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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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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妖谢谢  据说慕尼黑已经连续几年荣登世界宜居城市的前列，这座位于德国南部的城市的

确气候宜人，交通便利，人不多不少，城市很有特点，周边也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

Introducing München

慕尼黑啤酒节又称“十月节”，每年九月末到十月初举行，持续 2 周（约 16 天），是巴

伐利亚地区最热闹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慕尼黑被浓郁的节日气氛笼罩着，慕尼黑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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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啤酒节现场还有众

多的娱乐项目，从适合小朋友的旋转木马到惊险刺激的大转轮，还有马戏、魔术表演。各

具特色的小店也把整个游乐场装点得生动活泼，游客可在这里买到巴伐利亚特色姜饼、或

各色小食和纪念品。夜色降临时，五光十色的彩灯把啤酒节变成了一座流光溢彩的不夜城。

啤酒节期间游客众多，最好提前安排住宿等；另外，物价也会较平日高出一些。

2015 年啤酒节开放时间：9 月 19 日至 10 月 4 日

啤酒提供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22:30；周六、周日及假日 9:00-22:30

每日啤酒帐篷关闭时间：23:30

特别推荐 Special

最佳旅行时间  慕尼黑的夏季（5-9 月）比较

温暖舒适，适合出行。同时每年的 9、10 月恰逢

闻名世界的慕尼黑啤酒节，这时来此更能感受到

城市的热情和好客。

穿衣指数  夏季穿着短袖 T 恤、短裤、裙子等，

但早晚温差相对较大，需准备长袖外套。冬季有

雪且气温较低，需穿着棉服、羽绒服等。

消费指数  德国在欧洲国家中属于中等消费水

平。慕尼黑餐厅根据档次的不同，主菜在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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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欧之间。

欧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 1：6.7，即 1 元人民币

≈ 0.15 欧，1 欧≈ 6.7 人民币（截止至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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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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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München

景点
01  玛丽安广场 Marienplatz

02  圣母教堂 Frauenkirche

03  铁阿提纳教堂 Theatinerkirche

04  皇宫及皇宫博物馆 Residenz&Schatzkammer der Residenz

05  英国花园 Englischer Garten

06  德意志博物馆 Deutsches Museum

07  啤酒节博物馆 Bier und Oktoberfest Museum

08  宝马世界 BMW Welt

09  宝马博物馆 BMW Museum

10  安联球场 Allianz Arena

11  谷物市场 Viktualienmarkt

12  奥利匹克中心 Olympia Park

13  皇家啤酒屋 Hofbraeuhaus

14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Bayerische Staats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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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慕尼黑的宝马世界（05 页）和宝马博物馆（06 页）可谓是汽车爱好

者的天堂，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观察、倾听和触摸宝马的设计和创意，

还可以坐入车内亲自模拟驾驶，体验汽车舒适豪华的配置和驾驶的快感。

★ 玛丽安广场不远处的谷物市场（06 页），是感受慕尼黑的活力和它

的生活气息的好地方。这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应接不暇，鲜活的海产、

新鲜的水果蔬菜、精美的装饰品……买点美味的特色小食，再来一杯鲜啤，

一定会成为慕尼黑之旅的美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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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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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0804 新市政厅

地址：Marienplatz, 80331 München

费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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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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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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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nieni 圣母大教堂中随处可见诚信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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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铁阿提纳教堂 Theatinerkirche

这座意大利巴洛克式教堂是为庆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Emanuel 的出生而

建，由巴伐利亚候选帝 Ferdinand Maria 和他的妻子组织兴建。铁阿提

纳教堂标志性的黄色外观成为慕尼黑教堂中的一大亮点，对德国南部的

巴洛克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址：Theatinerstraße 22, 80333 München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theatinerkirche.de/ 

开放时间：7:00-21:00

联系方式：+49-89-2106960

游览时间：30 分钟

到达交通：地铁 U3/U4/U5/U6 线 Odeonsplatz 站

 蓝色海豚 铁阿提纳教堂

http://www.mafengwo.cn/photo/11081/scenery_819355_2.html
http://www.mafengwo.cn/i/975797.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28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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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y 一踏入教堂，浮躁的心情跟着平静下来，尽管我是无信仰者，但

也被这种安宁平静的氛围所感染，在里面逗留了小半个钟头，才依依不

舍地离开。

04  皇宫及皇宫博物馆 Residen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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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英国花园 Englischer Garten

英国花园位于伊萨尔河和施瓦宾区之间，始建于 18 世纪，占地约

3.7km2，从市中心向东北方伸展直到城市边界。它比纽约的中央公园大，

但是小于都柏林的凤凰公园，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花园之一。花园中树木茂

密环境优美。在公园中部可以看到一个木制五层中国宝塔（Chinesischer 

Turm）。在宝塔的周围，设有众多的绿色啤酒摊位，可同时容纳 7000

人同时品尝德国啤酒。

 年少春衫窄 Englishcher Garten 的秋色美图

地址：Liebergesellstr. 8, 80802 München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

到达交通：地铁 U3、U6 线 Universitat 或 Giselastraße 站

06  德意志博物馆 Deutsches Museum

德意志博物馆是欧洲现有科技博物馆中规模最大的，也是世界最早的科

技博物馆之一。它坐落在慕尼黑市伊萨尔河中的一个岛上，周围流水树

木形成优美的环境。全馆收藏品约 5 万件，展览内容包括物理、化学、

农业、资源、矿业、冶金、金属加工、动力机械、汽车、铁道、隧道工程、

公路与桥梁、水利、电力、通讯、船舶、航空和宇宙飞行、化工、玻璃工艺、

纺织、计量、乐器、摄影等。馆内有天文台和天象馆各一座。著名展项

有复原的伽利略实验室、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发明的潜水艇和

火箭、仿真地下矿井等。

地址：Museumsinsel 1, 80538 München

费用：成人 11 欧元，学生、儿童 4 欧元，家庭票 23 欧元（2015 年 4

月 1 日后的新票价）

网址： http://www.deutsches-museum.de/ 

开放时间：9:00-17:00 （圣诞节及新年闭关）

联系方式：+49-89-21791

到达交通：城铁 Isartor 站；地铁 U1、U2 线 Fraunhofer Straße 站；

Tram 16 号线 Deutsches Museum 站；Tram 18 号线 Isartor 站

桃儿  从天文到地理，从时间到空间，德意志博物馆令人震撼。更让我感

动的是，在博物馆里，会看到爸爸们带着孩子，给他们讲解各种机器、现象，

还鼓励他们参与实验。德国的自然科学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声誉，这种教

育是从很小就抓起来的。有兴趣的人一定不要错过。

 闲庭信步 啤酒节

07  啤酒节博物馆 Bier und Oktoberfest Museum

此博物馆修建于 1327 年，是慕尼黑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博物馆详细地

介绍了慕尼黑的酿酒历史，以及啤酒杯历史展、啤酒节纪念品等。游客

还可以在这里品尝正宗的慕尼黑啤酒。

地址：Sterneckerstr. 2, 80331 München

费用：成人 4 欧；优惠票 2.5 欧；家庭票 6 欧；六人及以上团队每人 3 欧

网址：www.bier-und-oktoberfestmuseum.de/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 13:00-18:00；节假日关闭

联系方式：+49-89-24231607

到达交通：地铁 Marienplatz 站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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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fengwo.cn/i/1099252.html
http://www.mafengwo.cn/i/674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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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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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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ifer 同学 宝马博物馆

地址：Am Olympiapark 2, 80809 München

费用：9 欧；优惠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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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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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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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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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谷物市场 Viktualienmar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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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Viktualienmarkt 6, 80331 München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8:00

到达交通：地铁 U3 或 U6 线 Marienplatz 站

年少春衫窄 我每去一个地方，就特别喜欢逛菜市场，在这里可以看到一

个城市最 local 的生活状态，能了解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也能吃到最地道

的食物。

12  奥利匹克中心 Olympia Park

慕尼黑的奥运中心是为举办 1972 年第 20 届夏季奥运会而建造的。奥运

村的最高建筑是高 289.53 米的电视台，站在电视塔上可望见数百公里

以外的阿尔卑斯山，而坐在高高的电视塔旋转餐厅里，一边品尝美味佳肴，

一边观赏城市全貌及远山美景是一种享受。慕尼黑奥运村的建筑别具一

格。奥林匹克体育场总面积 7.5 万平方米，可容纳 8 万观众观看比赛，

其帐篷式的顶盖远看就像一张大渔网，错落有致，十分壮观。

 飒飒的飒飒 奥林匹克公园

地址：Spiridon-Louis-Ring 21, 80809 München

费用：成人 3 欧；16 岁以下儿童 2 欧；家庭票（2 位成人 3 位儿童）7.5

欧；6 岁以下儿童免费

网址：http://www.olympiapark.de/en/  

开放时间：

1 月 1 日到 2 月 28 日 11:00-16:00

3 月 1 日到 3 月 27 日 9:00-16:00

3 月 28 日到 4 月 30 日 9:00-18:00

5 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 9:00-20:00

9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 9:00-18:00

11 月 1 日到 11 月 15 日 9:00-16:00

11 月 16 日到 12 月 30 日 11:00-16:00

12 月 24 日、12 月 31 日关闭

到 达 交 通： 地 铁 U3 线 Olympizentrum 站； 有 轨 电 车 Tram20 或

Tram21 Olympia Park West 站；公交车 173 线 Olympia Park Ice 

Rank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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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堡

新天鹅堡 Schloss Neuschwanstein

这座 19 世纪晚期的建筑位于德国巴伐利亚西南方，距离菲森（Fuessen）

镇约 4 公里。这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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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森是到达新老天鹅堡的必经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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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森小镇一到晚上就特别安静，建议驴友安排好时间，

不要太晚抵达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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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时间：4 月 1 日 -10 月 15 日 8:00-17:00；10 月 16 日 -3 月 31

日 9:00-15:00

城堡开放时间：4 月 1 日 -10 月 15 日 9:00-18:00；10 月 16 日 -3 月

31 日 10: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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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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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和浪漫的新天鹅堡背后却藏着它的主人 --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

维希二世的悲剧命运。这位国王从小喜欢各式歌剧和舞台剧，自

己写了不少歌颂善良战胜邪恶的剧本。他的童年是与他年轻的表

姐，后来的奥地利王后茜茜公主一起度过的，在他开始对爱情产

生朦胧的感觉时，他的表姐 15 岁就嫁去了奥地利。她那美丽的

倩影留给年轻的王子难以磨灭的印记。在一次书信中，年轻的王

子称茜茜公主是世上最了解他的人。

慕尼黑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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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然 宁芬堡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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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jie 新天鹅堡

http://www.mafengwo.cn/i/817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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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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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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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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酒店古朴典雅，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价格也很贵，基

本在 120 欧以上。

慕尼黑较为现代的酒店则多分布在郊区。这些经济型酒店环境舒适，价

格合理，虽距离市中心和主要景点有点远，但慕尼黑发达的交通系统或

许能减少这方面的困扰。住宿价格参考：60 欧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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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价格参考：13-20 欧。慕尼黑的公园

一般都允许游客免费露营。少量的公园划定了指定的范围露营，并会收

取一定的费用。

在慕尼黑，淡旺季的住宿费用有时相差巨大，特别是在夏季或啤

酒节的两周期间，你必须提前预定住宿，否则可能很难在慕尼黑

订到旅馆。

青年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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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的破裂给国王带来了很大的创伤，此后他一生未娶，沉醉于

舞台剧的幻想中。后来，国王为瓦格纳的剧本所深深打动，决定

修建这座白色的童话城堡为瓦格纳的舞台剧塑造一个背景，让勇

敢的骑士和美丽的公主的动人故事能在那里上演。1869 年，就

在巴伐利亚南部的天鹅城堡遗址上，他勾勒出自己梦的世界 -- 新

天鹅城堡，但是却得不到世人的认可。他躲在自己的世界中，不

轻易抛头露面，远行时甚至选择夜行。1886 年 6 月 12 日，这

个单身富于幻想的年轻国王最后一次视察了城堡的工程进度后消

失在夜幕里，第二天清晨在湖中发现国王和古登医生的尸体。当

时他只有 41 岁。路德维希的死给他的家人留下了 1500 万马克

的债务，而新天鹅堡的工程也随之停止，给世人留下了未完的梦。

新天鹅堡比其他建筑更能生动体现路德维希二世的理想主义和浪

漫情怀。它的内部也是高贵奢华：美轮美奂的天花板壁画，华贵

的各种装饰，别致高雅的家具，整个内部看起来金碧辉煌，透露

着帝国强盛的气息。

http://www.mafengwo.cn/i/830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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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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篷区 The Tent 

每年的 6-10 月，慕尼黑的帐篷区为背包客提供了便宜和便捷的住宿。在帐

篷区内，你可以用自己的装备搭建帐篷，也可以选择住在集体帐篷中。这里

你可以和全世界的背包客成为朋友，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分享旅行故事。

地址：In den Kirschen 30, 80992 München

网址：http://www.the-tent.com/ 

到达方式：在中央火车站坐 Amalienburgstrasse 方向的有轨电车 17

路到 Botanischer Garten 站下车，然后跟着标记走，就可以找到这个

传奇性的国际大营地了。

参考价格：集体帐篷 7.5 欧；自带帐篷：1-3 人帐篷 5.5 欧、4-10 人帐

篷 11 欧；11-30 人帐篷 16.5 欧。在啤酒节期间价格会上涨。

餐饮 Eat

 Lucifer 同学 慕尼黑特有的传统面包。爱心形状的。吃着很香，上
面的白点点是盐巴。

在慕尼黑最不可错过的就是德国的香肠和猪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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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国菜就是在酸卷心菜上

铺满各式香肠及火腿；有时用一整只猪肘代替香肠和火腿。面包是德国人

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主食。德国每天出炉的芳香扑鼻的小面包、

角形小面包、“8”字形烘饼和长面包有 300 多种。除了传统的德国菜肴，

意大利餐厅、法国餐厅和中国餐厅都可以在慕尼黑找到。

巴伐利亚风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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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ifer 同学 我至今看到都还会流口水的脆烤猪肘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
http://www.mafengwo.cn/i/935219.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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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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美食

Tizian

餐厅有很棒的意大利面和披萨，食材都很新鲜。夏天来到这里用餐，可

以坐在喷泉附近一边享受美景一边享用美味。

地址：Maxburgstrasse 4, 80333 München

联系方式：+49-89-29163938

Il Soprano

一家非常繁忙的意大利餐厅。餐厅不大，但是菜品的价格很实惠，吸引

了很多的客人。除了各种意大利披萨外，餐厅的鱼也很美味。

地址：Kochelseestrasse 8, 81371 München

联系方式：+49-89-7255288

中餐馆

香江楼 China Restaurant Jade

慕尼黑很有名的粤菜馆，老板是香港人。推荐菜品有干炒牛河等。

地址：Hofangerstrasse 7, 81735 München

联系方式：+49-89-403124

到达交通：地铁 U5 线 Michaelibad 站

金鱼酒家 Fuh-Yiu

慕尼黑十佳餐馆之一。装潢古色古香。推荐清蒸鲈鱼，豉汁凤爪等。

地址：Westendstrasse 193

联系方式：+49-89-57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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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安广场附近的时尚商场 Ludwig Beck，是慕尼黑历史最悠久的百货

商店，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这里拥有很多时尚品牌，并且有口味

独特的餐厅和时髦的咖啡吧。此外，同在附近的五宫廷 (Funf Hofeger)

购物商场也非常值得一逛。这座由北京奥运主场设计师佐格和梅德隆设

计和改造的市内购物城内品牌林立，其中有不少有趣的品牌，包括备受

欧洲年轻人追捧的 Muji 和西班牙 Camper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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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安广场和 Karlsplatz 广场之间的 Kaufinger 街从 1970 年代起就是

欧洲最棒的购物街，两旁的商店出售衣物、饰品，还混杂着旅游纪念品

和小吃店。

LDiL、ALDI 等是慕尼黑比较大众的超市，可以买到各种食物和生活用品，

为旅途补给。PENNY MARKT 里的大多数商品都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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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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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吧

Kilians Irish Pub

每个城市都会有传统的爱尔兰酒吧，而慕尼黑也不例外。这家位于玛丽

安广场附近的餐厅，每晚都有现场正宗的爱尔兰音乐，还有美味的食物

享用。在这里还能遇见世界各地的朋友，夜间还经常举办主题活动。

地址：Frauenplatz 11, 80331 München

网址：http://kiliansirishpub.com/ 

联系方式：+49-89-24219899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1欧洲系列

如果你喜欢泡吧，或者想体验一下纯正的德国夜生活，就一定不要

错 过 慕 尼 黑 串 酒 吧 之 旅 New Munich Pub Crawl（http://www.

pubcrawlmunich.de/ ）。每日夜晚九点，在玛丽安广场 NV-Club 开

始的这次旅程，会带着你体验四家慕尼黑最棒的酒吧或俱乐部，让您沉

寂在派对的欢乐中，感受属于慕尼黑的独特氛围。

演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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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49-98-2185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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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atstheater am Gärtnerplatz 剧院

地址：Gärtnerplatz 3, 80469 München

网址：http://www.staatstheater-am-gaertnerplat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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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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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rs线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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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公园及宝马博物馆一日游

线路设计

奥林匹克公园 -- 宝马世界 -- 宝马博物馆

线路详情

对于时间充足，抑或对汽车或体育感兴趣的游客，可安排一天时间到奥

林匹克公园及周边参观。在奥林匹克公园中漫步是免费的，但进入奥林

匹克体育场是要收费的。也可以参加体育场之旅（用时大约一小时），

或租用语音导览机跟随指示参观。

用过午餐以后，步行即可至宝马世界及宝马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尽情

体验设计带来的独特魅力，跟随宝马公司的发展脚步，领略科技的独

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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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德国的官方语言为德语，但英语普及率很高，大部分德国城市里的人都

可以用英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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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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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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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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目前，德国已有 2 万余家商户可以受理银联卡。遍布德国的连锁商户，

比如 Kaufhof，Karstadt 百货公司，Christ 首饰店，Swarovski 水晶

专卖店，LV，爱玛仕等名品专卖店，以及广受游客欢迎的团购店和免税店，

均可受理银联卡。

德国有数万台 ATM 可使用银联卡提取欧元现金，遍布德国全境，但暂不

支持余额查询业务。需要注意，银联卡境外不能进行银行柜面转账和提现。

境外取款手续费费率、单卡每日取款次数、每次取款额度、累计取款额

度等需要咨询发卡银行。

除银联卡外，万事达卡（Master Card）、维萨卡（Visa）、美国运通

卡（America Express）等均可在有以上标识的 ATM 及商家使用。使

用国内银行卡刷卡时不需输入密码，刷卡后签名确认，所以一定保管好

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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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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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德国前需要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具体资费需

咨询服务商。

在德国，手机运营商店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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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欧不等。

网络

慕尼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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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

地址：Romanstrasse 107, 80639 München

紧急求助电话：01755452913

交通：总火车站乘 Tram16 或 17 至 Roman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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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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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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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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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y-Exit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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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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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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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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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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gä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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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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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拥有非常便捷的铁路系统。慕尼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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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开通了中文网站（http://www.detie.cn/） 方便中国乘客预订。

如果多人出行，除了选择网上的特价票外，还可以选择以下种类的

德铁优惠票。

Quer-durchs-Land-
Ticket 周票

S c h o n e s -
W o c h e n e n d e -
Ticket 周末票

Länder-Tickets 州
票

使用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六或周日 周一至周日

有效性 一天无限次乘坐 一天无限次乘坐 一天无限次乘坐

有效时间段 早 9 点至次日凌晨 3
点

从零点至次日凌晨 3
点

早 9 点（周一至周五）
或周六、周日 24 点
至次日凌晨 3 点

有效范围 德国全境 德国全境 车票对应德国州

车型 德铁所有二等列车或
其他合作公司列车

德铁所有二等列车或
其他非德铁公共交通

德铁所有二等列车或
其他非德铁公共交通

人数 1-5 人 1-5 人 1-5 人

价格 1 人 44 欧， 每 增 加
一人加 8 欧

40 欧 23 欧起（每个州有不
同的价格）

长途汽车

德国的城际大巴车是由许多独立的公司运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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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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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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电影《慕尼黑》

1972 年第 20 届奥运会在慕尼黑举办，这次运动会是当时奥运史上规模

最大、耗资最多的盛会，参加的运动员及其代表的国家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但因疏于防范，11 名以色列运动员在奥运村被恐怖分子屠杀。电影《慕

尼黑》以该事件为背景展开情节，讲述身为“摩萨德”人的艾瑞克 • 巴

纳负责追踪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恐怖分子。同时，以色列方面为了对巴

勒斯坦人还以颜色，也随即派出了杀手对付巴勒斯坦人。本该是万众欢

腾的慕尼黑却被重重的阴森恐怖所笼罩。这过程中，以色列的杀手们也

开始不理解他们暗杀目标的选定方式，也不明白手中黑名单上的人从何

而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干掉名单上的所有人。随着整个

事情的发展，情况越来越复杂起来，杀手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

否正确。此时，人性的力量在每一位杀手心中起了作用。一面是上级的

命令，国家的需要，自己的使命，金钱的趋势；令一面是面带笑容的亲人，

同样流淌着鲜血的“敌人”。抉择、痛苦、恐惧、疑虑，重重复杂的内

心与外患纠缠着几个“摩萨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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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关于德国租车的详细信息，可见 Pigbird 的游记：http://www.

mafengwo.cn/i/832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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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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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交通路线图参见 15 页和 16 页）

慕尼黑地铁网站：http://www.mvv-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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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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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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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p://www.mafengwo.cn/i/832356.html%0D
ttp://www.mafengwo.cn/i/832356.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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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所有区域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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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内部区域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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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名称                                  地址电话 你的选择

01 玛丽安广场 Marienplatz, 80331 München □

02  圣母教堂 Fraunkirche, Frauenplatz 1   
+49-89-2900820

□

03  铁阿提纳教堂     Theatinerstraße 22, 80333 München 
+49-89-2106960

□

04  皇宫及皇宫博物馆 Residenzstraße 1, 80333 München    
+49-89-290671

□

05  英国花园        Liebergesellstr. 8, 80802 München □

06  德意志博物馆                        Museumsinsel 1, 80538 München   
+49-89-21791

□

07  啤酒节博物馆 Sterneckerstr. 2, 80331 München 
+49-89-24231607

□

08  宝马世界                    Am Olympiapark 1, 80809 München 
+49-89-125016001

□

09  宝马博物馆   Am Olympiapark 2, 80809 München □

10  奥利匹克中心                         Sp ir idon-Louis-R ing 21,  80809 
München 

□

11 安联球场                Werner-Heisenberg-Allee 25, 80939 
München

□

12  谷物市场                  Am V i k tua l i enmark t  6 ,  80331 
München

□

13  宁芬堡宫                         Schloss Nymphenburg 1, 80638 München     
+49-89-179080

□

14 皇家啤酒屋               Platzl 9, 80331 München  
+49-89-290136100

□

15  Wirtshaus Zum 
Straubinger            

Blumenstraße 5, 80331 München 
+49-89-2323831

□

16  Ratskellerl                Marienplatz 8, 80331 München     
+49-89-2199890

□

17 Donisl                  Weinstrasse 1, 80333  
+49-89-296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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