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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春、夏、秋三个季节是到德国旅行

比较适宜的季节。4 月末至 10 月初时的德国，气温

较温和，晴朗的天气较多，且昼长夜短，非常适合出游。

穿衣指南  夏季在德国可穿着短袖 T 恤、短裤、

裙子等，但因早晚温差相对较大，需准备长袖外套，

且需备有雨具以防阴雨天气。冬季有雪且气温较低，

需穿着棉服、羽绒服等，并需要佩戴帽子、手套等

防寒装备。

消费与汇率  德国的流通货币为欧元。欧元与人

民币的汇率为 1:0.14，即 1 人民币≈ 0.14 欧，1 

欧≈ 6.74 人民币（截止至 2015 年 4 月）

德国在欧洲国家中属于中等消费水平。餐厅根据档

次的不同，前菜价格约3-8欧，主菜价格约9-18欧。

三星酒店标准间的价格 80 欧左右，青年旅馆的床

位在 10-20 欧之间。

时差  德国属于东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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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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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速览 Introducing Germany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位于中欧，由 16 个联邦组成，柏林是其首都及最大城市。德国是一个

工业国家，汽车和机械制造、化工、电气等行业领先世界。德国各地都有丰富的旅行资源，

各个城市的景点都有其特色之处。德国内有 38 处世界遗产，其中既有历史古迹、城市地标，

也有重要的工业设施和非同寻常的自然景观，无不令人印象深刻。

Lucifer 同学  自欧洲行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喜欢德国这个国家以及他的民族。普鲁士蓝，

是一种古老的蓝色染料。脑海中忽然间就闪过的普鲁士、蓝，这个两个词语，结合在一起，

似乎正合我需要表达的意义。他象征着：勇气、理智、冷静、永不言弃。这不正是这支日耳

曼民族的精神嘛。这短短五天里，生活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所见所闻所感，时不时地能被

震撼。德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不熟识的时候，觉得他遥远，拒人于千里之外，可当你越了解他，

便会越喜爱他。他讲理性，守纪律，办事严谨认真，崇尚自强不息，精益求精。然而，严谨

如德国人，亦不缺乏幽默感。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GERMANY德国 更新时间：2015.04

特别推荐  Special
狂欢慕尼黑啤酒节

慕尼黑啤酒节又称“十月节”，每年九月末到十月初举行，是巴伐利亚地区最热闹的节日。

节日期间，慕尼黑被浓郁的节日气氛笼罩着，八大啤酒厂在广场上搭起巨大豪华的啤酒大篷，

提供各家的啤酒和巴伐利亚美食，每个棚内座无虚席，人们在这里释放着欢乐和激情，笑声

和音乐声萦绕不绝。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提到德国，你一定会想到德国的啤酒。世界上真的再也找不到比德国人更热爱啤酒的民族了。

德国啤酒类型多样，而且多年来德国人培养形成的啤酒文化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再搭配

上德国的特色猪肘或香肠，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一定是你的旅行的难忘回忆。

汽车的王国

大众、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这些响亮的汽车品牌均出自德国。在慕尼黑的宝马世界

和宝马博物馆，在了解了宝马的前世今生后，还可以领略驾驶的快感；在大众的所在地沃尔

夫斯堡，汽车主题公园提供丰富的娱乐活动；斯图加特的奔驰博物馆、保时捷博物馆让人大

开眼界。如果你刚好是位汽车迷，那可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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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童话新天鹅堡

德国的无数城堡中，新天鹅堡是最浪漫和魅力的代表。它的独特外形激

发了许多童话的灵感，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和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睡美人

城堡的灵感均来自于此。而城堡主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悲

剧命运，也更赋予了天鹅堡浪漫和悲情的色彩。

★ 浪漫之路的无穷魅力

德国的浪漫之路从维尔茨堡（Würzburg）为起点，一直通向德国边境阿

尔卑斯山区的小镇菲森（Füssen），全程约为 400 公里。浪漫之路上

精致的小镇、历史悠久的建筑、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好客的当地人吸

引着热爱自然的游客们。无论是自驾穿越，还是乘坐火车漫游，这一路

都会感受到这个硬朗国度的柔情一面。

★ 走过柏林墙，感受疤痕之痛

柏林墙，它并不是普通的墙，是二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它

承载了人们对民主的渴望。被保存下来的这段柏林墙并不是很长，墙壁

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灵感与创意涂抹着关于这堵墙的故

事。从柏林墙边走过或拍照留念，可我们不该仅仅把它当作一处景观，

而是时刻警示着人们自由和民主的意义。

雯子 柏林墙

国家概况  Overview
地理与分区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东与波兰、捷克接壤，南邻奥地利、瑞士，西邻荷兰、

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与丹麦接壤。全联邦共有 16 个州，分别是：

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柏林、勃兰登堡、不来梅、汉堡、黑森、梅

克伦堡－前波莫瑞、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莱茵兰－法耳茨、

萨尔、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图林根。

其中柏林、不来梅和汉堡是市州。

交通

航空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是德国最大的机场，是德国汉莎航空的主要枢纽

机场。另外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荷兰皇家航空、阿联酋航空、

法国航空等航空公司均有航班飞往法兰克福。除法兰克福外，慕尼黑、

柏林等城市均有国际机场承接中国出发至德国的航班。

德国至其他欧洲城市除可选择传统航空公司外，还可乘坐廉价航空。法

兰克福、柏林、慕尼科隆、杜塞尔多夫、汉堡等城市拥有很多廉价航班

飞往欧洲各地。

铁路

德国铁路四通八达，是出行最便捷和经济的方式。除一个城市至另一城

市的单程票外，还有周中票、周末票和夜间票等不同形式的车票，根据

目的地和人数的不同，可选择不同类型的车票。另外各州还有自己独特

的州票，有些车票还可乘坐其他城市内部交通工具。例如拜仁州周票可

乘坐包括火车、公交在内的任何公共交通，且可至多五人使用。具体铁

路信息可登陆德铁官网 http://www.bahn.de/ 查询。

公路

欧洲长途汽车联盟 Eurolines（www.eurolines.com ）是欧洲最常见的

长途汽车公司，线路覆盖多数德国城市，另外也可以选择 Berlin Linien 

Bus （https://www.berlinlinienbus.de/ ）提供的很多德国境内线路及

邻国的线路。德国的公路路况良好，也很适合自驾游玩。

餐饮

德国可谓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民族，到德国一定要尝试一下正

宗的德国猪肘，味道纯正、分量足。德国香肠的种类多样举世皆知，主

要原料从猪肉、牛肉到蔬菜或动物内脏都有，也经常搭配各类香料而制

作成风味独特的地方口味。在吃法上，不仅可以水煮、油煎或烧烤，同

时也可以做成沙拉、煮汤、或直接生吃。德国人爱吃土豆也是世界闻名的，

它有众多的烹饪方式：土豆泥、煎土豆饼、炸土豆条等等，既可作为主菜，

又能做配菜。

小虫子 ADADADA  德国猪肘和酸菜

住宿

德国的住宿可以满足各个阶层的旅游者的需要。背包客聚集的青年旅舍一

般在中央火车站或者交通便利的地铁站附近，还有的城市在夏季会提供

露营地。青旅床位的价格一般在 12-20 欧之间，可以通过 http://www.

hostelworld.com/ 或 http://www.hostels.com/ 等网站预订。中档酒

店的价格在 60-130 欧左右，环境一般都很干净，设施齐全。全球订房

网（http://www.hrs.com/）和缤客（www.booking.com）网站可预订，

经常还会有特价房。另外在德国南部黑森林和国王湖等以自然风光出众

的地区，可以选择在当地人家的 B&B 中留宿。

http://www.mafengwo.cn/i/1093304.html%20%0D
http://www.mafengwo.cn/i/1127642.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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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

德国的各种产品，其品质、实用性及耐用性均获得一致的好评。德国出

产的刀具和厨具均耐用持久，且价格比中国出售的价格低。而德国出产

的皮具质量很过硬，钱包、手提包等不管是实用性还是设计感都很出众。

除此以外，还可以购买带有德国当地特色的工艺品，比如布谷鸟钟、姜饼、

手工艺品等作为旅行纪念。

笑漪妹妹 Smile  黑森林特产布谷鸟钟

风俗禁忌

德国人以严谨和仔细而闻名，非常注重秩序。在德国旅行，应遵守当地

的习俗。出行的交通、住宿等需提前预定，与德国人见面尽量提前预约，

且一定遵守时间。不论是步行还是驾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德国人喜欢

清静，在参观景点、用餐等时，谈话最好降低音量，尽量保持安静。

语言

德国的官方语言为德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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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在德国使用也很广泛，大部分德国人的英文很流利，在景点、饭店、

餐馆通常都可以使用英语。即使遇到不懂英文的德国人，他们也会很热

心努力想办法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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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旅行。

主要节庆及活动

科隆狂欢节 Carnival Cologne

科隆狂欢节是继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后，全球第二大狂欢节庆活动。

狂欢节每年于 11 月 11 日 11 时 11 分正式在老市场上开幕，狂欢活动

会一直持续到次年的 2 月，并于女人狂欢节达到高潮。每年将有上百万

的游客来此参加全城大 party，人们盛装打扮加入花车巡游的队伍中。疯

狂度过三天后，于狂欢舞会后接近尾声。

克里斯托弗游行日 Christopher Street Day 

每年六月末举行的克里斯托弗节是德国最大的同性恋游行，每年参与的

人数都达到几十万人。各城市的举办日期会略有不同。游行日的来历：

1969 年 6 月纽约的警察暴力骚扰纽约克里斯托弗大街一间叫“石墙”

的酒吧，警察与同性恋发生冲突，引发同性恋群体的反抗。为了争取同

性恋的权利和纪念该事件，从 1979 年起，世界范围内都开始在六月末

举行同性恋游行。

慕尼黑啤酒节 The Munich Oktoberfest

慕尼黑啤酒节又名“十月节”，每年的九月末至十月初在慕尼黑举行，

持续两周，活动一共举行 16 天，是慕尼黑一年中最盛大最热闹的节日活

动，也是世界三大啤酒节之一。该节日源于 1810 年路德维希皇储的结

婚大典，发展至今日，已成为与皇室毫无关系的啤酒狂欢节了。这一天

男女老少都穿上传统服饰，相约来到特蕾西草坪上的啤酒大棚，在现场

享受啤酒、美食和音乐。

行程推荐 Tours
德国城市之旅

线路设计

柏林—汉堡—不莱梅—杜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海德堡—慕尼

黑—德累斯顿—柏林

线路详情

D1：从德国的首都柏林开始德国城市之旅。第一天参观德国的标志性的

建筑勃兰登堡门及附近的国会大厦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下午可沿

着菩提树下大街一直向东，参观洪堡大学、德国历史博物馆等。夜宿柏林。

D2：上午参观柏林墙，下午到博物馆岛参观岛上的几座博物馆。

D3：从柏林到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在汉堡的老城区逛逛，看看历史

遗迹圣尼古拉教堂。到仓库城参观那里几间特别的博物馆。作为披头士

乐队的成名之地，一定不要错过披头士博物馆。最后游览一下著名的红

灯区绳索街（Reeperbahn）。

D4：不莱梅的城市并不大，最吸引人的要数圣彼得大教堂。若对酒文化

感兴趣可以到贝克啤酒厂参观。

D5：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区的圣兰伯特教堂、安德里亚教堂等历史建筑值

得驻足参观，而这里的美术馆也值得细细品味。入夜后可到找间酒吧感

受一下现场音乐。

D6：科隆的重要景点很集中，步行即可游览。上午首先参观科隆大教堂，

如果时间充足，可参观教堂广场南侧的罗马 - 日耳曼博物馆和路德维希博

物馆。下午沿着莱茵河畔往南走，可以到达巧克力博物馆。然后可到购

物街选购纪念品。

D7：法兰克福的游览从最主要的建筑法兰克福大教堂开始，接着至罗马

广场。参观完后向北至采尔大街、歌德大街感受热闹的购物街区。下午可

至博物馆区参观几处博物馆。晚餐一定要到萨克森豪（Sachsenhausen）

附近的餐厅，品尝正宗的法兰克福苹果酒。

D8：海德堡的城堡是来到海德堡的必游景点，而老城区的圣灵教堂和德

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也是不可错过。

D9：慕尼黑的观光从慕尼黑的市中心—玛丽安广场开始。每天上午11点，

这里都会有精彩的木偶时钟表演。铁阿提纳教堂和谷物市场也不要错过。

下午参观皇宫及英国花园等。

D10：慕尼黑的第二日乘车至宁芬堡宫。可以带些简单的午餐在宁芬堡

的公园里享用。下午乘车参观宝马博物馆。

D11：从慕尼黑出发，至小镇富森，参观新旧天鹅堡。

D12：德累斯顿是一座富有艺术气息的城市，圣母大教堂是它的标志。

而最重要的是到有“欧洲阳台”美称的布吕尔平台上散步，欣赏对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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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的风光。

D13：回到柏林

南德自驾十日游

线路设计

法兰克福—海德堡—巴登 - 巴登—黑森林—富森—国王湖—慕尼黑—罗腾

堡—维尔茨堡—法兰克福

线路详情

D1：自驾之旅从法兰克福出发，参观完法兰克福的大教堂等景点后，前

往海德堡。

D2：在最美的大学城海德堡参观后，驱车前往巴登 - 巴登。

D3：在黑森林观光休闲（如果时 间充足，可在黑森林地区多停留一天，

选择徒步或登山、滑雪等休闲游）

D4：前往南德小镇富森，这里最著名的景色便是新旧天鹅堡了。

D5：到达游览国王湖的门户贝希特斯加登镇，入住当地的家庭旅馆。

D6： 乘 坐 游 船 游 览 国 王 湖 三 湖（Koenigssee、Obersee、

Hintersee）。

D7：慕尼黑一日，参观市中心的景点及安联球场等。

D8：驱车前往宁芬堡宫，下午驱车前往下一目的地罗腾堡。

D9：在罗腾堡参观后经维尔茨堡回到法兰克福

D10：在法兰克福休息、购物等。结束十天的旅途。

柏林  Berlin
柏林是德国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这座曾经因战争而千疮百孔的城市，

正在焕发着它新的魅力。这里拥有众多世界著名的建筑和厚重的历史与

艺术氛围。同时这里的人也热情谦和，一丝不苟。作为德国的首都，一

座国际大都市，它也以包容和生机，迎接着游客的到访。

喜琳 柏林这座城市经历过太多历史事件的洗礼，同行的朋友对柏林的印

象大都是厚重、大气，甚至压抑，喜琳却从这个城市中感受到一种现代

德国人自我解嘲后的放松和释放（有点只可意会的感觉，形容不出来。）

除了极具张力和想象力的大量城市涂鸦，颇具创意的各类广告，以及菩

提树大街上店铺设计都是新奇好玩，让我体会到了柏林的现代感。

Sights景点
柏林的必到之地主要集中在米特区，例如勃兰登堡门、柏林大教堂、博

物馆岛等历史景点。而柏林墙和克罗伊茨贝格区的犹太博物馆、查理检

查站等，也是柏林历史的生动展现。若要欣赏现代化的一面，那么亚历

山大广场和波兹坦广场也是不可错过的好去处。

勃兰登堡门 Brandenburger Tor

勃兰登堡门位于柏林市中心，坐落在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上，是

举世闻名的柏林标志性建筑。随着 1961 年柏林墙的建造，勃兰登堡门

在其后 28 年间始终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城门。 作为德国重新统一的标志

和象征，它凝聚着这座城市的历史。门上的铜塑雕像，展示着胜利女神

维多利亚驾驶一辆四马两轮战车的英姿。

小虫子 ADADADA  勃兰登堡门

地址：Pariser Platz, 10117 Berlin Mitte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地铁或有轨 Brandenburger Tor 站

用时参考：30 分钟

大熊小猫  勃兰登堡门目睹了柏林乃至德国一次次的荣辱兴衰，不知接下

来，她还会看到什么，但愿是永远的和平。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位于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也是柏林不可错过之地。

这片纪念碑的设计从根本上打破了纪念碑的概念，放弃了任何一种象征

性符号的使用。它由 2711 个高低不等的水泥碑组成，游人参观时可在

其中随意穿行。

地址：Cora-Berliner-Strasse 1, 10117 Berlin

费用：免费参观

网址：http://www.stiftung-denkmal.de/

开放时间：全天 24 小时开放 

信息厅开放时间：4 月至 9 月 10:00-20:00 最晚入场时间 19:15

10 月至第二年 3 月 10:00-19:00 最晚入场时间为 18:15

周一及法定节假日闭馆

到达交通：地铁 U55、U2 或城铁 S1、S2、S25 到 Brandenburger 

Tor 或 Potsdamer Platz 站步行即可到达

用时参考：30 分钟

小虫子 ADADADA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虽然造型简单，但穿梭在

纪念碑之间，也能感受到那份凝重。

http://www.mafengwo.cn/i/1127642.html%20%0D
http://www.mafengwo.cn/i/1127642.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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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大厦  Reichstagsgebäude
这座建于 19 世纪的建筑，从初建开始就一直倍受争议。在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会大厦被毁。之后的改造和扩建，参照了之前的模样，又加入了

现代化的玻璃圆顶，使国会大厦成为了柏林新的城市地标。

地址：Platz der Republik 1, 11011 Berlin TIERGARTEN

费用：免费

网址：www.bundestag.de

开放时间：8:00-24:00 最晚进入时间：22:00（12 月 24 日全天及 12

月 31 日 16 点起闭馆）；参观会限制人流，每隔 15 分钟进入一批人

联系方式：+49-30-22732152

到达交通：地铁或有轨 Brandenburger Tor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30 分钟左右

参观虽然免费，但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缭乱 _ 美人 需要注意的是，国会大厦一定要提前在网上预约，为了保险

起见，尽量提前 7 天，要不然在门口排队会被累死，还很浪费时间。国

会大厦是免费的，但是去的时候要带预约的 confirmation email 和护照，

我建议大家尽量预约早上去，9 点左右，这样进去的人不是很多，逛起来

也比较从容。

菩提树下大街 Unter den Linden

在柏林老城的中心有一条城里最美丽优雅的林荫大道——菩提树下大街。

大街宽约 60 米，从勃兰登堡门一直延续到宫殿大桥，沿街两边坐落着许

多重要建筑，如洪堡大学、国家歌剧院、德国历史博物馆、新岗亭和博

物馆岛等。作为柏林市中心的交通要道，菩提树下大街将许多重要的景

点都连接在了一起。

用时参考：若你时间充足，可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慢慢欣赏，还可在路边

的特色店铺逛逛，选些特别的纪念品。

柏林大教堂  Berliner Dom

柏林大教堂建于施普雷岛（Spreeinsel）北部，是柏林最大的教堂和曾

经的王室宫廷教堂，也是德国最重要的教堂建筑之一和德国新教教会中

心之一。这座教堂的建筑带有巴洛克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风格，

地下室的陵墓安葬着几十位王室成员。

 笑漪妹妹 Smile  柏林大教堂

地址：Cathedral of Berlin, Am Lustgarten, 10178 Berlin

费用：门票 7 欧；优惠价 5 欧；18 岁以下儿童免费。语音导览 3 欧（德

国、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网址：http://www.berlinerdom.de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09:00-20:00 周日及假日 12:00-20:00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19:00 关门

联系方式：+49-30-20269136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U2、U5、U8 Alexanderplatz 站； 城 铁 S5、

S7、S9、S75 Hackescher Markt 站； 公 交 100 和 200 路 Am 

Lustgarten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笑漪妹妹 Smile 柏林大教堂真心是我见过最最美丽的教堂，蓝天白云绿

草，除了这朴素的词汇，我无法想出形容词来形容它的庄严和美丽。我

伫立了好久好久都舍不得离开，就想把它牢牢地记在脑中。

博物馆岛 Museumsinsel

博物馆岛坐落在施普雷河的中央。在这里，古代埃及文明到古代东方文

明只有几步之遥。这些博物馆如同一部时空机器，会带领参观者经历一

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历史之旅，从旧石器时代一直走到 19 世纪。博物馆

岛上有 5 座建筑，分别是：老博物馆、老国家艺术画廊、博德博物馆、

新博物馆和佩加蒙博物馆，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组闻名世界的建筑群，自

1999 年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费用：博物馆岛联票18欧，优惠价9欧；各个博物馆票价：老博物馆10欧，

新博物馆 12 欧，老国家美术馆 12 欧，佩加蒙博物馆 12 欧，博德博物

馆 12 欧 （各博物馆优惠价皆为半价 , 上网订购可节省一欧）；18 岁以

下青少年及儿童可免费参观；

3天博物馆PASS（可连续3天参观柏林市内近60家博物馆）：成人24欧，

学生、儿童优惠价 12 欧

开放时间：周一闭馆 周二至周日 10:00-18:00 其中周四 10:00-22:00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U6 Friedrichstraße 站， 城 铁 S1, S2, S25 

Friedrichstraße 站或 S5, S7, S75 Hackescher Markt 站

用时参考：如果想把博物馆岛上的这五座博物馆走遍，大概需要 1 天的

时间。对于时间并不充足的蜂蜂，推荐参观佩加蒙博物馆，或根据个人

喜好选择一座或两座博物馆参观。

柏林墙 -- 东边画廊 East Side Gallery

1961年，柏林墙似乎在一夜之间建立，而1989年，他又在一夜之间倒塌。

但这 28 年的伤痛，成为德国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一道伤疤。28 年，数千

人因翻越围墙而被捕，其中两百多人更以生命作为了代价。在柏林墙倒

塌后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墙代纸，在柏林墙的残迹上创作了

不同主题的绘画。2009 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 20 周年，东边画廊的大

部分作品又得到了重新的修缮。

地址：Mühlenstraße 1, 10243 Berlin FRIEDRICHSHAIN 

网址：www.eastsidegallery.com/

到达交通：城铁 Ostbahnhof 站或地铁 U1 线 Warschauer Strasse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宪兵广场 Gendarmenmarkt

宪兵广场是德国乃至是欧洲最美丽的广场，是柏林旅游的必到之地。广

场由德意志大教堂（Deutscher Dom）、法兰西大教堂（Französischer 

Dom）和一个音乐厅（Schinkel’s Konzerthaus）组成的建筑群所环绕，

和谐而美丽，令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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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Gendarmenmarkt, 10117 Berlin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U6 线 Französische Str. 或 Stadtmitte 站；U2 

Hausvogteiplatz 或 Stadtmitte 站

参观时间参考：1 小时

夏洛滕堡宫 Schloss Charlottenburg

夏洛滕堡宫是德国柏林现存最大的宫殿。宫殿内部的大厅和房间装饰都

极其奢华。这里不仅是历史与艺术的纪念碑，而且也是王室变迁的生动

见证。

地址：Spandauer Damm 20-24, 14059 Berlin

费用：12 欧，优惠票（学生、老人）8 欧，包括语音讲解器，拍照

必须获得批准，提前支付 3 欧；套票（包括旧宫 Altes Schloss、新

翼 Neuer Flügel、 新 宫 Neuer Pavillon、 观 景 楼 Belvedere 和 墓 室

Mausoleum）17 欧，优惠票 13 欧；家庭套票（2 成人 + 最多 4 个小孩）

25 欧

开放时间：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0:00-18:00；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10:00-17:00；周一闭馆

联系方式：+49-30-320911

到达交通：地铁 U7 线 Richard-Wagner-Platzö站，下车步行 15 分钟

用时参考：2-3 小时

京华色影 游览夏洛滕堡宫有同声介绍，但目前没有华语。随身背包等要

寄存（免费）。若照相需要办理许可。许可提示：不可带三脚架！不可

使用闪光灯。照片不可商用发行等。

住宿Sleep
柏林的高档酒店环境和服务质量都非常不错，只是价格高昂，适合那些

追求生活质量且手头宽裕的游客。柏林还有很多不错的独立宾馆，每一

家的舒适度、装饰格调和服务都非常好。除了标准间之外，许多宾馆现

在提供私人房间，通常提供套房设施，甚至还有为夫妇和家庭准备的小

型公寓，适合那些精打细算、比较独立的居家旅行者。同时柏林拥有全

欧洲最具活力的青年旅舍，对于背包客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青年旅舍

Heart of Gold Hostel 

距离柏林中央火车站只有一站，步行即可到达亚历山大广场、博物馆岛、

勃兰登堡门等景点。房间宽敞干净，还提供免费的咖啡和茶。

地址：Johannisstr. 11, Berlin 

网址：www.heartofgold-hostel.de

联系方式：+49-30-29003300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Oranienburger Tor 站 城 铁 Friedrichstraße 或

Oranienburger Straße 站

参考价格：床位 9 欧 -20 欧。双人间 56 欧。

Helter Skelter Hostel

位于柏林的中心地区，价格却很亲民，是背包客的好选择。

地址：Kalkscheunenstr 4-5, 10117 Berlin

网址：http://www.helterskelterhostel.de/  

联系方式：+49-30-28044997

到达交通：地铁 Oranienburger Tor 站；城铁 Friedrichstrasse 站

参考价格：多人间床位 12 欧 -15 欧，双人间 40 欧 / 间

佟小树  地理位置相当好，出门之后走 5 分钟就可以到博物馆岛，卫生条

件倒是一般，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和价格的优势，给 4 颗星

经济之选

STARS Guesthouse Berlin

这间位于住宅区的旅馆干净整洁，装修很现代。还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

和早餐。

地址：Welserstr. 10-12, Schöneberg, 10777 Berlin

到达交通：地铁 U1，U2，U15 Wittenbergplatz 站

参考价格：单人间 35-40 欧，双人间 40-70 欧

呐个刘小囡  太划算了，而且特别干净，卫生间简直了，比较享受。地段

也特别好，离柏林的购物街 Wittenbergplatz 也就 10 分钟的路程。这条路

上有欧洲大陆最大的百货大楼，卡迪威 KaDeWe，是卖奢侈品的，相当

于英国 harrods，法国的老佛爷。有兴趣的可以去溜达溜达。

Motel One Berlin-Bellevue

德国的连锁型经济酒店。距离蒂尔加滕公园和城市轻轨都很近，出行很

方便。另外在柏林的米特区和亚历山大广场附近都有连锁店。

地址：Paulstraße 21, Tiergarten, 10557 Berlin

网址：http://www.motel-one.com/ 

参考价格：双人间 80 欧左右

奢华之选

柏林希尔顿酒店 Hilton Berlin Hotel

柏林最具风格的酒店之一，位于柏林繁华的中心地带，位置便利。

地址：Mohrenstrasse 30, 10117 Berlin

网址：http://www.hiltonberlinhotel.de/

参考价格：125 欧 -200 欧

柏林宪兵广场索菲特酒店 Sofitel Berlin Gendarmenmarkt Hotel

这家索菲特柏林酒店的装饰结合了个性化的设计和独特的细节。面向欧

洲最优美的胜地之一宪兵广场，距离勃兰登堡门、博物馆岛和繁华的商

业和购物区仅数分钟。

地址：Charlottenstrasse 50-52, 10117 Berlin

联系方式：+49-30-203750  

网 址：http://www.sofitel.com/zh/hotel-5342-sofitel-berlin-

gendarmenmarkt/index.shtml 

参考价格：豪华双人间 140 欧 -200 欧

餐饮Eat
来柏林没尝过柏林咖喱肠和传统猪肘，就是一次不完整的旅行。柏林街

头遍布着众多的咖喱肠小店，而大名鼎鼎的 Curry36 是最受年轻人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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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欢迎的咖喱肠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队。由于柏林生活着很多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肉饼 Döner Kebap 也因此成为了柏林一大特色。这种在面饼中

加入烤肉、蔬菜的快餐，营养又实惠，是游客们的最佳选择。

Curry36

柏林最著名、最受欢迎的咖喱香肠店，聚集了众多的当地人和游客。

地址：Mehringdamm 36, 10961 Berlin

网址：http://www.curry36.de/ 

到达交通：地铁 Mehringdamm 站

小吃蝎  咖哩香腸是德国东部很常见的小吃，是在一般的德国香肠上淋上

番茄酱 ketchup，麦当劳那种，再撒上咖哩粉。大多搭配薯条食用。

Zur letzen Instanz

这家传统的餐厅透着德国乡村的味道，是柏林最古老的餐厅之一。地道

的德国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主菜价格在 11-18 欧之间。

地址：Waisenstraße 14-16, 10179 Berlin
网址：http://zurletzteninstanz.com/

联系方式：+49-30-2425528

到达交通：乘坐地铁到达 Klosterstrasse 站，经过一个教堂废墟走两分钟

缭乱 _ 美人  到了柏林就一定要吃猪肘子，德语叫 Eisbein，这是柏林的特

色，主要是炖出来的。

Restaurant Mutter Hoppe

正宗的德国传统风味的餐厅，菜品的分量很足，价格也公道，在柏林值

得品尝的餐厅。

地址：Rathausstr.21, 10178 Berlin-Mitte

联系方式：+49-30-2415625

到达交通：地铁 Alexander Plz. 站

小吃蝎  餐厅的气氛很热闹，感觉正如他的名字，是可以放松心情的家庭

式餐厅。生意非常非常的好，似乎有很多固定的常客，建议早点去，不

然就事先订位。

推荐菜：柏林猪脚 Eisbein，配菜是德国酸菜、马铃薯和豆子泥

小虫子 ADADADA  推荐菜 Wiener Schnitzel。土豆、德国酸菜上配

香肠、培根和煎蛋。

Restaurant Nolle

一间位于火车铁轨下的老餐厅，环境优雅，推荐菜有Wiener Schnitzel（维

也纳猪排）和 Bauernpfanne（香肠、培根及德国酸菜）。主菜 12-15 欧。

地址：Georgenstraße, S-Bahnbogen 203, 10117 Berlin 
网址：www.restaurant-nolle.de/ 

营业时间：11:30 至午夜

联系方式：+49-30-2082645 

到达交通：地铁 Friedrichstr. 站

Lutter&Wegner 

柏林最具风格的餐厅，已经有近 200 年的历史。传统的柏林美食，还有

自酿的红酒和汽酒等。

地址：Charlotten

到达方式：地铁 Französische Straße 站，宪兵广场附近。

 

购物Shopping
来柏林，能给你无与伦比的购物体验，这里有很多的购物中心和购物区，

您可以一边游览城市，一边享受购物的乐趣。除了高档时髦的百货公司

和世界各品牌的专卖店，周末的跳蚤市场更能让游客找到淘宝的乐趣，

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岁月无声 超市的角落里，这个蓝色机器的中央有个洞，你可以把玻璃瓶子、

塑料瓶子、易拉罐等放进去，机器会根据材质自动挤碎回收，然后给你

打印出一张纸条，写着每个瓶子 0.25 欧，你可以用打印的纸条冲抵在超

市购买的商品。

购物商圈

亚历山大广场购物区 Alexanderplatz

亚历山大广场不仅是柏林重要的旅游景点，还是一处繁华的购物区。

Galeria Kaufhof 百货大楼和 Alexa 购物中心均位于此，出售包括男装、

女装、家庭用品和美容产品等。而围绕着亚历山大广场还有众多的特色

小店可以买到独特的纪念商品。

Alexa Shopping Centre

地址：Grunerstraße 20,  10179 Berlin 

到达交通：地铁 Alexanderplatz 站

弗里德里希大街购物区 Friedrichstrasse

这条热闹繁华的大家不仅是柏林的交通动脉，也是购物的好去处，这里

能够找到各种风格的商场。除了菩提树下大街，弗里德里希大街也是您

在柏林不可错过的街区。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还有许多特色巧克力店和具

有设计特色的专卖店。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往南您就可以到达柏林最著

名的大街菩提树下大街。

老佛爷百货大楼 Galeries Lafayette

闲逛和购物的好去处。那里有来自法国的顶级时尚时装和饰品，除了购

物还能尝到特色美食。

http://www.mafengwo.cn/i/1127642.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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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Friedrichstraße 76-78, 10117 Berlin  

到达交通：地铁 U2 或 U6 线 Französische Straße 站

选帝侯大坝街 Kurfürstendamm

简称库达姆大街（Kudamm），因为德语的发音，被中国人戏称为“裤

裆大街”。这条街是柏林最繁华的大街之一，街上林立各种百货商店和

餐厅。

卡迪威 KaDeWe 

位于选帝侯大坝街附近。这间国际化和豪华、时尚的百货公司，被誉为

“百货商店女皇”，拥有六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除了各大品牌的服饰外，

最不可错过的是位于六层的食品商场，甜品、奶酪、美酒，一场美食盛

宴等着您来享用。

地址：Tauentzienstraße 21-24，10789 Berlin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 10:00-20:00 周五 10:00-21:00 周六 9:30-

20:00

到达交通：地铁 U1、U2 和 U3 线 Wittenbergplatz 站

跳蚤市场

荷包瘪瘪也没关系，如果想追求新奇和刺激，那可以到柏林的跳蚤市场

来逛逛，让你的旅行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每到周末，柏林十多个跳蚤市

场就开门营业。这里有手工艺人的创意新产品，也有柏林居民的二手物品，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柏林墙公园跳蚤市场 Flohmarkt am Mauerpark

柏林墙公园跳蚤市场是柏林所有跳蚤市场中，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

每周日人民聚集在这里，出售着各种类的二手物品，还有很多东德时期

的钱币、徽章、衣物等。这里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坐落在公园旁边，

人们还可以在这里喝酒、烧烤、晒太阳，度过一段休闲的时光。 

地址：Bernauer Strasse 63-64, 13355 Berlin-Mitte

开放时间：周日 8:00-18:00

电话：+49-176-29250021

网 址：HYPERLINK "http://www.mauerparkmarkt.de" www.

mauerparkmarkt.de

到达方式：地铁 U2 到 Eberswalder Str. 站沿着 Eberswalder 走到达

柏林墙公园即是。或乘有轨电车 M10 到 Wolliner Str. 站

六月十七大道跳蚤市场 Strasse des 17 Juni Flea Market

六月十七大道跳蚤市场是柏林历史最悠久的跳蚤市场，也是柏林最市中

心和游客最喜爱的跳蚤市场，它不仅是购买廉价二手商品的场所，同时

也是众多特色商品以及艺术品的展台。 

地址：Strasse des 17 Juni, Berlin, Germany (Mitte)（紧挨动物园）

开放时间：周六、日 10:00-17:00

到达方式：乘 S5、S7 到 Tiergarten 站。 

缭乱 _ 美人 交通灯小店。东德的交通灯非常有特色，也很可爱，这家店

把交通灯做成冰箱贴、T 恤、躺椅、枕头，超有爱的。

娱乐Entertainment

到了德国的首都，除了参观著名的景点之外，感受一下柏林动静相宜的

娱乐活动也是游客们的乐事之一。在咖啡馆悠闲的来一杯咖啡，到绿荫

下散散步，或在夜幕降临后去酒吧坐坐，体味下严谨的德国人畅快放松

的一面。

咖啡馆

Barcomi’s

这家咖啡馆有很美味的甜点，芝士蛋糕和布朗尼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和

Espresso 搭配堪称完美。Barcomi’s Deli 店是逃离米特区喧嚣游人的

绝好去处。

 网址：http://www.barcomis.de/index.php 

Barcomi’s Deli

地址：SophienStr. 21, 10178 Berlin 

联系方式：+49-30-28598363

Barcomi's Café & Kaffeerösterei
地址：Bergmannstraße 21, 10961 Berlin
联系方式：+49-30-6948138

KaffeeMitte

这家咖啡馆可是时髦人的聚集地。它就坐落在米特区的中心，周围有很

多的美术馆、餐厅和商店等。服务员都很贴心，除了上好的咖啡外，还

可以试试他家的三明治。

地址：Weinmeisterstraße 9, 10178 Berlin
网址：http://www.kaffeemitte.de/ 

http://www.mafengwo.cn/i/961018.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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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

Wohnzimmer

舒适的酒吧，装修别具一格。酒吧名字意思是“客厅”，而顾名思义，

来到这间酒吧，就能让你瞬间找到回到家中客厅的感觉。白天可以在这

里享受咖啡，而晚上便摇身一变成为拥挤的酒吧。

地址：Lettestraße 6, 10437 Berlin
网址：http://www.wohnzimmer-bar.de/ 

SO36 俱乐部

一间具有悠久历史的俱乐部，经常举办各种主题音乐会或同性恋派对等。

地址： Oranienstraße 190, 10999 Berlin
联系方式： +49-30-61401306

到 达 交 通： 公 交 车 M29 路 Heinrichplatz 站 或 140 路 Adalbertstr 

/ Oranienstr 站。 地 铁 U1 或 U8 线 Kottbusser Tor 站 或 U1 线

Görlitzer Bahnhof 站。

线路推荐Tours

暴走柏林一日游

线路设计

波茨坦广场—国会大厦—勃兰登堡门—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菩提树

下大街—博物馆岛—柏林大教堂

线路详情

如果您在柏林的安排只有一天，那么可以将几处柏林的必到之处连接在

一起，暴走柏林。早起到达波茨坦广场，这里是柏林繁华的代表，在这

里可找到几处柏林墙的遗迹。之后到国会大厦，登上它的玻璃顶，能俯

瞰柏林的景色。参观完国会大厦，可游览柏林的标志——坐落在巴黎广

场上的勃兰登堡门。接着可到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一座座纪念碑

中穿行，感悟战争带给人类的伤痛。沿着菩提树下大街一路向东，可经

过洪堡大学、德国历史博物馆等。中午可选择在弗里德里希大街附近用

午餐，或选择柏林很流行的快餐咖喱肠和土耳其 Kebab。

下午如果时间充足，可到宪兵广场参观一下法国大教堂和德国大教堂。

接着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向东，到达博物馆岛。有五座博物馆坐落于博物

馆岛上，对于时间并不充足的游客，可选择参观佩加蒙博物馆，用时两

小时左右。然后到宏伟的柏林大教堂参观。暴走一天后，晚餐可坐下来

品尝柏林传统的猪肘套餐，慰劳一下自已。

柏林公交二日游

线路设计

100 路和 200 路公交车是游览柏林经济和方便的选择，还可以节省时间。

建议可以一天乘坐公交车游览东区，另一天游览西区。 

线路详情

D1： 100 路公交车从蒂尔加滕附近的动物园火车站出发，终点为亚历

山大广场，沿途可经过威廉大帝纪念教堂、蒂尔加滕公园、国会大厦、

勃兰登堡门和菩提树下大街等景点。

D2：从波茨坦广场出发，乘坐 200 路公交车，到达动物园站，游览柏林

动物园。之后步行到柏林著名的购物大街选帝侯大街。可以到其最东头

的卡迪威百货大楼（KaDeWe）的六层美食厅享受午餐。下午可去德国

现存最大的宫殿 -- 参观夏洛滕堡宫参观。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柏林有两个机场，舍讷费尔德机场和泰戈尔机场。这两个机场均有公共

交通与柏林市中心相连，交通十分便利。目前乘坐海南航空公司的飞机

可从北京出发直飞柏林，用时约 10 小时左右。另外从上海、广州、深圳

等城市乘坐荷兰皇家航空、德国汉莎航空、法国航空、俄罗斯航空、东

方航空或中国国际航空等公司的航班至柏林需中途中转，再停靠于柏林

泰戈尔机场，全程需 15-30 小时不等。

关于柏林机场的信息可以在 http://www.berlin-airport.de/ 网站上查询

泰戈尔机场

泰戈尔机场 （Flughafen Tegel 机场代码 TXL），位于柏林西北部，距

离市中心仅 8 公里。从中国国内出发的航班多停靠泰戈尔机场。

机场交通

机场巴士：

1、TXL 机 场 快 线： 路 线 Alexanderplatz（ 大 多 数 地 铁 都 到） ——

Brandenburger Tor（U55 和 S1、2） ——Hauptbahnhof（U55

和 RE3、4、5、7、9 号 线 ） ——Beusselstraße（S41、42） ——

Flughafen Tegel( 机场 )

2、X9 机 场 快 线： 路 线 Zoologischer Garten（U9 和 S7、5） ——

Jungfernheide（S41、42 和 U7）——Flughafen Tegel( 机场 )

公交车：

128 路： 路 线 Osloer Straße（U8、9） ——Franz-Neumann-Platz

（U8） —— Kurt-Schumacher-Platz（U6） —— 机 场 ( Flughafen 

Tegel)

109 路：Zoologischer Garten（U9 和 S7、5）——Jungfernheide（U7

和 S41、42）—— Jakob-Kaiser-Platz（U7）——机场 ( Flughafen 

Tegel)

具体班车信息可以在 http://www.vbb.de/en 网站上查询

出租车：

从泰格尔机场乘坐出租车往返柏林市区约 20 欧元。

舍讷费尔德机场

舍讷费尔德机场 （Flughafen Schönefeld 机场代码 SXF）位于柏林东

南部，距离市中心约 18 公里。目前停靠欧洲各国来往德国的飞机较多，

廉价航空公司 Ryanair、Easyjet 等多停靠此机场。

机场交通

城铁：S9、S45 号线可以到达机场

火车：RE7、RB14、RB19、RB22 从柏林中央车站到机场大约用时

30 分钟，大约每小时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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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

163 路： 路 线 S Schöneweide  - S Adlershof  - S Grünau  - 

Flughafen Schönefeld

164 路： 路 线 S Kaulsdorf  - S Köpenick  - S Adlershof  - 

Flughafen Schönefeld

171 路： 路 线 U Hermannplatz  - U Rudow  - Flughafen 

Schönefeld

734 路： 路 线 S Zeuthen  - Waltersdorf  - Flughafen Berlin 

Schönefeld

735 路： 路 线 S Königs Wusterhausen  - Schulzendorf  - 

Waltersdorf  - Flughafen Berlin Schönefeld

736 路： 路 线 S Königs Wusterhausen  - Schulzendorf  - 

Waltersdorf  -  Flughafen Berlin Schönefeld

机场快线

X7：路线 U Rudow  - Flughafen Schönefeld

SXF 2 ：路线 (Sondertarif) Potsdam Hbf  - Flughafen Schönefeld  

夜线：

N7： 路 线 S+U Spandau  - U Jakob-Kaiser-Platz  - U 

Hermannplatz  - U Rudow  - Flughafen Schönefeld

N60：路线 S Adlershof  - Flughafen Schönefeld

（"S" 代表城铁站，"U" 代表地铁站）

具体班车信息可以在 http://www.vbb.de/en 网站上查询

火车

德国拥有非常便捷的铁路系统。柏林有通往德国境内及欧洲各国家的火

车线路。DB 德国联邦铁路局（www.bahn.com）可提供网络提前售票。

国内线路中从柏林乘火车至慕尼黑需六小时，至科隆需四小时二十分，

法兰克福四个半小时左右。到其他国家的铁路线路，柏林至布拉格四小

时三十分左右，巴黎九小时，阿姆斯特丹六小时。

柏林的主火车站建成于 2006 年德国足球世界杯开始前夕，有通往欧洲

各地和柏林各处的各式快轨列车，如：通往德国各地的高速城市列车 ICE

和普通列车 Intercity、通往欧洲其它国家的列车 Eurocity、通往柏林周

边地区的区域火车 Regional Express，以及通往柏林市区各处的轻轨列

车。火车站分上下五层，地上最顶层（三层）为东西向火车和轻轨的站台，

地下最底层（地下二层）为南北向火车的站台。在一层的入口大厅的两

侧有信息台可以查询信息。

柏林主火车站内有众多商店，时装、书店、食品和日用品一应俱全。这

些商店每天从早晨 8 点至晚上 10 点营业，周末也不休息，是您购物的

好去处。此外，您还可以在火车站区域内无线上网。

长途汽车

柏林的长途汽车站（ZOB）位于柏林的西侧，乘坐地铁在 Kaiserdamm

或城铁 Messe Nord/ICC 站即可到达。柏林的主要长途汽车承运公司是

Berlin Linien Bus（https://www.berlinlinienbus.de/ ），有通往国

内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等城市，以及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

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的长途汽车。

自驾车

现在越来越多的旅行者选择租车出行，主要原因是租车的方便和实用。

一般租车可选择 Europcar、Hertz、AVIS、Easycar 等大公司，品牌

信誉好，车况也可以保证。另外在德国也推荐 Budget（http://www.

budget.de）及 Sixt（http://www.sixt.de）两家口碑较好的德国租车

公司。

租车公司一般在机场及火车站设有柜台，可以现场办理租车手续。推荐

在网上预约租车，不仅价格便宜，且不限制公里数。另外取车地点不同，

租车的价格也会不同，所以尽量选择在预定地点取车，在机场及火车站

价格会相应提高。中国机动车驾驶证在德国的使用说明，请见本攻略实

用信息。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德国的出租车一般并不是招手即停，而是在火车站、景点或购物中心附

近专门的等候点等候。在您入住的酒店也可要求前台帮忙预订出租车。

费用：起步价为 3.2 欧，7 公里以内每公里 1.65 欧，超过 7 公里后每公

里 1.28 欧，大件行李每件加收 1 欧元。（用信用卡付费的话需要多付 1.5

欧元的附加费。附上 5%-10% 的小费比较合适）

叫车电话：+49-30-202020 或 +49-30-210202

网站：http://www.taxi-berlin.de/ 或 http://www.taxi-in-berlin.de/ 

公共交通

柏林市内有非常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由地铁（U-Bahn）、公交车、有

轨电车（Tram）、城铁（S-Bahn）组成的公共交通网覆盖了市区各处。

这几种交通工具使用统一的车票，游客们喜爱的各类景点，一般都可以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所以乘坐公共交通出游会是您柏林观光的最佳

选择。

在乘车时，一般不会见到售票人员，乘客在自动售票机或站台窗口买好

票后，请注意要在上地铁、城铁或公共汽车前在打票机上打票，以使票

生效。若没有买票被发现，会被罚款 40 欧元。

AB 区 BC 区 ABC 区
单程 2.6 欧 2.9 欧 3.2 欧
四次票 8.8 欧
1 日票 6.7 欧 7.0 欧 7.2 欧
7 日票 28.8 欧 29.7 欧 35.6 欧
小型团体票 16.20 欧 16.70 欧
月票 78 欧 79.5 欧 97 欧

小型团体：不少于 5 个人

（AB 区是指柏林市区，而 ABC 区则将紧邻柏林的波茨坦也纳入其中。柏

林的泰戈尔机场位于AB区内，舍讷费尔德国际机场则属于ABC区的范畴。

如果您买了 ABC 区的卡，还可以免费再带上 3 个 15 岁以下的儿童同行。）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法兰克福，全名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以区别

于德国东部城市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法兰

克福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金融、交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展览

城市之一，举办展览会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早在中世纪就发展成为德国

http://www.vbb.de/en
http://www.budget.de
http://www.budget.de
http://www.six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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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货商场，并带动了当地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法兰克福，这

个商业和文化的动感之都，传统和现代，商业和文化，动感和宁静，从

来没有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座城市。

光远  法兰克福的街道既古老又现代，一方面金融区的高楼林立，展示着

现代的气息，另一方面老城又是那样古朴和自然，有时两种风景会在一个

画面同时出现而显出反差。可能这就是法兰克福的特色。爬上古老的大铁

桥，美因河映入眼帘，清澈的河水静静流淌着，与两旁的民居、高耸的教

堂相映衬，天鹅在河水中戏水，游轮在水中穿梭，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与美丽。

雯子  欧元标志

Sights景点
法兰克福的景点不多，大多数集中在罗马广场附近和美因河南岸的博物

馆区附近，1 天时间基本可以游遍主要景点。

法兰克福大教堂 Frankfurt Dom

法 兰 克 福 大 教 堂 全 名 圣 巴 尔 多 禄 茂 主 教 座 堂（Kaiserdom St. 

Bartholomäus），是德国城市法兰克福最重要的教堂。教堂为哥特风格，

始建于 14 世纪。经历 17 世纪的大火和二战时的轰炸，教堂多次受损和

重建。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们在此选举并加冕，使得它成为神圣罗马

帝国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在教堂的宝库内陈列有大主教们在加冕典礼时

所穿的华丽衣袍。

地址：Domplatz 14,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dom-frankfurt.de/

开放时间：4 月 1 日 -10 月 31 日 9:00-18:00；11 月 1 日 -3 月 31 日

10:00-17:00

联系方式：+49-69-2970320

到达交通：地铁 U4、U5 线 Dom/Römer 站

圣保罗教堂 Paulskirche

圣保罗教堂位于罗马广场附近，是法兰克福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教

堂始建于 1270 年， 1848 年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在

这里召开，并诞生了德国第一部统一宪法，从那时开始，它就成为德国

统一和民主的象征。因此圣保罗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也用于许多

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

地址：Paulsplatz 11,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费用：无

开放时间：10:00-17:00

联系方式：+49-69-21238526

到达交通：有轨电车 11、12 路 Römer/Paulskirch 站或地铁 U4、U5 线

Dom/Römer 站

罗马贝格广场 Römerberg
罗马贝格广场是法兰克福老城的中心，广场的名字来源于广场西面叫罗

马厅（Römer）的 3 座连体楼房。这 3 座楼房为哥特式建筑，楼顶呈人

字型，现今作为法兰克福的市政厅。广场中间面向市政厅的喷泉雕塑为

正义女神，她手持着象征公正的天平。圣诞节期间，罗马广场是法兰克

福圣诞市场所在地。

打死也不说 罗马厅

地址：Römerberg,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费用：无

到达交通：地铁 U4、U5 线 Dom/Römer 站

歌德故居 Goethe-Haus

歌德故居是歌德从出生（公元 1749 年）到进入大学（公元 1765 年）

居住的房子。故居的建筑二战时曾受战火的破坏，经重建后成为现在的

博物馆，公开让各界人士参观。4 楼歌德的书房，名为“诗人坊”，是完

成《浮士德》及《少年维特的烦恼》等著名作品初稿的地方。在歌德故

居旁边的是歌德博物馆，展出肖像画及他亲笔撰写的文章等。

地址：Großer Hirschgraben 23-25,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费用：成人 7 欧，学生 3 欧，11 人以上团队 5 欧，家庭票 10 欧（至多

2 名成人）

网址：http://www.goethehaus-frankfurt.de/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 10:00-18:00；周日及公共假日 10:00-17:30

联系方式：+49-69-138800

博物馆区 Museumsufer

法兰克福博物馆区地处法兰克福市萨克森豪森区，位于爱塞尔纳铁桥

（Eiserner Steg）与和平桥（Friedensbrücke）之间，是法兰克福的

艺术与文化区。这里集中了多个不同类型的知名博物馆，是德国乃至整

个欧洲最重要的博物馆景区所在地之一。博物馆区同样也是各种文化活

http://www.mafengwo.cn/i/1093304.html%20%0D
http://www.mafengwo.cn/i/932132.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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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举办场所，如在每年 8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这里举行的博物馆河岸节、

每年春天举办的“博物馆之夜”等。其中重展馆有：展出中世纪至现代

西洋绘画作品的国家艺术学院即施特德尔美术馆、收藏了不同时代的雕

塑作品的古代雕塑博物馆、展示通信历史的德国邮政博物馆和德国六大

工艺美术馆之一的应用艺术博物馆等。

网址：http://www.museumsufer-frankfurt.de/

费用：购买博物馆通票可在连续 2 日内免费参观法兰克福 34 间博物馆。

成人 18 欧，6-18 岁儿童和学生 10 欧，家庭票 28 欧（两位成人和 18

岁以下儿童）

到达交通：地铁 Schweizer Platz 站

住宿Sleep
法兰克福的住宿业很发达，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背包旅游，法兰克福都

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但在展会期间几乎所有酒店都会价格上涨，

若会展期间到访法兰克福，一定要提前预订房间。

青年旅舍

如果你是一个背包客，那么在中央火车站及其东北部附近，你能找到众

多廉价的旅馆。也可在 Poststrasse 街、Dusseldorferstrasse 街和

Baseler Strasse 街沿线找到体面漂亮的酒店。

Haus der Jugend

位于美因河畔，出门即可欣赏美丽的风景。拥有超过 400 个床位，从

10 人间至单人间，可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

地址：Deutschherrnufer 12, 60594 Frankfurt

网址：http://www.jugendherberge-frankfurt.de/

联系方式：+49-69-6100150

参考价格：多人间床位 18-28 欧，双人间 65 欧 ，包含早餐

Frankfurt Hostel

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著名的 Kaiserstrasse 路上，对面即是中央火车站。

旅店距离饭店、电影院、商店、剧院和歌剧院仅几分钟的步行路程，地铁、

轻轨的入口和公交车的车站就位于旅店前方。

地址：Kaiserstrasse 74,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frankfurt-hostel.com/

联系方式：+49-69-2475130

到达交通：地铁 U4、U5 线 Frankfurt Hauptbahnhof 站

参考价格：多人间床位 19-24 欧，单人间 44 欧

Five Element Hostel

步行至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只需 5 分钟。旅舍设施完备，房间干净整齐。

地址： Moselstraße 40,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5elementshostel.de/

联系方式：+49-69-24005885

到达交通：地铁 U4、U5 线 Frankfurt Hauptbahnhof 站

家庭旅馆

法兰克福也有很多家庭风格的旅馆，环境舒适，性价比也很高。推荐位

于市中心的 Hotel am Dom 酒店，距离大教堂和采尔大街都很近，很受

欢迎。

Hotel am Dom

旅馆位于法兰克福的市中心，距离大教堂很近，步行至 Zeil 购物街只需

2 分钟。服务很全面，带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

地址：Kannengiessergasse 3,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hotelamdom.de/

联系方式：+49-69-282141

参考价格：单人间 90 欧左右，双人间 100-130 欧

Hotel Adler

位于市中心，设施齐全，既能满足商务人士的需求，又能很好地服务于

游客。

地址：Niddastraße 65 •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hotel-adler-frankfurt.de/

联系方式：+49-69-50504380

参考价格：单人间 39-65 欧，双人间 72 欧

奢华之选

Steigenberger Frankfurter Hof

五星级酒店，典雅的客房，拥有传统设计。位置极其便利，地铁站就在

酒店外，步行即可至中央火车站和大部分的老城景点。

地址：Am Kaiserplatz,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steigenberger.com/en/frankfurt

到达交通：地铁 Willy-Brandt-Platz 站

参考价格：高级客房 200-270 欧，奢华客房 255-300 欧

Falk Suite Hotel

这家四星级酒店位于法兰克福中部，提供自炊式住宿。享有便利的交通

设施，距离 Zeil 购物区和金融区有 10 分钟的步行路程。

地址：Fellnerstrasse 3, 60322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suite-hotel-falk.de/

联系方式：+49-69-50500050

参考价格：双人套房 125-150 欧，三人套房 200-220 欧

餐饮Eat
法兰克福的餐厅众多，饕餮胡同上聚集了法兰克福最多的餐厅，无论是

游客还是商旅人士都可以在此找到适合自己的餐厅。而最具特色的啤酒

屋聚集在萨克森豪森附近。除了德国的各种啤酒外，还推荐尝尝法兰克

福的当地特色苹果酒。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4欧洲系列

Cloudy 焦小姐  很多人推荐的苹果酒

Das Wirtshaus

饕餮胡同附近的德国传统餐厅，推荐当地特色法兰克福香肠和法兰克福

排骨配酸菜。

地址：Große Bockenheimer Straße 29, D-60313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wirtshaus-frankfurt.de/

营业时间：11:00-24:00

联系方式：+49-69-284399

Affentor-Schänke
法兰克福的著名餐厅，很受游客和当地人的欢迎。法兰克福香肠是这里

的必点菜，配上法兰克福的苹果酒，绝对是美好的一餐。

地址：Neuer Wall 9, D-60594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affentor-schaenke.com/

营业时间：11:30-24:00

联系方式：+49-69-627575

参考价格：主菜 9-15 欧，啤酒 0.5L 约 3.5 欧

Cloudy 焦小姐  法兰克福美食

Ristorante Garibaldi

非常受欢迎的意大利餐厅，位于饕餮胡同附近，有传统的意大利菜肴和

创新菜式。

地址：Kleine Hochstraße 4, 60313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garibaldi-frankfurt.de/

联系方式：+49-69-21997644

参考价格：主菜 12-20 欧，披萨 7-12 欧

Zum Gemalten Haus

法兰克福最著名的酒馆之一，出售最正宗的苹果酒。五彩缤纷的外观和

室内悬挂的画使其在附近的酒馆中脱颖而出。同时这里也是品尝当地特

色食品最好的地方之一。

地址：Schweizer Strasse 67 , 60594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zumgemaltenhaus.de/

营业时间：11:00-24:00

联系方式：+49-69-614559

参考价格：主菜 6-12 欧

Wagner

同样是出售苹果酒的正宗德国餐厅，很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经常需

要等位。

地址：Schweizer Straße 71, D-60594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apfelwein-wagner.com/

营业时间：11:00-24:00

联系方式： +49-69-612565

参考价格：前菜 3-7 欧，主菜 8-15 欧

购物Shopping

法兰克福的购物地主要集中在歌德大街（Goethestraße）和采尔大街

（Zeil）附近。歌德大街西起歌剧广场（Opernplatz），东至证券所街

（Börsenstraße），与饕餮胡同平行。这里汇聚 20 多家全球顶级品牌专

卖店，是德国著名奢侈品一条街，已经有数百年历史。采尔大街（Zeil）

是法兰克福著名的购物步行街，汇集了各类商品专营店，品种繁多，应

有尽有。采尔大街上还有一家全欧洲最大的道格拉斯 (Douglas)。

My Zeil

MyZeil 的设计风格让人印象深刻。它是法兰克福最现代的综合性购物中

心，集购物中心、电影院、健身中心、酒店等于一身。

地址：Zeil 106, 60313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myzeil.de/

联系方式：+49-69-29723970

Zeilgalerie

位于采尔大街的大型百货公司，拥有众多的专卖店和餐厅，出售服饰、

化妆品、家具等多种品类的商品。

地址：Zeil 112-114, 60313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zeilgalerie.de/ 

http://www.mafengwo.cn/i/1292441.html%20%0D
http://www.mafengwo.cn/i/1292441.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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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10:00-20:00

联系方式：+49-69-9207340

道格拉斯 Douglas

道格拉斯是德国最大的化妆品牌之一，在德国所有大中型城市的主要购

物街上都有一家 Douglas，其网点主要销售大牌香水、化妆品、护肤品

和护发用品。

地址：Zeil 98-102, 60313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s://www.douglas.de/douglas/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四 10:00-20:00；周五 - 周六 10:00-21:00

娱乐Entertainment
法兰克福的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歌剧院上演正统高雅的古典音乐，

而美因河南岸的萨克森豪森则是餐厅、酒吧、夜总会聚集地，在这里喝

杯法兰克福苹果酒，一定是劳累一天后最好的放松。

剧场演出

老歌剧院 Alte Oper

老歌剧院是法兰克福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于 1880 年落成，是巴黎歌剧

院的复制品。歌剧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乎全部被毁。后经过重建，

外观保留了其古希腊风格，而内部装饰和设施却华丽现代。老歌剧院上

演高质量的古典音乐和歌剧，具体演出和票务可登陆网站查询。可网络

和电话销售，售票厅在演出开始前 1 小时售票。

地址：Opernplatz, 60313 Frankfurt

网址：http://www.alteoper.de/

联系方式：+49-69-13400

到达交通：地铁 U6、U7 线 Alte Oper 站

英语剧院 English Theatre

创立于 1979 年，是欧洲大陆最大的用英文表演的剧院，上演各类戏剧

和歌剧，也可提前在网站购票。

地址：Gallusanlage 7,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english-theatre.org/

联系方式：+49-69-24231620

到达交通：地铁 Willy-Brandt-Platz 站

酒吧

法兰克福聚集了众多风格各异的餐厅、酒吧和夜总会。最有特色的要数

啤酒屋了。传统的德国啤酒屋除了可以喝到正宗的啤酒和苹果酒外，同

时还可以品尝到传统的德国菜。无论是参加会展工作了一天，还是在法

兰克福游览后，到啤酒屋吃一顿饭或喝上一杯，都是劳累了一天的最好

放松。

Dauth-Schneider

位于萨克森豪森的一间传统的德国式啤酒屋，气氛活泼轻松，还提供传

统的德国菜。

地址：Neuer Wall 5-7, 60594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www.dauth-schneider.de/

营业时间：11:30-24:00

联系方式：+49-69-613533

Hoppla

德国乡村风格的酒吧，每晚都很热闹。很受当地人欢迎。

地址： Große Rittergasse 81, 60594 Frankfurt am Main
联系方式：+49-69-621723

营业时间：12:00-2:00

线路推荐Tours

法兰克福经典一日游

线路设计

法兰克福大教堂 -- 罗马广场 -- 圣保罗教堂 -- 采尔大街、歌德大街 -- 博物

馆区 -- 萨克森豪

线路详情

法兰克福作为欧洲的航空枢纽，多数游客都将法兰克福作为进入欧洲的

首选地。法兰克福的游览胜地不多，1 天时间即可轻松游览。

上午从法兰克福最主要的建筑法兰克福大教堂开始游览，接着至罗马广

场。参观完后向北至采尔大街、歌德大街感受热闹的购物街区。下午可

至博物馆区参观几处博物馆。晚餐一定要到萨克森豪（Sachsenhausen）

附近的餐厅，品尝正宗的法兰克福苹果酒，Affentor-Schänke 和 Wagner

都是不错的选择。

Lucifer 同学  美因河畔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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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Flughafen Frankfurt am Main，机场代码 FRA）

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以南，距离市区 12 公里，是德国第一和欧洲第三大

机场。机场是德国汉莎航空的枢纽机场，旅客进入欧洲的门户之一。机

场交通便利，设施完善，并且拥有众多的免税商店、餐厅和酒吧等。机

场网址：http://www.frankfurt-airport.com/

机场共有两座航站楼。从中国出发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德国汉莎航空、

俄罗斯航空、卡塔尔航空等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法兰克福，航班停靠于

1 号航站楼；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国泰航空、荷兰皇家航空、法国航空、

芬兰航空的航班前往法兰克福，航班停靠于 2 号航站楼。两座航站楼之

间通过免费的机场巴士和高架轻轨列车（Skyline）连接。

机场交通

火车：法兰克福机场长途车站有发往德国各大城市或其他欧洲国家的长

途火车，而短途火车站有城市快轨（S-bahn）至中央火车站或其他当地

车站的列车。也可先搭乘城市快车至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转车至其他城

市。从机场至中央火车站用时 11 分钟，单程票 12 欧。

出租车：1 号、2 号航站楼门口均有出租车停靠点，乘坐出租车至法兰克

福市中心用时约 20-30 分钟，费用约 25-30 欧。

公共汽车：

法兰克福机场与周边城市有很多大巴线路连接，乘车站台在 1 号航站楼

到达层前的 14-24 号站台或者 2 号航站楼 E 区 2 层的 8 号出口（具体

站点可参考官网）；除此之外，汉莎航空公司还提供机场专线前往海德

堡 (Heideburg)、曼海姆 (Mainheim) 和斯特拉斯堡 (Straöeburg)（可

在汉莎航空公司或在司机处购买车票），乘车地点在 1 号航站楼到达层

B 西区。

法兰克福 Hahn 机场

法兰克福 Hahn 机场（Frankfurt Hahn Airport，机场代码 HHN）

位于法兰克福市区以西约 110 公里，为一座廉价航空的机场，主要有

Ryanair、SunExpress 和 Wizz 三家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在这里起降。

机场网址：http://www.hahn-airport.de/

机场交通

在 Hahn 机场 B 座门前站台有发往法兰克福市中心的机场巴士。巴士从

机场出发，经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停靠于 2 号航站楼）至市区，停靠于

中央火车站以南的 Mannheimer Street。全程需 1 小时 45 分。票价单

程 14 欧，往返 20 欧。

火车

法 兰 克 福 市 区 内 有 两 座 主 要 的 火 车 站， 分 别 为 中 央 火 车 站

Hauptbahnhof 和南火车站 Südbahnhof。中央火车站是欧洲最大和最

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有发往德国各城市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火车。乘火车

从法兰克福至慕尼黑需 3 小时 30 分，至柏林约 4 小时，至科隆约 1 小

时 30 分，海德堡 1 小时。

长途汽车

法兰克福长途汽车站位于中央火车站以南的 Mannheimer 街上。主要有

开往德国各城市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长途汽车。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德

国的主要城际巴士线路由 Eurolines 公司承运，具体的线路和价格可登

陆网站 http://www.eurolines.de/ 查询。另外在德国也可以选择 Berlin 

Linien Bus （https://www.berlinlinienbus.de/）提供的很多德国境内

线路。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法兰克福的出租车起步价为 2.75 欧，每公里价格为 1.65 欧。在机场、

火车站、汽车站和主要景点都有出租车等候区。也可拨打叫车电话 +49-

69-230001 或者 +49-69-20304

公共交通

法兰克福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出行很便捷。市区主要以地铁（U-Bahn）、

城际快轨（S-Bahn）、有轨电车（Tram）及巴士为主要公共交通工具。

地铁和城际快轨

法兰克福有 8 条地铁线，乘坐地铁可以非常方便地游览市区。运行时间

从凌晨 4 点一直到次日凌晨 1:30，地铁站的信息牌上会清楚标注下一班

车的到达时间。

城际快轨主要负责法兰克福与周边城市的连接，如美因茨 (Mainz)、

达 姆 (Darmstadt) 和 维 斯 巴 登 (Wiesbaden) 等 等， 所 有 的 城 铁 路

线 都 经 过 法 兰 克 福 中 央 火 车 站 (Hauptbahnhof)、Hauptwache 和

Konstablerwache，运行时间为 4:00- 次日 1:00。

法兰克福的交通通用车票，分为两个 50 区 (Frankfurt 5) 和 5090

区 (Frankfurt&Airport)，50 区 又 分 出 短 程 票；50 区 内 单 程 票

(Einzelfahrkarte) 为

2.6 欧，短途票 (Kurzstreckekarte) 为 1.6 欧，在市内乘坐两次以上地

铁建议购买天票，50 区内天票为 6.8 欧，Frankfurt&Airport 区为 8.85

欧；另有 5 人天票 50 区内为 10.5 欧，Frankfurt&Airport 区为 15.8 欧。

具体票价可参考官网：http://www.rmv.de/

法兰克福卡（Frankfurt Card）可免费乘坐法兰克福市内和到飞机场的

公共交通工具，并在博物馆、动物园等众多景点享受优惠票价。法兰克

福一日卡 9.2 欧元，两日卡 13.5 欧。

观光车

红色观光巴士 City Sightseeing bus 是可以快速、全面的游览法兰

克福的好选择，车上配备有中文解说设备，行驶全程约一小时，中途

会停靠法兰克福大教堂、博物馆岛、歌德故居、中央火车站、老歌剧

院等 16 个站，游客可在某站下车游览后，再次乘车继续行程。每天上

午 10:00 在圣保罗教堂的公交车站出发，每半小时一班，最后一班在

17:00 发车。成人票价 16.9 欧，5-15 岁儿童票价 7.9 欧，两位成人

带至多 3 位儿童的家庭票 39.9 欧。车票可以在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的

游客信息中心或罗马贝格广场的游客信息中心买到，也可以在乘车前在

司机处购买。

网址：http://www.citysightseeing-frankfurt.com/

http://www.citysightseeing-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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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  Köln
莱茵河畔的科隆市是德国第四大城市，莱茵地区经济文化和历史中心。

这是一座古老而优雅的城市，也是一座现代化气息极强的大都市。公元

前罗马人就在此建立城市，中世纪时又迎来空前的发展。科隆城市内胜

迹众多，风景优美，而最著名的大教堂是科隆当之无愧的一块瑰宝。

Aires  科隆的狂欢节极具盛名，理应是个奔放热情的城市，但恰恰相反，

它有着传统的德国式风情。耸入天穹的哥特式大教堂让科隆染上了厚重

的宗教色彩，而作为古龙水发源地又凭空让这个应该严谨的城市变得浪

漫起来，而那仿佛在路上都可以闻到的巧克力香气让这座城市霎时间活

泼起来了。这个风情万种，姿态千变的城市如何不让人着迷？

Sights景点
科隆的景点大部分集中在中央火车站和大教堂周围，步行即可参观主要

的几座教堂和博物馆。一般旅行者在科隆只停留一日，但若时间充足，

可留一天时间参观下位于科隆附近的世界文化遗产布吕尔。

科隆大教堂 Kölner Dom
科隆的标志性建筑物科隆大教堂位于市中心，是一座天主教主教座堂，

也是哥特式宗教建筑的艺术典范，1996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除了有

重要的建筑和艺术价值外，它还是欧洲基督教权威的象征。大教堂共修

建了 600 余年，至今仍在不断修复。

大教堂规模浩大，高塔直向苍穹，象征人与上帝沟通的渴望。教堂内收

藏着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和文物，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张大教堂的设计图纸。

教堂镀金的圣龛内存放有东方三博士的遗骨，这也使得科隆成为一个重

要的朝圣地。

费用：教堂参观免费；塔楼成人 4 欧，学生 2 欧；珍宝馆 6 欧，学生 3 欧；

塔楼和珍宝馆联票 8 欧，学生 4 欧

网址：http://www.koelner-dom.de/ 

开放时间：教堂：11 月 -4 月 6:00-19:30；5 月 -10 月 6:00-21:00

塔 楼：1 月、2 月 9:00-16:00；3 月、4 月 9:00-17:00；5 月 -9 月

9:00-18:00；10 月 9:00-17:00；11 月、12 月 9:00-16:00

珍宝室：10:00-18:00

用时参考：1-2 小时

漂流的心  仰视科隆大教堂，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双塔直直地伸入天空，

与所有其他哥特大教堂一样，科隆大教堂巨大的石头身体在地上伸展开，

又有双塔做出了振翅高飞的姿态。复杂繁多的墙壁装饰则吸附在教堂外

壁上，更加凸显了教堂高耸的身姿。

巧克力博物馆 Schokoladenmuseum

巧克力博物馆的展示分为两个大类，第一部分展示了巧克力的发展历程，

以及可可的种植过程和早期制作巧克力所用的设备；第二部分是一座小型

巧克力加工厂，全面展示了用现代化工艺生产巧克力的过程。在这里游客

可以了解到巧克力的制作方法，还可以品尝到巧克力喷泉的甜蜜巧克力。

地址：Am Schokoladenmuseum 1A, 60578 Köln
费用：成人 9 欧，学生、65 岁以上老人 6.5 欧

网址：http://www.schokoladenmuseum.de/ 

开放时间：周二 - 周五 10:00-18:00；周六、周日及公众假期 11:00-

19:00，周一闭馆

联系方式：+49-221-9318880

用时参考：2-3 小时

雯子  门口的巧克力喷泉简直太赞了，比比利时的还可爱、还好吃。参观

了巧克力的制作过程，才发现每块巧克力加工成型都是如此神奇，原来

各式各样的巧克力都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路德维希博物馆 Museum Ludwig

路德维希博物馆位于科隆大教堂附近，是一个现当代艺术胜地，较全面

地收藏了 20 世纪后现代各个类型的艺术作品。它也是除了巴黎毕加索博

物馆和西班牙毕加索博物馆外，收集毕加索作品最多的博物馆。同一幢

建筑里的摄影博物馆（Agfa-Foto-Historama），收集了前一个半世纪

以来的摄影作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图片和照相机博物馆，是

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

地址：Heinrich-Böll-Platz, 50667 Köln
费用：成人 14 欧，优惠票价 9 欧，14 岁以下儿童及学生免费；每天

17:00-18:00 成人 9 欧，优惠票价 6 欧

网址：http://www.museum-ludwig.de/ 

开 放 时 间： 周 二 - 周 日 10:00-18:00， 每 月 的 第 一 个 周 四 10:00-

22:00，周一闭馆

联系方式：+49-221-22126165

霍亨索伦桥 Hohenzollernbrücke

霍亨索伦桥始建于 1907 年，横跨莱茵河，是德国和欧洲铁路网最重要

的枢纽之一。桥由 3 座平行的铁路桥组成，并设有人行路和自行车路。

2008 年桥上刮起的浪漫风潮，让霍亨索伦桥慢慢被爱情锁覆盖，也因此

这里现在成为了科隆热门的地点。

白衣小黑酱  走在霍亨索伦桥上，一边欣赏莱茵河畔的风景，一边猜测那

些锁上的爱情故事，别有一番趣味。

风清扬  科隆横跨莱茵河上的大桥 Hohenzollern

大圣马丁教堂 Groß St. Martin
坐落于莱茵河畔的大圣马丁教堂为罗马天主教教堂。早在公元 1 世纪，

这里就曾兴建教堂，至 15 世纪已经有了今日的雏形。经过灾害与战火，

建筑基本被毁，今天所见为 19 世纪修复的结果。除建筑物外观被修复外，

建筑物内部的装潢也保留其旧时斑驳的样貌，地下墓室仍旧保留着 1 世

纪至 2 世纪罗马时期建筑的遗址。

http://www.mafengwo.cn/i/919138.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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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尔 Brühl

布吕尔这座小城位于科隆和波恩中间，拥有最美丽的居住区，整个地

区在 1984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布吕尔最

著名的是建于 18 世纪的巴洛克式城堡宫殿奥古斯图斯堡宫（Schloss 

Augustusburg）。奥古斯图斯堡宫是洛可可建筑艺术的杰作，整座宫

殿优雅精致，精湛的建筑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地址：Schloßstraße 6, 50321 Brühl
费用（奥古斯图斯堡宫）：成人 8 欧，学生 5 欧

网址：http://www.schlossbruehl.de/Schloss_Augustusburg 

开 放 时 间（ 奥 古 斯 图 斯 堡 宫）： 周 二 - 周 五 9:00-12:00，13:30-

16:00；周六、周日 10:00-17:00；周一关闭，12 月、1 日关闭

到达交通：从科隆火车站乘车至布吕尔，用时约 30 分钟

小虫子 ADADADA  布吕尔小城是整个科隆之行最精彩的部分。远离了

城市和旅游景点的喧嚣，小城几乎没有什么游客，街上只是当地人在漫步。

奥古斯图斯堡宫内极其奢华，但不允许拍照，宫殿外面的花园也是十分

别致。

住宿Sleep
科隆旅游业很发达，配套住宿也比较齐全，数量繁多，能适应不同游客

的需要。无论是莱茵河附近的高级酒店还是市中心普通宾馆，还是郊区

的个性旅馆，想必总有一款让你满意。

Station Hostel for Backpackers

位于科隆的正中心，不论是科隆大教堂、博物馆还是购物街都近在咫尺，

是在科隆住宿的最佳选择。

地址：Marzellenstrasse 44-56, 50668 Köln
网址：http://www.hostel-cologne.de/ 

联系方式：+49-221-9125301

参考价格：4 人间床位 18-22 欧，双人间每间 60 欧，早餐 5 欧

MEININGER Cologne City Center

位于科隆的学生区，附近有很多餐厅和商店。酒店的风格简单明快，房

间干净宽敞，还提供免费的无限网络。

地址：Engelbertstraße 33-35  50674 Köln
网址：http://www.meininger-hotels.com/en/hotels/cologne/ 

联系方式：+49-221-99760965

参考价格：床位 15-22 欧，单人间 45 欧，自助早餐 5.9 欧

Hotel Engelbertz

家庭式酒店，房间干净整齐。步行即可到达科隆大教堂、科隆主火车站

及老城区。

地址：Obensmarspforten 1–3, 50667 Köln
网址：http://hotel-engelbertz.de/ 

联系方式：+49-221-2578994

参考价格：单人间 49 欧，双人间 68 欧，三人间 88 欧

Hilton Cologne Hotel

位于科隆的市中心，到达各景点都很便利。现代化的装修和设备，一级

的服务。

地址：Marzellenstrasse 13–17, 50668 Köln
网址：http://www.hilton.de/koeln 

联系方式：+49-221-130710

参考价格：标准间 99 欧起，高级豪华套间 199 欧起

Aires  科隆的希尔顿就在大教堂旁，步行到教堂只需两三分钟，无论是

自驾还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到达都很方便；自助早餐、房间舒适程度依

旧是五星级酒店水准，但房间面积很小，算是我们在欧洲住过的这么多

酒店中最小的了；另外 WIFI 是要收费的。

Hotel Chelsea

设计性酒店，充满艺术气息。酒店的外观很有现代感，房间也很干净宽敞。

屋顶的房间有私人阳台，视角很好。

地址：Jülicher Straße 1, 50674 Köln
网址：http://www.hotel-chelsea.de/ 

联系方式：+49-221-207150

参考价格：单人间 65 欧，标准间 85-125 欧；屋顶房间 105-165 欧

餐饮Eat

科隆有很多适合游客光顾的传统餐厅。在科隆餐饮业中，啤酒坊也有非

常特别的作用。很多啤酒坊从只销售啤酒的地方，逐渐演变成为科隆重

要的餐厅。科隆代表性菜肴有烤蹄膀、猪手、醋焖牛肉和土豆饼等。

Brauhaus Früh am Dom

科隆大教堂附近的 Früh 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是科隆最著名的啤酒坊。

啤酒正宗，菜品也值得推荐。虽然啤酒坊地方很大，但因客流量很大，

经常很拥挤。

地址：Am Hof 12-18, 50667 Köln
网址：http://www.frueh.de/ 

开放时间：8:00-24:00

联系方式：+49-221-2613211

Brauhaus Sion

该啤酒坊创始于 1318 年，已有数百年历史。土豆饼（reibekuchen）

和醋焖牛肉（sauerbraten）是这里的招牌菜。还可在用餐时享受当地

的特色音乐。

地址：Unter Taschenmacher 5-7, 50667 Köln
网址：http://brauhaussion.de/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四 10:30-24:00；周五、周六 10:30-1:30；周日

10:30-24:00

联系方式：+49-221-2578540

参考价格：前菜 5-7 欧，主菜 12-18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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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uhaus zur Malzmühle

这间啤酒坊创始于 1858 年，是科隆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在畅饮科隆

啤酒的同时，也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科隆美食。

地址：Heumarkt 6, 50667 Köln
网址：http://www.muehlenkoelsch.de/ 

联系方式：+49-221-210117

Peters Brauhaus

位于莱茵河畔大圣马丁教堂旁。餐厅内部舒适优雅，同样供应传统的德

国菜肴。这里的啤酒非常纯正，很受欢迎。

地址：Mühlengasse 1, 50667 Köln
网址：http://www.peters-brauhaus.de/ 

营业时间：11:00-24:00

联系方式：+49-221-2573950

参考价格：主菜约 15 欧，三道菜平均消费 28 欧

Ständige Vertretung Köln
品尝当地菜色的好地方。餐厅面向莱茵河而建，夏季可以坐在室外边欣

赏莱茵河边用餐。这里的 Halver Hahn 是科隆当地的特色料理，即黑面

包搭配豪达奶酪，通常还伴有洋葱和调味酱。

地址： Frankenwerft 31, 50667 Köln
网址：http://www.staev-koeln.de/ 

联系方式：+49-221-66990221

购物Shopping
科隆的购物区域主要集中在霍赫大街（Hohe Straöe）和希尔德街

（Schildergasse），大型商场和著名品牌商店汇集于此。霍赫大街北端

始于科隆大教堂，1967 年这条街成为德国的第一条购物步行街。希尔德

街也是另一条著名的购物街，它将霍赫大街和新市（Neumarkt）连接起来，

是德国客流量最大的购物街，高峰时段每小时的游客流量高达 15000 人。

Galeria Kaufhof 百货公司

位于霍赫大街（Hohe Straße）和希尔德街的交汇处，是科隆历史最悠久

的百货公司，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

地址：Hohe Straße 41 -53, 50667 Köln
联系方式：+49-221-2230

Haus 4711

科隆是古龙水的故乡，而最著名的古龙水品牌为 4711。这一品牌的名称

来源于最初发明古龙水的建筑的门牌号。4711 古龙水主要取自柠檬、橙

花、迷迭香等香精，香氛清新，深受人们喜爱。

地址： Glockengasse 4, 50667 Köln
网址：http://www.4711.com/ 

联系方式：+49-221-27099911

娱乐Entertainment

除了参观科隆的教堂和博物馆，科隆的娱乐生活也相当丰富。天气晴朗

的日子，在莱茵河边选一间餐厅或酒吧，来一杯科隆冰镇啤酒，一定会

让你流连忘返。而在老城区和学生区，各种风格的酒吧和俱乐部吸引着

年轻人和观光客的光临。

Kölner Philharmonie
这间音乐厅紧靠科隆大教堂，从古典到爵士等音乐类型在这里均有上演，

几乎每日都有精彩演出。具体节目安排可查阅网站。

地址：Bischofsgartenstraße 1, 50667 Köln
网址：www.koelner-philharmonie.de/ 

Blue Shell

酒吧虽然不大，但是经常聚满了人。这里的现场音乐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定期还有电影之夜、诗歌之夜等活动。

地址：Luxemburger Straße 32, 50674 Köln
网址：http://www.blue-shell.de/ 

营业时间：21:00-5:00

联系方式：+49-221-231248

Low Budget

酒吧提供超过 30 种 Whiskey 及著名的当地啤酒。在这里可听到不同种

类的音乐，定期举办的主题活动也吸引了很多顾客。

地址：Aachener Straße 47, 50674 Köln
网址：http://www.lowbud.de/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四 20:00-2:00；周五、周六 20:00-4:00；周日关闭

联系方式：+49-221-255484

线路推荐Tours
科隆一日游

线路设计

科隆大教堂—罗马日耳曼博物馆—路德维希博物馆—巧克力博物馆—购

物步行街

线路详情

科隆的重要景点很集中，步行即可游览。上午首先参观科隆大教堂，登

上教堂的塔楼，可以俯瞰科隆的城市全景。如果时间充足，可参观教堂

广场南侧的罗马 - 日耳曼博物馆和路德维希博物馆。中午可以在步行街吃

饭或回到大教堂广场上的著名啤酒馆品尝啤酒与当地特色。下午沿着莱

茵河畔往南走，可以到达巧克力博物馆。在大饱口福和眼福后，到购物

街选购心仪的纪念品结束一天的游览。

科隆两日游

线路设计

D1：科隆大教堂—罗马德国博物馆—路德维希博物馆—大圣马丁教堂—

莱茵河—霍亨索伦桥

D2：布吕尔—巧克力博物馆 -- 购物街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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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详情

D1：早起参观科隆的标志性建筑科隆大教堂，然后参观附近的两座博物

馆——罗马 - 日耳曼博物馆和路德维希博物馆。接着向莱茵河畔步行，可

在河边选择一间餐厅边欣赏风景边用餐。下午可沿河参观大圣马丁教堂、

霍亨索伦桥等景致。

D2：用过早餐后乘车前往布吕尔，参观布吕尔的两座古堡奥古斯

图 斯 堡 宫（Schloss Augustusburg） 和 猎 鹰 宫 （Jagdschloss 

Falkenlust）。下午返回科隆，参观巧克力博物馆。傍晚可至霍赫大街

和希尔德街选购纪念品等。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科隆 - 波恩机场（Cologne Bonn Airport，机场代码 CGN）位于科隆

东南方，波恩西北方。主要连接科隆与欧洲城市和地中海沿岸的度假胜

地。机场官方网站：http://www.koeln-bonn-airport.de/ 游客从中国

前往科隆，可乘坐汉莎航空等航空公司的飞机。或乘坐航班至德国柏林、

法兰克福、慕尼黑或杜塞尔多夫，再乘坐火车、汽车等前往科隆。

机场交通

公交车：从科隆市中心乘坐市郊铁路 7 号线至 Porz Markt，再转乘

161 路公交至机场。

火车：在科隆中央火车站乘坐火车至科隆 - 波恩机场，每 15 分钟一班火

车，用时 15 分钟。单程 8 欧。

出租车：乘坐出租车至科隆市中心，用时约 15 分，费用为 28 欧。出租

车叫车电话：+49-221-2882

火车

科隆主火车站 Köln Hauptbahnhof 位于科隆市中心。科隆是德国铁路的

枢纽，有开往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的城际特快列车，还有开往维也纳、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等城市的国际列车。

长途汽车

科隆的长途汽车站位于中央火车站后侧，有发往国内和国际的长途汽车。

可登陆Eurolines的网站https://www.eurolines.de/ 查询线路和票价。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Taxi Ruf 出租公司提供科隆的出租车服务。出租车起步价 2.5 欧，之后

每公里 1.5 欧。另外公司还提供长线租车服务。从科隆市中心至科隆 - 波

恩机场费用 28 欧，至波恩 40 欧，至杜塞尔多夫 75 欧。

叫车电话：+49-221-2882

网址：http://www.taxiruf.de/

地铁

科隆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出行很便捷。市区主要以地铁（U-Bahn）、

城际快轨（S-Bahn）、有轨电车（Tram）及巴士为主要公共交通工具。

几种公共交通使用统一的票价，单次乘车 2.4 欧，1 人天票 6.8 欧，至

多 5 人天票 9.6 欧。

观光巴士

另外也可选择观光巴士游览科隆。科隆城市之旅（Kölner City Tour 

http://www.koeln-citytour.de/ ）行车时间约 2 小时，并且拥有包括

中文在内的 10 种语言的语音导览。票价 15 欧，2 日内有效。

空中缆车 Kölner Seilbahn
空中缆车（Kölner Seilbahn）连结莱茵公园（Rheinpark）和科隆动物

园（Kölner Zoo）。乘坐缆车翱翔于莱茵河上，可以俯瞰叹为观止的科隆

大教堂。3 月 20 日至 11 月 1 日每日 10:00-18:00 开放，单程票价 4.5

欧，往返票价 6.5 欧，儿童 (4-12) 单程票价 2.5 欧，往返票价 3.7 欧。

http://www.koelner-seilbahn.de/

慕尼黑  Munich
慕尼黑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上巴伐利亚高平原，距离阿尔卑斯山

北麓只有约 45km，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是德国主要的经济、文化、

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制造业、软件及服务业均很发达，宝马、西门子、

安联保险等公司总部均位于此，也是德国第二大金融中心；同时它也是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保留着原巴伐利亚王国都城的古朴风情，拥有许多

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它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代表，城市中各

种雕塑比比皆是。正是这座别具风格的城市，把历史与现代完美结合。

畅游老城与新城间，体验时空交换的错觉，激发游客无限的想象力。来

这里用脚步丈量慕尼黑，体验它的真实和独一无二吧。

Sights景点

慕尼黑的主要景点集中在老城区附近，以玛丽安广场为中心，步行即可

游览新旧市政厅、圣母教堂、皇宫等景点。若时间充足，那么天鹅堡和

宁芬堡可分别用一天时间游览。

玛丽安广场 Marienplatz

玛丽安广场可谓是老城区的心脏。它原名叫做 Schrannen，自古以来一

直保有慕尼黑市的中心地位，由于一次霍乱的传播，造成瘟疫蔓延，当

地居民虔诚地祷告，祈求圣母玛丽亚的庇佑，结果是非常的灵验，为了

表示感恩所以将广场改名为玛丽安广场。新市政厅（Neus Rathaus）和

旧市政厅（Altes Rathaus）均坐落于此。每日上午 11:00，游客们都

会聚集在玛丽安广场观看钟楼乐器表演（Glockenspiel Chime）。

地址：Marienplatz, 80331 München

费用：无

到达交通：地铁 U3 或 U6 线 Marienplatz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小妖谢谢 玛丽安广场及其周边是慕尼黑城市建筑的精髓所在，可以好好

地游览一番，好吃好玩的都有。

圣母教堂 Frauenkirche

在玛丽安广场往西，就可以看见有两个绿色“洋葱头”的圣母教堂（又

称慕尼黑大教堂）。它是天主教慕尼黑 - 弗赖辛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是

慕尼黑的重要地标和受欢迎的游览胜地。圣母教堂用红砖建造，建造工

http://www.koeln-bonn-airport.de/
https://www.eurolines.de/%20
http://www.taxiruf.de/
http://www.koeln-citytour.de/%20
http://www.koelner-seilbah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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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持续了 20 年。其样式属于后哥特式风格，由于没有太多的装饰，而显

得十分庄重。这座教堂长 109 米，宽 40 米，双塔高达 99 米，其中一

座比另一座高 12 厘米。爬上教堂的塔顶可以观看慕尼黑的全景。

地址：Fraunkirche, Frauenplatz 1

费用：教堂免费；登顶成人 3 欧，优惠价 1.5 欧

网址：http://www.muenchner-dom.de/ 

开放时间：7:00-19:00；周四 7:00-20:30；周五 7:00-18:00

联系方式：+49-89-2900820

到达交通：地铁 Marienplatz 站

sunnieni 圣母大教堂最有特色的就是超大超美丽的玻璃窗花，每块都有

故事。

皇宫博物馆 Schatzkammer der Residenz

皇宫从 1385 年到 1918 年一直作为巴伐利亚统治者的家族建筑，从中

可窥见 500 多年建筑史的发展。除这座宫殿本身，还有皇宫博物馆，拥

有 100 多个收藏有无数珍宝和艺术品的房间。同时宫殿内还有珍宝馆，

展示珠宝、皇冠和黄金装饰品。

地址：Residenzstraße 1, 80333 München

费用：皇宫博物馆 7 欧（优惠价 6 欧）；珍宝室 7 欧（优惠价 6 欧）；

皇宫博物馆及珍宝室联票 11 欧（优惠价 9 欧）；18 岁以下免费；学生、

65 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可获优惠

网址：http://www.residenz-muenchen.de/ 

开放时间：皇宫：每日开放（除 1 月 1 日，忏悔日，12 月 24、25、31 日）

博物馆：3 月 28 日至 10 月 18 日 9:00-18:00

10 月 19 日至 3 月 10:00-17:00

联系方式：+49-89-290671

到 达 交 通： 城 铁 S1、S2、S4-8 Marienplatz 站； 地 铁 U3、U6 

Marienplatz 或 Odeonsplatz 站

宝马世界 BMW Welt

宝马世界是一座集新车交付中心、技术与设计工作室、画廊、青少年课堂、

休闲酒吧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建筑。由建筑师 Wolf D. Prix 教授设

计，2007 年 10 月 20 日起正式开放。它采用双圆锥形设计风格，成为

慕尼黑的一个时尚新地标，是为访问者、顾客提供全面体验宝马品牌的

场所。

地址：Am Olympiapark 1, 80809 München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9:00-18:00

联系方式：+49-89-125016001

用时参考：1 小时

芊里之行  现代化的设施和高技派的空间吸引了无数游客，名贵高雅的车

子谋杀了无数眼球。你可以看见许多人争先恐后地爬到各款车上拍照留念。

宝马博物馆 BMW Museum

宝马博物馆展厅设计为环绕式的空间，按照不同年代和时期，展示出历

年来所产的各类宝马汽车、宝马摩托车、轻骑和一些特殊用途的车辆样品，

并运用现代声、光、电、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及图片音像资料，提升产

品展示的艺术空间，全面演绎了宝马汽车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史。

风清扬 宝马公司

地址：Am Olympiapark 2, 80809 München

费用：9 欧；优惠价 6 欧

网址：http://www.bmw-museum.com/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0:00-18:00 周一关闭

（12 月 24-26 日、12 月 31 日、1 月 1 日关闭均关闭）

到达交通：地铁 U3 线 Olympiazentrum 站

用时参考：2-3 小时

安联球场 Allianz Arena

安联球场是 2006 年德国世界杯开幕式赛场。球场占地面积 3.76 万㎡

37600m，可容纳 66000 人。是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和慕尼黑 1860 俱

乐部的公用球场。该体育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球场，它不同寻常的表面

由 2874 个菱形膜结构构成，膜结构具有自清洁，防火、防水以及隔热

性能，里边永远保持 350 帕斯卡的大气压。每个膜结构都可以在夜间被

照成红蓝白三色，分别对应于拜仁、1860 以及德国国家队的队服颜色，

几英里外都可以看到。

 

Lucifer 同学 安联球场和鸟巢，是出自同一个设计团队之手

地址：Werner-Heisenberg-Allee 25, 80939 München

费用：非比赛参观，成人 10 欧；学生 9 欧；4-12 岁儿童 6.5 欧

网址：http://www.allianz-arena.de/en/ 

开放时间：10:00-18:00；圣诞节、12 月 31 日和 1 月 1 日以及慕尼黑

1860 俱乐部主场比赛时不开放，拜仁主场比赛时可以组织参观。

交通：地铁 U6 线 Fröttmaning 站

http://www.muenchner-dom.de/%20
http://www.mafengwo.cn/i/919138.html%20%0D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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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芬堡宫 Schloss Nymphenburg 

位于慕尼黑西北端约 5 公里处的宁芬堡宫始建于 1664 年，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这座辉煌的宫殿是选帝侯斐迪南 ‧ 玛里亚（Ferdinand 

Maria）为庆祝儿子的出生而建造的，后作为历代皇族的夏宫。宫殿为巴

洛克式建筑，内部装饰华丽。宫殿后面是花园，与宫殿一起是重要的观

光点。

地址：Schloss Nymphenburg 1, 80638 München

费用：宫殿 6 欧，优惠价 5 欧；马厩及瓷器展 4.5 欧，优惠价 3.5 欧；

宫殿花园 4.5 欧，优惠价 3.5 欧。

联票（包括宁芬堡宫宫殿、马厩及瓷器展、宫殿花园）4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 11.5 欧，优惠价 9 欧；10 月 16 日至 3 月 31 日 8.5 欧，优惠价

6.5 欧。

网址：http://www.schloss-nymphenburg.de/ 

开放时间：

宫殿（包括马车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

4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 9:00-18:00；

10 月 16 日至 3 月 31 日  10:00-16:00；

（1 月 1 日、忏悔节、12 月 24、25、31 日关闭）

宫殿花园：

1 月到 3 月、11 月、12 月 6:00-18:00；

4 月和 10 月 6:00-20:00；

5 月到 9 月 6:00-21:30

喷泉开放：复活节到 10 月中旬 10:00- 中午 14:00-16:00

联系方式：+49-89-179080

到达交通：乘坐城铁至 Laim 站后乘坐公交到达宁芬堡宫，或地铁至

Rotkreuzplatz 站后乘坐有轨电车到达宁芬堡宫

用时参考：3 小时

小妖谢谢 宁芬堡值得推荐，虽然有点远，不过交通方便。适合天气好的

时候，花大半天时间悠闲漫步。

天鹅堡

天鹅堡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菲森小镇。这个安静的巴伐利亚小镇因为天鹅

堡而走红。游客可以选择当日往返慕尼黑，或在菲森小镇停留，享受不

同于大城市的安宁。从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出发，每小时有一班火车到达

菲森，全程 2 小时。

新天鹅堡 Schloss Neuschwanstein

新天鹅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西南方，距离菲森（Fuessen）镇约 4 公里。

白色城堡耸立在高高的山上，其四周环山和湖泊。一年四季，风光各异，

数年来作为德国的经典目的地，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新天鹅城堡的建

立者是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这个国王无治世之才，却充满艺

术气质。他亲自参与设计这座城堡。城堡中拥有大量德国天鹅雕塑。他

梦想将城堡建成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新天鹅堡的独特外形激发了许多

现代童话城堡的灵感，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和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睡美人

城堡的灵感均来自于此。

地址：Neuschwanstein str. 20

费用：12 欧 （18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neuschwanstein.de/   

开放时间：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10:00-16:00；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9:00-18:00

（1 月 1 日、12 月 24、25、31 日关闭）

联系方式：+49-83-6293988

到达交通：火车到达富森后，在火车站外乘坐 Steingaden / Garmisch-

Partenkirchen 方向的 73 路，或 Schwangau 方向的 78 路公交车即

可到达天鹅堡。

从山脚下的售票处上山，也有三种方式可以选择：1. 步行至城堡，用时

30 分钟 2. 乘坐马车：上山 6 欧，下山 3 欧。3. 公交：上山 1.8 欧，下

山 1 欧，往返 2.6 欧

用时参考：3 小时

笑漪妹妹 Smile 新天鹅堡

大熊小猫 进入新天鹅堡参观，需要根据不同的语言，分成不同批次的参

观小组。在指示牌上会显示每个批次参观的时间和实时的空余名额。告

诉卖票者你需要哪种语言的讲解及希望的参观时间（当然越早越好），

随即票上会显示你被安排进堡的时间。

拍摄新天鹅城堡正面全景的最佳位置在其对面的山岗上。一般游客很难

有时间登顶拍摄。所以向大家推荐城堡对面山涧中架设的玛瑞恩大桥。

在那儿可以拍摄到城堡的侧面全景图。

高天鹅堡 Schloss Hohenschwangau

高天鹅堡又称旧天鹅堡或霍恩施旺高城堡，与新天鹅堡隔山相望。高天

鹅堡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一块瑰宝，在 12 世纪刚刚建成后就迎来了它

的伟大时期，并成为当时宫廷抒情诗的中心题材。路德维希二世在这里

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城堡内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国王路德维希

二世的性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城堡内共有 14 个房间及大量丰富的

馆藏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

Rachel 在路上 与新天鹅堡遥遥相望的是国王童年时代的夏宫——高天

鹅堡（旧天鹅堡）

http://www.mafengwo.cn/i/830324.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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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成人 12 欧；学生及 65 岁以上老人 11 欧；18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hohenschwangau.de/ 

开放时间：4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 8:00-17:00；10 月 8 日至 3 月 31

日 9:00-15:00（12 月 24 日关闭）

用时参考：1 小时

住宿Sleep
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也是德国的第三大城市，这里的住宿价格

相对较高，并在 10 月啤酒节等旅游旺季的时候达到顶峰。高档而充满

古典韵味的酒店主要集中在安静的老城区，也有少量的高级酒店分布在

火车总站。众多青年旅舍和廉价旅馆聚集在火车总站附近。对于精打

细算的游客来说，这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多人间床位的参考价格为

13-20 欧。

青年旅舍

Meininger City Hostel&Hotel 

这间青年旅社的评价很好，它的位置很便利，设施和服务都很不错。24

小时接待，提供付费早餐，还有遍布整个旅馆的无线网络。

地址：Landsberger Straße 20, 80339 München
网址：http://www.meininger-hotels.com/en/hotels/munich/ 

到达交通：S1 或 S8 线 Hackerbrücke 站

参考价格：宿舍床位 16 欧；双人间 38 欧。早餐 5.9 欧。

冷门的少年 就在火车总站旁边，交通方便，挺不错。

Youth Hostel Munich-City

完备的设施和良好的服务，但必须是国际青年旅社或其他旅社组织的会

员才可入住。

地址：Wendl-Dietrich-Str. 20, 80634 München

网址：Http://www.jugendherberge.de/jh/bayern/muenchen-city/ 

参考价格：25 欧起，包含早餐。

Euro Youth Hostel

位置便利，从中央火车站步行至此只要两分钟。

地址：senefelderstr 5, 80336 München

网址：Http://www.euro-youth-hotel.de/   

参考价格：床位 20 欧起。

精品酒店

Hotel jedermann

酒店的价格合理。房间整洁舒适。位置好，交通便利。

地址：Bayerstraße 95, 80335 München
网址：https://www.hotel-jedermann.de/

联系方式： +49-89-543240

到达交通：从中央火车站步行至酒店只需 10 分钟。或乘坐 18 或

19 路 电 车 在 Hermann-Lingg-Strasse 站 下 车。 地 铁 U4、U5 线

Theresienwiese 站。

参考价格：单人间 49-155 欧；双人间 75-215 欧。

Landy  酒店环境很好，装修也比较古朴，接待的地方不大，但里面的环

境还是很好的。价格不贵，送自助早餐。早餐种类非常多，而且很好吃，

是非常典型的西式早餐。

Hotel am Viktualienmarkt 

位于慕尼黑的市中心，虽然酒店不大，但是设施齐全。主要景点都可以

步行到达。

地址：Utzschneiderstraße 14, 80469 München
电话：+49-89-2311090

网址：http://www.hotel-am-viktualienmarkt.de/  

参考价格：单人间 50 欧；双人间 95 欧。

Hotel Exquisit

位于市中心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步行即可到达玛丽安广场，购物中心等地。

拥有各种完善的设施。

地址：Pettenkoferstr. 3, 80336 München

电话：+49-89-5519900

网址：http://www.hotel-exquisit.com   

Mercure Hotel Muenchen City Center

地址：Senefelder Str. 9, 80336 München

电话：+49 89 551320

网址：Http://www.mercure.com/  

餐饮Eat

在慕尼黑可以尝到巴伐利亚的传统美食，餐厅中最常见的菜肴就是猪蹄

和香肠。慕尼黑因啤酒而闻名，市内到处都是各色的啤酒馆。同时各国

风味的餐厅在慕尼黑都可以找到。

皇家啤酒屋 Hofbraeuhaus 

慕尼黑皇家啤酒屋，始建于 1589 年，是当时的皇家啤酒厂。整幢建筑

最多可容纳 5000 人。啤酒屋供应其酿造的 HB 啤酒。每天都有近万升

的啤酒从这儿运往大大小小的酒铺、酒馆、宴会厅以及啤酒园。几百年来，

皇家啤酒屋成了名人政客聚会的最佳地点。茜茜公主、歌德、列宁等都

曾是啤酒屋的嘉宾。

地址：Platzl 9, 80331 München

网址：http://www.hofbraeuhaus.de 

联系方式：+49 89 290136100

Rachel 在路上 来到慕尼黑，就不能不去传说中的 HB 大饭堂，就好像

到北京不能不吃烤鸭，到川渝不能不吃火锅一样。啤酒的味道真的不错，

中间的伴奏和表演也相当具有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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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fer 同学  这个猪肘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这个皮，烤得又香又脆

Wirtshaus Zum Straubinger

虽然慕尼黑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餐厅，但这家位于市中心的传统巴伐利

亚风味的餐厅绝对值得推荐，一些菜品在 10 欧以下。

地址：Blumenstraße 5, 80331 München
网址：http://www.zumstraubinger.de/ 

联系方式：+49 89 2323831 

Ratskeller

市政厅地下的传统餐厅，可同时容纳上千人用餐，环境一流，菜品正宗。

地址：Marienplatz 8, 80331 München

网址：http://www.ratskeller.com/ 

联系方式：+49-89-2199890

桃儿。 餐厅内弧形的屋顶上画满了欧式的壁画，灯光运用得若隐若现，

身在其中仿佛徘徊在现实与过去之间。菜肴是慕尼黑著名的烤猪膝、鸭

腿、香肠，还有面饼汤，就是将加入了鸡蛋的面饼切成丝，再以高汤烩之，

汤很鲜，配上颇有劲道的面饼丝，口感与口味都齐了。

购物Shopping
来到慕尼黑，就不要担心会两手空空。慕尼黑市中心的玛丽安广场，不

仅是老城中心，更是商业和购物中心。无论你是想淘旅游纪念品，还是

疯狂于名牌奢侈品；无论你是时尚前卫的设计品牌的追随者，或是情迷

复古小店，慕尼黑统统可以满足你。

如果你想要新奇、特立独行的衣服和装饰品，那就一定不要错过

Gaertnerplatz 和 Glockenplatz 附近的小店，这里是特立独行的风格小

店和专卖本地设计师作品的服饰店聚集地。慕尼黑买纪念品，当数各种

质地的啤酒杯，还有啤酒杯造型的各种工艺品，价格不高，却最能体现

当地的特色，是很有意义的旅行纪念。

Lucifer 同学  酒杯纪念品

圣诞集市

每年 11 月下旬开始至圣诞节前夜，德国各地的市中心广场——尤其

是巴伐利亚地区的，都会变身成为圣诞市场（Christkindlmarkt 又称

Weihnachtsmarkt）。在慕尼黑市区共有八处圣诞集市，而玛丽安广场

是规模最大，当然也是最热闹的。

圣诞集市集娱乐、购物、美食于一体，有着非凡的吸引力。人们在木制

货摊间挤挤挨挨地往前走，寻找合适的圣诞礼物，同时还有热腾腾的饮

品和数不尽的美食。集市上所售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德国传统辣姜饼、

香肠、奶酪、各种家居饰品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当地人很热爱它，人

们穿得暖暖的，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而对于旅行者来说，圣诞市场绝

对新鲜有趣，是一次非凡的体验，圣诞前来到慕尼黑，千万不要错过。

谷物市场

谷物市场是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一个食品市场，也是欧洲最好的食品市

场之一。这个市场占地 22,000 平方米，超过 100 个摊位，每日出售最

新鲜的水果、蔬菜、奶酪、肉类、鱼等。夏季这里是热闹的啤酒广场，

当地人和游客一起品尝美酒和美食。

地址：Viktualienmarkt 3, 80331 München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8:00

到达方式：城铁 S-Bahn lines 1-8、地铁 U3、U6 到 Marienplatz 站

步行即可到达

娱乐Entertainment

在慕尼黑的生活一定不会觉得单调：在晚间选择一间中意的酒吧，来一

杯正宗的巴伐利亚啤酒放松一天的疲惫，同时也别忘了欣赏一下古典音

乐或歌剧。

足球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现时在德国甲级联赛比赛 , 是德国乃至欧洲最为

成功和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俱乐部成立于 1900 年，一共夺得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0D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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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2 次德国顶级足球联赛冠军和 15 次德国杯冠军，2011-2012 年欧

冠亚军。主场在安联球场。

对于拜仁的球迷，现场比赛一定是不可错过的。在拜仁慕尼黑的官方网

站（http://www.fcbayern.telekom.de ）可以购买球票，但一般放票

即一抢而光。售票网站 viagogo（http://www.viagogo.de/fcbayern 

）会有票，但价格会稍高。

演出

慕尼黑拥有三大享有世界声望的乐团：巴伐利亚州立歌剧团、慕尼黑爱

乐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六、七月有古典音乐节和歌剧节。尤

其是在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Bayerische Staatsoper）上演了许多堪

称歌剧世界之光的著名作品。歌剧院是一座宏伟美丽的古典主义建筑，

每年的七月在这里都会举办慕尼黑音乐节。

Lucifer 同学  歌剧院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Bayerische Staatsoper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是一座宏伟美丽的古典主义建筑，这里上演了许多

堪称歌剧世界之光的著名作品。每年的七月这里都会举办慕尼黑音乐节。

地址：Max-Joseph-Platz, 80539 München  48.139867,11.578753

网址：http://www.bayerische.staatsoper.de 

联系方式：+49-98-21851920

线路推荐Tours
经典一日游

线路设计

玛丽安广场（新旧市政厅）-- 圣母教堂 -- 铁阿提纳教堂 -- 谷物市场 -- 宫

廷啤酒屋 -- 皇宫及皇宫博物馆 -- 英国花园

线路详情

若只在慕尼黑停留一天，那么在老城区观光是最佳选择。所有的历史经

典都包含在这条线路中。上午的观光从慕尼黑的市中心—玛丽安广场开

始。广场以西，是著名的圣母大教堂。广场的中间是玛利亚纪念柱，它

的后方就是广场的中心建筑—新市政厅。每天上午 11 点，这里都会有精

彩的木偶时钟表演。铁阿提纳教堂和谷物市场也不要错过。

中午推荐到附近的宫廷啤酒屋来一盘正宗的巴伐利亚猪肘，配上爽口的

慕尼黑啤酒。酒馆的背后 MaximilianStrasse 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沿

大街向西，路的终点是著名的马克斯 - 约瑟夫广场（Max-Joseph-Platz）。

接着向北经过 ResidenzStrasse 就可到达皇宫，参观大约需要两小时左

右。参观完皇宫，向东北方向，可至英国花园。在这里可以自在地欣赏美景，

或者坐在中国宝塔下享受悠闲的傍晚。

 

风清扬  慕尼黑啤酒节上

慕尼黑三日游

线路设计

D1：玛丽安广场（新旧市政厅）-- 圣母教堂 -- 铁阿提纳教堂 -- 谷物市场 --

宫廷啤酒屋 -- 皇宫及皇宫博物馆 -- 英国花园

D2：宁芬堡宫—宝马博物馆及宝马世界

D3：新旧天鹅堡

线路详情

D1：同慕尼黑经典一日游；

D2：早起乘车至宁芬堡宫。可以带些简单的午餐在宁芬堡的公园里享用。

下午乘车参观宝马博物馆；

D3：第三天乘坐火车到小镇菲森，参观新旧天鹅堡。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慕尼黑一共有两个机场，分别为慕尼黑国际机场和 Allgöu 机场。前者

为德国第二大机场，距离慕尼黑市中心 28 公里，交通便利，绝大多数的

国际航班和欧洲航班停靠该机场。后者距离慕尼黑市中心较远，主要停

靠 Ryanair 公司等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目前中国北京可以乘坐汉莎、

国航直飞慕尼黑，上海和香港可以乘汉莎航空直飞慕尼黑。

慕尼黑国际机场交通

公共交通：慕尼黑的国际机场和市中心的玛利亚广场或中央火车站通过

城铁 S8 和 S1 路相连接。至市区乘坐 S1 或 S8 至慕尼黑中央火车站

Hauptbahnhof，行程约 40 分钟。从凌晨 4 点到午夜 12 点半，每隔

10 分钟就有一班火车通往机场。

出租车：从国际机场至市中心大约 60 欧。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20%0D
http://www.mafengwo.cn/i/1013571.html%20%0D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26欧洲系列

慕尼黑 Allgäu 机场交通

乘坐机场大巴至慕尼黑中央火车站 Hauptbahnhof，全程约 1 时 40 分

左右。现金购买单程车票为 20 欧。提前至机场大巴公司的网站 http://

www.allgaeu-airport-express.de/ 预订，可享受优惠价格 15 欧。

Allgäu 机场主要负责廉航瑞安 (Ryanair) 的起降，所以机场与慕

尼黑市中心的巴士专线时刻表是根据 Ryanair 的航班时刻表来制

定的。

火车

慕尼黑有通往德国境内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火车线路。DB 德国联邦铁路局

（www.bahn.com）可提供网络提前售票。除了乘坐火车时单次购票，

德国铁路提供多种优惠车票：

周中票（Quer-Durchs-Land-Ticket）周一至周五任一天无限次乘坐。

44 欧元每人，五人内每增加一人，只需增加 8 欧元。

周末票（Schönes-Wochenende-Ticket）周末 5 人以下无限次乘坐，

40 欧元

拜仁州票（Bayern-Ticket） 5 人以下可无限次乘坐火车及其他公共交通，

29 欧元

长途汽车

欧洲长途汽车联盟（Eurolines）的长途汽车线路覆盖德国多数的主要城

市。另外还有许多独立的汽车公司运营，各公交公司在不同地区提供服

务，各公司分别自己的线路和时间表。慕尼黑大巴车总站（Busbahnhof）

位于中央火车站附近，拥有慕尼黑至德国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国的线路。

自驾车

现在越来越多的旅行者选择租车出行，主要原因是租车的方便和价廉。一

般租车可选择 Europcar、Hertz、AVIS、Easycar 等大公司，品牌信誉好，

车况也可以保证。另外在德国也推荐 Budget（http://www.budget.de 

）及 Sixt（http://www.sixt.de）两家口碑较好的德国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一般在机场及火车站设有柜台，可以现场办理租车手续。推荐

在网上预约租车，不仅价格便宜，且不限制公里数。另外取车地点不同，

租车的价格也会不同，所以尽量选择在预定地点取车，在机场及火车站

价格会相应提高。中国机动车驾驶证在德国的使用说明，请见本攻略实

用信息。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德国的出租车一般并不是招手即停，而是在火车站、景点或购物中心附

近专门的等候点等候。在您入住的酒店也可要求前台帮忙预订出租车。

最好是提前打电话到服务中心，讲明所在地址和需要用车的时间。

费用： 起步价 2.9 欧（5 公里）。5 公里后，超过 1-5 公里 1.6 欧 / 公里，

5-10 公里 1.4 欧 / 公里，10 公里以上 1.25 欧 / 公里，等候时间 22.5

欧 / 小时

叫车电话：+49-89-21610； +49-89-19410

网站：http://www.taxi-muenchen.com/

地铁

慕尼黑的公共交通由 MVV 公交公司运营，整个系统依区域而建。大多数

景点位于白色的内部地区（Innenraum）内，均可使用公共交通到达。

慕尼黑地铁网站：http://www.mvv-muenchen.de/

在乘车时，一般不会见到售票人员，乘客在自动售票机或站台窗口买好

票后，请注意要在上地铁、城铁或公共汽车前在打票机上打票，以使票

生效。若没有买票被发现，会被罚款 40 欧。

慕尼黑 1 区的单程票为 2.7 欧元，若在慕尼黑乘坐地铁 3 次以上，

建议购买天票。

市内公共交通票价

种类 单人 团队（至多 5 人）

单日内部地区 6.2 欧 11.7 欧

单日 XXL 地区 8.3 欧 14.8 欧

单日全部地区 12 欧 22.3 欧

三日内部地区 15.5 欧 27.1 欧

Landy 在慕尼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无论是地铁火车还是电车，请记住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为这里的公共交通工具都不具备自动开车门的技

能，所以如果你要上车或者到站下车，都需要自己按一下车门的按钮（一

些旧的车是要扳动把手）门才会开。

观光车

除了慕尼黑的交通卡外，在火车站、飞机场、地铁站、游客服务中心等

地还可以买到慕尼黑城市观光卡（Munich City Tour Card），购买此

票后，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无限次乘坐公共交通系统。

同时拥有此观光卡后，参观慕尼黑的各大博物馆、景点时，门票均可享受

优惠票价，包括宝马博物馆、皇宫博物馆、啤酒博物馆、奥林匹克公园等。

众多的剧院、城市观光游及特殊活动也都会有相应的优惠。（具体优惠

地点可参考城市观光卡网站：http://www.citytourcard-muenchen.

com/ ）

城市观光卡票价

种类 单人卡 多人卡或家庭卡（至多 5 人）

单日内区 10.9 欧 17.9 欧

三日内区 20.9 欧 30.9 欧

三日全部地区 32.9 欧 53.9 欧

http://www.allgaeu-airport-express.de/
http://www.allgaeu-airport-express.de/
www.bahn.com
http://www.budget.de
http://www.sixt.de
http://www.taxi-muenchen.com/%0D
http://www.mvv-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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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指南

实用信息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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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德语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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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靠谱又有爱的旅行翻译官，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货币

德国的流通货币是欧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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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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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市内、机场、火车站等都有货币兑换店可以兑换到欧元，

但要比国内兑换价格略高，因此建议在国内兑换欧元。

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Märkisches Ufer 54, 10179 Berlin

网址：http://www.china-botschaft.de  

联系方式：+49-30-27588-0；传真 : +49-30-2758822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2:30；13:30-17: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

地址：Romanstrasse 107, 80639 München

网址：http://munich.china-consulate.org/chn/ 

紧急求助电话：01755452913

交通：总火车站乘 Tram16 或 17 至 Romanplatz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

地址：Stresemannallee 19-23, 60596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frankfurt.china-consulate.org/ 

办公时间：周一 - 周五 8:30-12:30，13:30-17:00

联系方式：+49-69-75085545

电源

德国的电压与我国相同，为 220V 50Hz。但电源插头与我国不同，属欧

标双脚圆形插头，并带有一个接地孔。在德国的超市可买到，但价格稍贵。

建议到德国旅行提前准备电源转换插头。

网络

德国大多数酒店及餐厅都提供无线上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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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无线网络是有

密码的限制，另外有些区域的无线网需输入手机号码后，用发送到手机

的验证码登陆后再连接。

电话

使用国内的手机卡，在到达德国前需要开通国际漫游业务。

在德国，手机运营商店或者是超市等可以买到手机卡，放入国内的手机

即可使用。德国的手机运营商有 O2、D2、Telecome、Vodafone、

Eplus、ortel 等。各公司的资费标准和套餐均不相同，一般打回中国 0.01

欧 -0.1 欧不等。

紧急求助电话

救护车 112

火警   112

警察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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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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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动车驾驶证在德国的使用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持中国机动车驾驶证者若不定居，可按照驾

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但必须注意以下要求和限制：机动车

驾驶人必需携带中国机动车驾驶证及一份在德国经法院指定的宣誓翻译

完成的德文译文才可驾驶车辆。或者也可携带一份经相关负责德国驻华

使领馆认证过的附有德文译文的中国机动车驾驶证。

如果机动车驾驶人在德国定居，则中国机动车驾驶证及其德文译文最多

可使用 6 个月。6 个月过后，中国机动车驾驶证就不被德国认可，机动

车驾驶人必须在德国办理机动车驾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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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28欧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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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属于申根国家之一，持有效申根签证可访问德国。计划到多个申根

国家旅行的游客，若在德国停留时间最长，即可申请德国申根签证。

自 2012 年 10 月 15 日起，申请申根签证原则上不需要到使馆签证处面

签。持因私旅行护照者可以通过 TLScontact 服务公司的签证申请中心

递交申请。您可以通过以下网站预约在签证中心递交材料并可以了解其

所需材料和相关流程：cn.tlscontact.com/cn2de 

申请签证所需材料

1. 亲笔签名的旅行护照（申请时护照的有效期应自所申请的签证的有效

期终止日起算至少还有 3 个月）并附上 1 份护照照片页的复印件

2. 1 份填写完整并亲笔签名的申请表（可从本馆签证处免费领取或从使

馆网站 www.china.diplo.de 上下载）

3. 两张（白色背景的）近期护照照片

4. 签证费（60 欧，按当日汇率用人民币支付）

5. 对所有申根国家和对整个申请逗留期有效的医疗保险证明原件和 1 份

复印件

6. 户口本原件及所有户口信息页的复印件，无需翻译（该条款只适用于

中国公民）

7. 机票预订单（当申请多次入境旅游签证时，首次旅行的机票预订单）

需为确认的往返机票。 机票应该在签证颁发后出票付款

8. 住宿证明（涵盖在申根国家停留的全部期间）

9. 旅行计划（能够清晰展示旅行计划的文件 - 交通方式预订，行程单等）

10.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 最近 3 至 6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11. 在职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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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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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就业成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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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申请中心

中智德签沈阳中心

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115 号金利大厦 905 室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上午 8:00-11:30，下午 13:00-16:00

中智德签北京中心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山西、陕西、宁夏回

族自治区、甘肃、青海、湖北、湖南、江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

自治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 侨福芳草地大厦 C 座 3 层 05 单元（可

由南门进入）100020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上午 8:00-12:30，下午 13:30-16:30

中智德签成都中心

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 2 号时代广场 A 座 2810 室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上午 8:00-12:30，下午 13:30-16:30

中智德签上海中心

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 329 号隆宇国际商务广场 8 层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上午 8:00-12:30，下午 13:30-16:30

中智德签广州中心

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和海南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65-769 号东宝大厦 2 层 , 510623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上午 8:00-12:30，下午 13:30-16:30

旅行路上 on the road
电影《再见列宁》 Good Bye Lenin!

这部德国黑色喜剧电影，以一个普通家庭的视角，从一个温情善意的谎

言出发，折射出了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大潮中东德民众的心理状态。该片

上映后引起了德国观众的强烈共鸣，并引发了德国社会对于民主德国时

代的追忆与怀念以及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因此成为了德国影

史上的票房冠军（8000 万美元），并夺得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劳拉

奖 9 项大奖。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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