一启用签发电子普通护照。

启用的电子护照，防伪性能提高，办理程序上新增指纹采集等内容。

签证

奥地利属于申根国家之一，持有效申根签证可访问奥地利。计划到多个

申根国家旅行的游客，若在奥地利停留时间最长，即可申请奥地利申根

签证。

个人旅游签证所需文件

签证申请表，申请人完整填写并签名

两张彩色近期照片，35×45mm，白色背景

护照（在返回中国后有效期不少于 90 天，必须有至少两页空白签证页）

医疗保险，在签证有效期内，且适用于申根国，保险额为至少 3 万欧元

的紧急医疗以及回国的医疗费用

机票订位单，多次旅行需出示首次旅行的机票订位单

未成年人（18 岁以下），需提供学生证和学校出具的证明信原件（包

含完整的学校地址及电话、准假证明、批准人的姓名及职位、复印件一份）

户口簿原件以及户口簿所有页的复印件

住宿证明，涵盖在申根国家停留的全部期间

旅行计划，能够清晰展示旅行计划的文件，例如交通方式预订、行程单

等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最近 3 至 6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无需存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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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

盖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英文件，或者中文件附上英文翻译），需使用公

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

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限

准假证明

退休人员：养老金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未就业成人：已婚者：配偶的在职和收入证明 + 婚姻关系公证书（由外

交部认证）

如果单身 / 离异 / 丧偶：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申请人护照的身份页和签字页、身份证（双面）、医疗保险的复印件

签证申请中心

奥地利签证可在北京、上海或广州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申请。申请人需

根据居住地所属的相关签证申请中心来提交。上海奥地利签证申请中

心受理居住地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的申请人的签证，而

居住地在其他省、市的申请人的签证则由北京和广州奥地利签证申请

中心受理。在北京和广州签证申请中心所递交的申请，将由奥地利驻

北京大使馆审理，在上海签证申请中心所递交的申请，将由奥地利驻

上海总领事馆审理。

奥地利签证申请中心 - 北京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 13 号院 1 号楼 502 室，100027 

申请受理时间：8:00-15:00 （周一至周五）

领取护照时间：8:00-15:00 （周一至周五）

咨询电话：+86-10-84004065 ，8:00-15:00 （周一至周五）

电子邮件：infopek.autcn@vfshelpline.com

奥地利签证申请中心 - 上海

地址：中国上海市徐家汇路 555 号广东发展银行大厦 3 层，200023

申请受理时间：8:00-15:00 （周一至周五）

领取护照时间：8:00-15:00 （周一至周五） 

咨询电话：+86-21-33661347 ，8:00-15:00 （周一至周五）

电子邮件：infosha.autcn@vfshelpline.com

奥地利签证申请中心 - 广州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8 号时代广场 6 楼 606A，510620

申请受理时间：8:00-14:00 （周一至周五） （五人或五人以上的申请

需在下午 1 点之前到中心递交）

领取护照时间：8:00 至 15:00（周一至周五）

咨询电话：+86-20-38628623 ，8:00-15:00 （周一至周五）

电子邮件： infocan.autcn@vfshelpline.com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维也纳国际机场（Flughafen Wien-Schwechat，机场代码 VIE）位

于维也纳东南方，距离市区 16 公里，是奥地利航空的枢纽机场。目

前俄罗斯航空、德国汉莎航空、荷兰航空、法国航空、阿联酋航空等

航空公司已开通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国内大城市飞往维也纳的

航班。

机场交通

机场巴士

维也纳机场巴士 24 小时运营，行驶时间约 20 分钟。有三条线路可以

选择，终点分别为西火车站（Westbahnhof）、Donauzentrum 和

Morzinplatz/Schwedenplatz。终点均连接地铁、有轨电车等市内公

共交通。

机场特快列车

机场特快列车是维也纳机场来往市区最快速、最舒适的交通方式。行驶

全程 16 分钟，中途不停。机场特快列车的终点站为维也纳中心火车站

（Wien Mitte），连接地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从维也纳中心火车

站发往维也纳机场的列车早 5:36 首发，每半小时一班，末班车时间为

23:06；从维也纳机场发往维也纳中心火车站的列车早 6:06 首发，每

半小时一班，末班车时间为 23:36。列车单程票价 12 欧。

城际列车 S-Bahn

来往维也纳机场最经济的交通方式是乘坐城市轻轨（S-Bahn），全程

约 4 欧（根据至市区的目的地不同，价格有所变化）。清晨 4:30 第一

班车从维也纳中心火车站（Wien Mitte）发往维也纳机场，每 30 分钟

一班，用时 25 分钟，最后一班的发车时间为 23:45；反方向列车的首

班车为 4:53，末班车为 0:17。

出租车

出了机场大厅就可以看到出租汽车站。一般情况下，出租汽车开往维也

纳市区的费用大约为 35 至 45 欧元。C&K Airport Service（电话：

+43-1-44444）和 Airportdriver（电话：+43-1-22822）两家公司

可提供服务。

火车

维也纳西火车站（Wien Westbahnhof）是维也纳的最大的火车站，列

车主要发往奥地利西部城市萨尔茨堡等或西欧及北欧的城市，包括慕尼

黑、法兰克福、苏黎世、巴黎等国际城市。火车站交通便利，有城际列

车 S50 线和地铁 U3、U6 线经过，站前广场有 6 条有轨线路经过，并

且机场巴士也在西火车站停靠。

维也纳南火车站（Wien Sudbahnhof）主要是前往东欧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南欧意大利等国家的火车。

维也纳中央车站（Wien Mitte）是维也纳郊区及区域性火车进出车站，

包括前往机场的城市轻轨（S- Bahn）路线。

汽车

Eurolines 公司是奥地利最大的长途巴士运营商，有众多的巴士线

路，涵盖多数欧洲城市。具体线路和票价可登陆网站 http://www.

eurolines.at/ 查询。另外去往慕尼黑、布达佩斯还可选择 orangeways

公司（http://www.orangeways.com/）的长途巴士。而格拉茨、林茲、

克拉根福等奥地利城市还可乘坐 Westbus 公司（https://westbus.

at/）的巴士。

多数长途巴士于Wien VIB（Vienna International Busterminal）发车。

VIB 可乘坐地铁 U3 线在 Erdberg 站下车，市中心 Stephansplatz 步

行至此需 10 分钟左右（地址：Erdbergstraße 200 A, 1030 Wien）。

船

多瑙河连接维也纳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两个首都，航运是两个首都之间

一种非常实用的运输方式。从维也纳顺流航行到布达佩斯需要 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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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布达佩斯逆流航行到维也纳需要 6 小时。游客如果需要购买、预订

船票可以到以下公司办理。

DDSG Blue Danube Schiffahrt GmbH

售票地址：Handelskai 265, 1020 Wien

网址：http://www.ddsg-blue-danube.at/

联系方式：+43-1-58880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共交通

维也纳的交通十分发达及方便。公共交通分为：有轨电车（Tram）、

公共汽车（Bus），地铁（U-Bahn）和城市轻轨（S- Bahn）。可通过

网站 http://www.wienerlinien.at/ 查询车票和线路信息。车票可以在

烟草报亭、维也纳公交公司售票处和地铁的自动售票机上购买。每张票

乘坐地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都有效，允许转乘，直至抵达目的地。

车票共分为单次票、24 小时票、48 小时票、72 小时票、8 天票等几种。

单次票：2.1 欧。此票在维也纳市区沿着一个方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工

具（地铁、巴士、有轨电车等）有效，允许换乘。在有轨电车和公共汽

车上购买，票价为 2.2 欧元

24 小时票：7.1 欧，有效期为打票后 24 小时（所有公共交通有效）

48 小时票：12.4 欧，有效期为打票后 48 小时（所有公共交通有效）

72 小时票：15.4 欧，有效期为打票后 72 小时（所有公共交通有效）

8 天票：35.8 欧。可以在任意 8 天内使用，允许多人同时乘车，每人每

天打一格（所有公共交通有效）

另外购买维也纳卡（Vienna Card）可在 72 小时内免费乘坐地铁、

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景点门票也会得到相应的优惠。维也纳卡可在

酒店、旅游信息咨询处或车票售票处买到，并随票附赠使用手册。票

价 19.9 欧。

出租车

维也纳市内出租车的起步价为 2.5 欧，之后每公里为 1.4 欧。维也纳出

租车一般招手即停，也可打电话 +43-1-31300 或 +43-1-60160 预约。

酒店也可提供预约出租车的服务。

旅行路上

电影《茜茜公主》

《茜茜公主》系列影片包括《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

由著名导演恩斯特·马利斯卡（Ernst Marischka）执导，影星罗密·施

奈德（Romy Schneider）和卡尔亨兹·伯恩（Karlheinz Böhm）主演。

这部影片体现了一种高贵的欧洲气质，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欧洲电影。影

片中，罗密扮演的少女茜茜清新活泼，皇后茜茜高贵典雅，气质宛若天

成，以独具一格的华贵和俏丽为本片大放异彩。特别是她那迷人的微笑，

驱散了二战后奥地利人民心中的阴霾，带给了人们重建家园的信心。这

三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经推出就轰动了世界，两位演员也因此

驰名于世界影坛。 

百水公寓 Kegelgasse 34-38, 1030 Wien □

皇家地窖餐厅
Piaristengasse 45, A-1080 Wien
+43-1-4060193 □

Figlmüller
Wollzeile 5, 1010 Wien；Bäckerstraße 6, 1010 Wien
+43-1-5126177   +43-1-5121760 □

Salm Bräu Rennweg 8, 1030 Wien
+43-1-7995992 □

Bieriger
Schweglerstrasse 37, 1150 Wien
+43-1-7896606 □

中央咖啡厅
Herrengasse 14, 1010 Wien
+43-1-5333764 □

Café Sacher
Philharmonikerstrasse 4, A-1010 Wien    
+43-1-514560 □

Café Demel Kohlmarkt 14, A-1010 Wien □

Cafe Gloriette 美泉宫内   +43-1-8791311 □

国家歌剧院
Opernring 2, 1010 Wien
+43-1-514442250 □

人民歌剧院
Währinger Straße 78, 1090 Wien
+43-1-514443670 □

名称                                  地址电话 你的选择

美泉宫  
Schönbrunner Schlossstrasse 47, 1130 Wien  
+43-1-81113239 □

霍夫堡宫
Michaelerkuppel, A-1010 Wien 
+43-1-5337570 □

美景宫
上 美 景 宫 Prinz Eugen-Straße 27, 1030 
Wien；下美景宫 Rennweg 6, 1030 Wien   
+43-1-79557134

□

圣斯特凡大教堂
Stephansplatz 3, 1010 Wien   
+43-1-515523767 □

金色大厅
Musikverein Platz 1, 1010 Wien  
+43-1-5058190 □

维也纳市政厅
Rathausplatz 1, 1010 Wien
+43-1-40000 □

城市公园
Stadtpark, 1030 Wien
+43-1-40008042 □

卡尔教堂
Kreuzherrengasse 1, 1040 Wien
+43-1-5046187 □

沃蒂夫教堂
Rooseveltplatz, 1090 Wien
+43-1- 4061192 □

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