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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法兰克福的最佳旅行时节为春

末至秋初，此时温度舒适，适宜出行。

消费与汇率  德国在欧洲国家中属于中等消费

水平。法兰克福餐厅根据档次的不同，主菜在 8-18

欧之间。酒店双人间的价格在 70-120 欧之间，

青年旅馆的床位在 16-25 欧之间。展会期间酒店

价格会有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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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指南  法兰克福的夏季温度稍高，平均温度

约 25℃，可穿着短袖 T 恤、短裤、裙子等。但入

夜后和阴雨天气时，温度较低，仍需准备长袖衣物。

冬季温度有时低至零下，需穿着羽绒服、棉服并戴

好围巾、帽子等防寒装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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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福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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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ing Frankfurt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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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饮苹果酒

德国的啤酒鼎鼎大名，可到了法兰克福，更要尝尝地道的当地特色——苹果酒 Apfelwein。

苹果酒是一种将苹果榨汁后发酵而成的水果酒，堪称最典型的法兰克福当地饮料，在法兰克

福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该酒的酒精浓度不高，口感清凉酸爽，深受人们喜爱。

法兰克福的多数餐厅均有正宗的苹果酒供应。

 心在旅途   法兰克福老城 , 是整个法兰克福的中心广场

特别推荐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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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欧洲摩天楼的故乡

和欧洲其他的城市不同，法兰克福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是欧洲少数几

个有摩天楼的城市之一，欧洲最高的十座建筑有八座在法兰克福。因此

在法兰克福能够感受到不同的都市氛围。

★ 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是欧洲著名的国际展览会城市，欧洲重要的交易会很多都会在

此举行，最为人熟知的展会是每年 10 月的国际书展和每两年举办一次的

国际车展。具体详情可见节庆与活动（见 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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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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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罗马广场 Römerberg

罗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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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Römerberg,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费用：无

到达交通

地铁 U4、U5 线 Dom/Römer 站

 心在旅途   罗马广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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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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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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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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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fengwo.cn/i/1087064.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87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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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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德国电影博物馆 Deutsches Filmmuseum

德国电影博物馆位于法兰克福博物馆区内，它生动地向游客展示了电影

的制作过程，同时还有电影历史的展览，定期还会举办一些特别的电影

活动。

地址：Schaumainkai (Museumsufer) 41, D 60596 Frankfurt am 

Main

网址：http://deutsches-filminstitut.de/

开放时间：周二、周四至周日 10:00-18:00；周三 10:00-20:00；周一

闭馆 

联系方式： +49-69-9612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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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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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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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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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福市区内遍布各种类型的餐厅，而最值得一提的是饕餮胡同

（Freßgass）。这条街道位于歌剧广场（Opernplatz）和证券所街

（Börsenstraße）之间的街区，集中了各种咖啡馆、餐厅及专营各种食

品的商店。胡同东北方向的街道也散布着很多有趣的餐馆。夏日街边会

有啤酒和小吃贩卖，非常热闹。另外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附

近云集了各式德国啤酒屋，出售法兰克福正宗的苹果酒（Apfelwein），

店内气氛大都轻松活泼，并富有德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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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乌鸦   德国猪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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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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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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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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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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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theim Village 威尔特海姆购物村

购物村有超过 100 间品牌特卖店，建筑均为北欧风格，让人仿佛进入童

话世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超低的价格吸引了众多顾客。

地址：Almosenberg, 97877 Wertheim

网址：http://www.wertheimvillage.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六 10:00-20:00

http://www.mafengwo.cn/i/896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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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s线路推荐

法兰克福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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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糖 Amanda   美因河畔

节庆 Festivals

苹果酒节 Apfelweinfestival

8 月 9 日至 18 日，法兰克福人民都会聚集在罗斯市场（Roßmarkt），

欢度他们独有的苹果酒节。节日期间，平日安静的街道会变得热闹非凡。

除了畅饮美酒和享受美食，各种有趣的表演和节日也会为苹果酒节增色

添彩。

博物馆河岸节 Museumsuferfest

博物馆河岸节是法兰克福年度特色活动之一，将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

至 30 日举办。在美因河两岸，所有的法兰克福博物馆都通过各种特色展

出向人们展现自身魅力。除此以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舞表演、综艺

节目、音乐及风味美食等。http://www.museumsuferfest.de/

法兰克福车展 Internationale Automobil-Ausstellung

法兰克福车展始于 1897 年，是世界最早举办国际车展的城市。德国作

为现代汽车的发源地，在法兰克福举办的车展必是最专业和最顶级的汽

联系方式：+49-9342-9199100

到达交通：在汽车站站台 7-9 乘坐购物村购物快车，往返票价 10 欧，

每天 9:30 和 13:30 两次发车，回程分 15:30 和 19:30 两班。也可乘坐

火车至 Wertheim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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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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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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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各类戏剧和歌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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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总会及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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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fengwo.cn/i/1071788.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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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盛宴，每届都受到世界性瞩目。国际性汽车展 2015 年的举办日期为

9 月 19 日至 9 月 27 日。http://www.iaa.de/

法兰克福书展 Frankfurt Buchmesse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规模、最享盛誉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之一。书

展自 1949 年开始，每年 10 月第一个星期三至第二个星期一举行，为期

6 天。每年展会有超过 100 个国家、7000 多出版商和书商参与，被誉

为“世界出版人的奥运会”。2015 年的举办日期为 10 月 14 日至 18 日。

http://www.buchmesse.de/

圣诞集市 Weihnachtsmarkt

随着圣诞节临近，法兰克福的圣诞集市也于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2 日

在罗马贝格广场（Römerberg）和保罗广场（Paulsplatz）举行。圣诞

集市是德国和很多欧洲国家传统的活动，而法兰克福的集市则是最悠久、

最美丽的圣诞节市场。集市上出售各种新奇有趣的商品，还有美食和游

戏等着你，到访者马上就会融入轻松愉快的圣诞节日氛围中。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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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际化都市，英语在法兰克福使用也很广泛，大部分人可以用英文

做基本的交流，在景点、饭店、餐馆通常都可以使用英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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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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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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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求助电话

救护车 112

火警   112

警察局 110

网络 

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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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络

覆盖。

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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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

从法兰克福火车站正门沿 Am Hauptbahnhof/B44 向东南步行，经

Baseler Straße 及 Stresemannallee，约 15 分钟后抵达，或乘 S3 线

至 Frankfurt (Main) Stresemannallee 站下车，沿 Stresemannallee

向北步行 450 米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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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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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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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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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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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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份填写完整并亲笔签名的申请表（可从使馆网站 www.china.diplo.

de 上下载）
●  2 张（白色背景的）近期护照照片
●  签证费（60 欧，按当日汇率用人民币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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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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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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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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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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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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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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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可以在机场的火车

站或者 AIRail 柜台咨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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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ßebu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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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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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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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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线路由 Eurolines 公

司承运，具体的线路和价格可登陆网站 http://www.eurolines.de/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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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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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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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交通地图见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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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图书《少年维特的烦恼》

少年维特爱上了一个名叫绿蒂的姑娘，而姑娘已同别人订婚。爱情上的

挫折使维特悲痛欲绝。之后，维特又因同封建社会格格不入，感到前途

无望而自杀。《少年维特的烦恼》于 1775 年问世，它的出版被认为是

德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曾震撼了德国乃至欧洲整整一代青

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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