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景点

观光的时间有限？这十个地方您

必须看哟！ >>

文化艺术

 戏剧演出，展览，音乐会和其他

诸多文化亮点。 >>

郊游&自然

慕尼黑城中梦幻般的绿洲让您的

心灵荡漾。 >>

购物

慕尼黑是购物天堂：豪华、时尚

潮流、珠宝、饰品、艺术品等

等。 >>

探险&活动

 慕尼黑探险锐意来进取，保证物

有所值。 >>

服务

有关慕尼黑宝贵的旅游和背景信

息。 >>

食品 & 饮料

 餐厅、啤酒花园、咖啡馆和酒

吧：慕尼黑提供各种美味佳肴。 

>>

健康

慕尼黑医院提供最高水平的医疗

保健。 >>

地图

>>

欢迎来到慕尼黑  
热烈欢迎做客慕尼黑慕尼黑市，拥有140多万居民，是德国第三大城市，

也是巴伐利亚自治州的首府。根据兴趣所致都能发现一系列多元化的旅游

名胜。无论喜爱宏伟的建筑艺术、古老而庄重的教堂或历史悠久的城堡，

还是愿在宽敞的公园或路边咖啡馆轻松小憩，或是青睐具有浓郁气氛的传

统节日 — 保证每位游客都不虚此行。探寻慕尼黑最美丽的广场、特色美

食，并了解温馨的巴伐利亚生活方式。仅慕尼黑心脏的玛丽莲广场（Mari-

enplatz），一年四季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这里出发还有不少诱人的地

方。仅几步之遥的皇家啤酒屋 或者维克图阿立安露天市场和施兰恩大厅及

其美食摊位。

但大多数游客仍驻足于市政厅前，第一次观看木偶人钟琴表演。木偶机械

人在85米高的市政厅塔楼上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拥有高99米洋葱式圆顶

钟楼的雄伟圣母大教堂也近在咫尺 ，她塑造了慕尼黑在世界上的形象。祝

在慕尼黑有个美好的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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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的主要旅游
景点  
慕尼黑以其啤酒节而闻名于全球。当然在这百万人口大都市里还有很多其

它名胜可游览参观。若第一次来到巴伐利亚首府，下面的10个景点要看

哟。 之后如果仍有剩余时间还可选择其它喜爱的旅游景点。

在温暖的天气里，乘坐惬意敞篷双层巴士、奇特的户外双轮电动车或脚踏

自行车考察慕尼黑。

10大主要旅游景点 

1．圣母大教堂

“圣母大教堂”是慕尼黑的标

志 – 15世纪晚期哥特殿堂式建

筑。有容纳20000人的座位，是

跨越五个世纪的艺术杰作。她矗

立在慕尼黑市中心，位于玛丽

莲广场、卡尔广场和国宾广场

（Odeonsplatz）之间，她的两

个洋葱式圆顶钟楼从远处可见。 

2．玛丽莲广场

玛丽莲广场（Marienplatz）和

市政厅前的玛丽莲神柱与鱼之喷

泉是慕尼黑的中枢和心脏。这里

生机勃勃。游客、商贩、公交车

和有轨车以及购物者和享受生活

的人们往来如梭。新市政厅，是

玛利莲广场上最漂亮的建筑。在

夏季天竺葵装饰着阳台，在冬天

她躲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后面。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游客观看在

其正面隐藏的钟琴木偶人表演。

电梯可达高85米的塔楼观景台，

顶部的“慕尼黑之子”守卫着全

城。

3．国宾广场

特埃蒂娜天主教堂是意大利晚

期巴洛克风格建筑，统帅堂模

仿佛罗伦萨的佣兵凉廊而建。

踏姆卜斯是慕尼黑最古老的咖

啡馆。在国宾广场的感觉像是

在意大利。若来到这里，立即

会把华美的特埃蒂娜教堂（

圣•卡杰坦）看作是这个城市

最漂亮的教堂。 在白色和蓝色

的巴伐利亚天空下，放射出其

耀眼的鲜黄色。最后目光汇集

到宏伟的紫铜穹顶双塔钟楼。

若想最佳观赏路德维希大道，

需登上统帅堂瞭望。大道是为

巴伐利亚军队的荣誉而建，

两个大石狮守卫着伯爵蒂利

(Graf Tilly ) 统帅和武勒德亲

王( Fürst Wrede) 的青铜像，

也是巴伐利亚军队纪念碑。

4．国家大剧院

„二次被摧毁和重建：国家大剧

院，是古典希腊神殿的风格，是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和巴伐

利亚 

国家芭蕾舞团之家。享誉非凡的

歌剧院，让观众陶醉于芭蕾舞、

音乐会和歌剧演出之中。“

5．美术馆/博物馆区

给艺术爱好者的提示：老绘画陈

列馆、新绘画陈列馆和现代艺术

陈列馆珍藏了一些世界上最负盛

名的艺术品。此外，还可以在

布兰德霍斯特博物馆（Brand-

horst）零距离欣赏到700多幅

赛•托姆布利（CY Twombly）

提示 & 信息

所有慕尼黑旅游景点
一目了然

慕尼黑的旅游景点和名胜按其所

好。自己总结一个摘要吧！

点击这里有全部旅游景点的概

况 >>

慕尼黑观光游

可以以多种方式来了解这个城

市。舒适的旅游观光巴士或活泼

的自行车游，还有双轮电动车。

也许想找一个完全单独的导游， 

甚至想乘坐直升飞机或飞艇盘旋

于城市上空。

这里所有观光选项一目了然 >>

一日游

租车或乘坐火车离开慕尼黑完

成精彩一日游。探索神话般的

城堡，田园诗般的湖泊和山地

风光。

一日游窍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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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

ho）等艺术家的现代艺术作品。

6.国王广场

国王广场是现代生活、古典主义

和古代艺术的交融点。在赋予广

场雄伟不朽性格的古代雕塑展览

馆和古典艺术品收藏馆里展示了

千年的古老艺术品。馆外草坪上

人们享受着日光浴。在夏季国王

广场上有露天音乐会，从流行音

乐到古典派音乐，还有露天电

影。

7.德意志博物馆

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博

物馆。人们慕名而来：百万伏人

造闪电、航空、隧道挖掘，还有

很多令人从惊骇中难以忘怀会的

东西。

8.奥林匹克塔 / 奥林匹克

公园

„在奥林匹克塔190米高的观景

台上俯瞰伊萨尔河畔整个大都

市的迷人景色。高耸的新天线提

供了覆盖慕尼黑及巴伐利亚南部

地区数码电视信号传送，总共高

291.28米。为申办1972年夏季奥

运会，建成了3平方公里的大型

体育景观。 大胆的帐篷屋顶结构

和奥林匹克塔也从此 

成为现代城市的象征。除了承办

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场馆外，公

园还提供了全方位的休闲和娱乐

设施。“

9.和平天使

在摄政王大道的顶端，一个高38

米的和平天使柱守护着慕尼黑全

城。镀金的雕像不仅夺人眼目，

若夜间在照明灯下，也是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和平天使建于1899

年，以纪念法德战争之后25年的

和平岁月。

10.宁芬堡宫

装饰华丽宏伟总计500米宽的宫

殿花园和博物馆将游客带进了

巴伐利亚君主制时代。宁芬堡

宫曾是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

bach）家族的王宫。在宫殿建

筑群中尤其值得观赏的是开阔的

宫廷花园，其间有溪水缠绕、小

巧的湖泊和  时隐时现的凉亭。

远眺慕尼黑

如果想鸟瞰慕尼黑来犒劳自己，

有诸多选项可饱览全城 —— 加

上一点运气，甚至还能看到阿尔

卑斯山哟。 这里是5个主要远眺

点。

1.彼得大教堂/圣•彼得“

老彼得”

圣•彼得 大教堂（“老彼得”）

创建于11世纪，是慕尼黑最古老

的社区教堂。成功地登上教堂顶

尖，俯瞰慕尼黑梦幻般的市容， 

也还常常能饱览至阿尔卑斯山！

夏季登塔楼的开放时间：周一至

周五：9:00 至18:30点； 周六、

周日及节日：10:00至18:30点。

关闭时间：19:00点 冬季开放时

间：周一至周五：9:00 至17:00

点；周六、周日及节日：10:00

至17:30点。关闭时间：18:00点

2.新市政厅

登塔楼：11月至4月：周一至周

五：10:00 至17:00点5月至10

月：每天10:00 至19:00点周六、

周日及节日关闭。

3.巴伐利亚女神

在特蕾西娅草坪山丘的西端屹立

着一座高18米的青铜雕像 — 巴

伐利亚女神。代表巴伐利亚女性

形象及人格化守护神的头部是一

个小型观景台，并配有两把 长

椅。

4.和平天使

5.奥林匹克塔

教堂

慕尼黑的300余座教堂荟集了几

乎所有建筑风格。不容错过的是

慕尼黑市内的这些教堂。

圣母大教堂

彼得大教堂 /  圣•彼得“

老彼得”

特埃蒂娜教堂

阿森教堂 / 圣•约翰 内珀

慕克

在购物逛街之时，穿过森德林根

大街，无意间路过了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晚期巴洛克风格之一的教

堂。因为它是建立在房与房之

间，尽管装饰华丽的外表早已荡

然无存，但教堂内部，仍不愧是

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和金丝细雕的

洛可可风格的杰作。最初，教

堂是以圣灵内珀慕克（Nepo-

muk）冠名，后来称之圣约翰内

珀慕克（Sankt Johann Nepo-

muk）。

圣三教堂

圣三教堂位于伦巴赫广场附近。

根据乔瓦尼·安东尼·威斯康迪

（Giovanni Antonio Viscar-

di）的设计，1716年作为慕尼黑

三族还愿教堂而建成。作为慕尼

黑第一个晚期巴洛克风格的教堂

建筑，其特点就是1714/1715年

由科斯马斯•达米安•阿桑（Cos-

mas Damian Asam）设计并建

成的壁画穹顶。她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得以幸免。

全部教堂概况

点击这里浏览所有教堂概况 >>

城堡

„在慕尼黑与其周边有不计其数令

人赞叹不已的城堡。迷人的建筑

艺术和时尚的辉煌 —从乡村风格

到诗情浪漫和神奇童话  — 魔术

奇想。内城 

慕尼黑周边的城堡只需1-2个小

时便可轻松抵达 -- 最适合一日

游。“.

在慕尼黑

王宫

历尽5个多世纪沧桑的慕尼黑王

宫坐落于市内歌剧院附近，经多

次改建、扩建和重建。这个迷人

且复杂的建筑群是欧洲最宏伟的

城堡之一，拥有一个令人叹为观

止的珍宝馆。威武庄严的正面显

示出其雄伟壮观。昔日的巴伐利

亚公爵、选帝侯和国王曾经居住

于此。 

4月—10月中旬：9:00 – 18:00

点（停止入内：17:00点) 

10月中旬—3月：10:00—17:00

点（停止入内：16:00点）每天

开放。关闭日期为： 1月1日、

狂欢节周二、12月24日、25日和

31日。

宁芬堡宫

老宫和新施莱斯海姆宫

老宫和新施莱斯海姆宫位于慕尼

黑北部的郊区。宫廷般生活方式

的优雅与嬉戏交融于此。老王宫

建于1623年，其别墅般的建筑

装饰属于晚期文艺复兴风格。新

宫建造于18世纪，是巴伐利亚公

爵威廉五世（Herzog Wilhelm 

V）的归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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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 漫步（在慕
尼黑）  
慕尼黑之旅的成功窍门，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延伸为疯狂购物。慕尼黑提

供了让人陷入空前购物狂潮的理想环境。所有大型商场贯穿于市中心，可

以舒适地徒步探寻。在玛丽莲广场步行区周围的纽豪瑟大街和考芬根大

街，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购物机会 - 大型百货公司和知名品牌连锁店

在这里比比皆是，以及珠宝店、香水店或纪念品商店。隔壁不远，就漫步

到了森德林格大街、塔尔大街 和特埃蒂娜大街。

如果喜欢奢华的感觉，就请到马克西米连大街闲庭信步吧！慕尼黑的豪华

街具有无与伦比的城市风貌和聚集了精选的国际豪华精品、艺术品、高雅

的餐厅和精选的珍品。对于预算有限的游客，此地也必不可少哟！特种和

另类的时装店隐藏于城里的各个小区 -- 在这里，可以毫无问题地穿街走

巷，至少逛上半天，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可爱的小东西。其间还有漂亮

的咖啡馆和小餐厅，提供必要的小吃提神。

5条主要购物街

位于城市心脏中心有多家商场和

百货公司可供选择。包括下面的

商业区、商场和商业通道：

1.中心/ 老城

围绕玛丽莲广场老城区的考芬根

大街和纽豪瑟大街有各种国际知

名时装品牌的连锁店、大型百货

公司、生活用品选购天堂以及香

水店等等，比比相邻。所有一切

都近在咫尺，垂手可得。 

2.森德林格大街 / 庭院长

廊 / 哈肯区

这里稍微悠闲些。从玛丽莲广场

出来去森德林格门的路旁，是新

开业的购物拱廊和猎奇庭院长

廊，有众多中型商店和舒适的餐

厅，还有令人称奇的阿桑教堂。

3.特埃蒂娜大街/五进院

落/ 砖块结构建筑/王宫大

街

除了华贵时尚的购物天堂、文

学作品、精美的食品和生活起

居之外，购物的同时也为游

客展示了其屡获殊荣的建筑艺

术。高档商品的买家在这里也

能如获至宝。尤其在莎福布咯

克（Schäfflerblock）里是

具有开拓性和奇特性的时尚居

提示 & 信息

购物服务

若想要绝对无忧无虑且丝毫没有

不便之处的购物享受，可以预

订个人购物顾问或管家服务。这

样所有新购置的珍品会直接安

全和舒心地带回酒店。更多的

信息可在下榻酒店或玛利莲广

场的Galeria Kaufhof百货公司

获得。

免税购物

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游客，在德国

购物可以免掉增值税哟！

这里可以得到更多的购物信息 

>>

购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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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此外，低文化基金会最新

设计独特的立体空间感在五进

院落占据了一席之地。

4.布利内大街 / 路易波尔

德奢华城

布利内大街无疑是慕尼黑格调最

和谐的林荫大道之一。 途径国

宾广场，除了令人难忘的外观

以外，人们也为其如此奢华而

惊叹。艺术画廊、高档精品店以

及咖啡馆和餐馆错落有序。另

外，在Luitpoldblock奢华城，

再挑剔的游客也会选择到精美的

商品和一个深受欢迎的小吃咖啡

厅：Luitpold酒店咖啡厅。  

5.马克西米连大街

看到和被看到慕尼黑建筑艺术最

辉煌的大道是位于国家大剧院和

老城环路之间。这里的豪华精品

店争奇斗艳 – Dolce＆Gab-

bana、 路易·威登、迪奥、香

奈儿、古奇、Hugo Boss、范思

哲、奇安弗兰科·费和宝格丽 – 

其间还有魅力无穷的高档餐厅。

购物区

除市中心的商业街外，若还想在

其它地方寻觅一下，可毫无问题

地在接下来的市区里至少逛上半

天，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可爱

的小东西。其间还有无数家咖啡

馆和小餐厅，提供必要的小吃提

神。

花匠广场

以前这里是慕尼黑风流的同性

恋区。近年来已变为内城IN区并

开发成集时尚新潮和情景型商品

店、 无数家时髦发廊、咖啡馆、

小餐馆和现代酒吧为一体的人间

乐园。

施瓦宾格区 / 马科斯城 /

大学区

自古以来，施瓦宾格区

（Schwabing）就是慕尼黑最具

有创造性和最著名的地区之一 -- 

艺术与文化紧密相连，人们所发

现的小商店就如同一间间的画廊

和艺术家工作室似的。启发灵感

时装、饰品、居家等等。大学周

围有无数个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

温馨咖啡馆、餐厅和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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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是美食家的
乐园
慕尼黑仍然流行巴伐利亚传统的成语 - “人是铁饭是钢”。当然，在这里

可以尽情品尝到丰盛的巴伐利亚特色风味。毫无疑问，慕尼黑是啤酒都市

里的魁首。以至于慕尼黑啤酒成为世界著名啤酒节的代名词。来自187个

国家的人们能在慕尼黑生活 -- 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可以找到丰富多彩的

国际佳肴。众多的寿司餐厅、黎巴嫩的风味餐、波斯特色的美味、以及广

东的佳肴或是西贡的越菜，– 应有尽有。也有专门为素食主义者的素食

菜肴，犹太洁食或印度药膳。这也完全代表欧洲的思潮。特别流行的是意

大利美食，从中也反映出巴伐利亚南部地区的生活方式：随着阳光天气刚

刚乍暖，无论是在街边咖啡馆，还是在啤酒花园，人们就喜欢在室外就餐

了。晚上，可以在门派各异的各式酒吧里享用讲究的葡萄酒和精美的鸡尾

酒。 为兴趣盎然的厨艺爱好者开辟了品种繁多的超市和名副其实的熟食购

物天堂。地域性和时令性的新鲜农产品以及国际特色风味在慕尼黑也能轻

而易举地得到。因此，和亲朋好友及家人在家一起烹饪易如反掌。

典型巴伐利亚的

最好是在啤酒花园品尝慕尼黑啤

酒。29家传统的啤酒花园拥有18

万个席位，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

露天餐位。大多数的啤酒花园 – 

如在啤酒节上 – 只用1升为一札

的大杯子。

普拉尔茨的皇家啤酒屋

慕尼黑的一个品牌，已400多年

了，其名字享誉全球：Hofbräu-

haus。一年四季都有来自全球的

啤酒迷们涌进这座充满传统气氛

且备受崇拜的啤酒殿堂 — 同时可

容纳5000人。自1589年以来这座

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大楼就屹立在

老城普拉茨尔区。

中国塔

英式花园的中间，穿过树梢看到

一座高25米的塔。这让人联想起

一座中国寺庙，然而伴有铜管乐

队演奏的军乐让巴伐利亚生活情

调主宰了这里。

维克图阿立安露天市场

1970年在维克图阿立安露天市

场的中心一个大型啤酒花园开业

了。板栗树下，夏日遮住了中午

的炎热，雨天又保护了一些座椅

不被淋湿。其特色就是慕尼黑所

有的啤酒厂轮流供应啤酒。大约

提示 & 信息

慕尼黑环城观光

探觅城市，例如在烹饪导游引

导下，从品尝各色小吃中获得

惊喜。

城市观光概览 >>

慕尼黑咖啡馆

咖啡馆概述 >>

国际菜肴

慕尼黑餐馆概述 >>

巴伐利亚啤酒

所有啤酒厂也提供多种多样的巴

伐利亚无醇特色啤酒。

佳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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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6周一次的频率更换一家啤酒

品牌。

维也纳广场

皇家啤酒屋在风景如画的维也纳

广场有一个巨大的啤酒花园，其

硕大而古老的板栗树，如田园诗

般，且夏季成荫。从1896年至

1988年，皇家啤酒屋的啤酒厂

就在这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大楼

里。此前，著名慕尼黑皇家啤酒

屋在普拉茨尔区安家。

咖啡& 酒吧

在慕尼黑利用一个放松的时间舒

心地和朋友坐在一起，是件很容

易的事情。因为只要有机会，人

们就按照巴伐利亚的情致去享受

生活。随着第一次阳光的普照，

人们就喜欢骑上自行车出门，在

伊萨尔河边找好一个阳光明媚的

位置或者在就近的咖啡馆。晚间

还有些选择：夏天，人们在许多

餐馆露天吃晚饭，然后再去酒吧

喝上一杯葡萄酒或鸡尾酒。各种

水烟吧也邀请您在大堂气氛中放

松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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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熏陶  
慕尼黑的艺术收藏品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分布于46个博物馆和收藏馆，

以及70多家画廊，并受到欧洲整个文化界的仰慕。其收藏的古代和古典

艺术品，老绘画陈列馆、新绘画陈列馆、现代艺术陈列馆和、伦巴赫美术

馆，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在慕尼黑，艺术表演爱好者也期待着丰富多彩的演出。许多州级和市级的

剧院和音乐厅全年上演精彩的节目。

博物馆 & 画廊

慕尼黑作为一个多层面的文化大

都市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一百

多家博物馆、展览馆和画廊，以

及众多历史悠久的城堡和教堂所

收藏的文物珍品和艺术宝藏期待

您的到来。这里是一个选择，您

可以随时去博物馆和画廊参观。

 

博物馆 - 艺术 & 文化历史

艺术陈列馆 / 博物馆分布

给艺术爱好者的提示：老绘画陈

列馆、新绘画陈列馆和现代艺术

陈列馆里珍藏了一些世界上最负

盛名的艺术品。此外，还可以在

布兰德霍斯特博物馆（Brand-

horst）零距离欣赏到700多幅

赛•托姆布利（CY Twombly）

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

ho）等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

艺术之家

艺术之家是全球最重要的艺术机

构之一。这里有现代和当代艺术

家回顾展或专题展。 

国家古典文物收藏及古代

雕塑展览馆

2200多年的“巴贝里尼牧神”

大理石雕塑，即著名的色狼：

古代雕塑展览馆位于国王广

场，是慕尼黑最古老的博物

馆。这里收藏了古希腊和罗马

时期的雕塑珍品。

伦巴赫美术馆的市立画廊

和艺术建筑

伦巴赫美术馆曾经是画家王子弗

朗茨•冯•伦巴赫的故居和工作

室。如今，该画廊以广泛收藏艺

术团体“蓝骑士”的作品而闻

名。经过四年改建伦巴赫美术馆

已在2013年5月重新开放。

低艺术馆 

她很久以来就众所周知了慕尼黑

联合抵押银行的艺术馆是慕尼黑

最扣人心弦的展览馆，每年吸引

30多万名观众。

慕尼黑犹太博物馆

犹太博物馆，是位于圣詹姆斯广

场犹太中心的一部分，连同犹太

教堂和 

犹太文化社区一起。橱窗式和开

放讨论场所；博物馆提供有关犹

太人历史、艺术和文化等多样性

图片。

博物馆—科技 & 自然 

德意志博物馆

提示 & 信息

慕尼黑的探险之旅

除了体验慕尼黑文化生活之外，

如果还想干些什么，请参阅“探

险&活动”章节。

探险&活动 >>

 

慕尼黑博物馆的更多信息 >>

门票

慕尼黑门票

0180-54818181

info@muenchenticket.de

www.muenchenticket.de

百货公司Kaufhof预售门

票

卡尔广场百货公司Kaufhof 接

待处

089-51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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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汽车博物馆

汽车的魅力在感受和交货中心，

人们参观巴伐利亚汽车厂，即在

引擎盖下的最现代建筑艺术。

巴伐利亚文化艺术

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

艺术与文化 - 巴伐利亚及南德历

史

慕尼黑市博物馆

首府举办的大型展览。

啤酒 – 与啤酒节博物馆

大麦麦芽汁的粉丝们可以在这山

谷中寻觅到啤酒和啤酒节历史足

迹。

音乐 & 剧院

来自全球的歌剧歌唱家和芭蕾舞

舞星们在国家大剧院竞相献艺。

在夏季，著名的歌剧节吸引了成

千上万的游客。舞台剧和音乐剧

展现了德国戏剧。古典与现代话

剧分别在王宫剧院和慕尼黑剧场

演出。来自全球的歌剧歌唱家和

芭蕾舞舞星们在国家大剧院竞相

献艺。在夏季，著名的歌剧节吸

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舞台剧和

音乐剧展现了德国戏剧。古典与

现代话剧分别在王宫剧院和慕尼

黑剧场演出。 由世界著名乐音大

师领衔的三大古典音乐乐团： 慕

尼黑爱乐乐团、 巴伐利亚国家交

响乐团、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

团。爵士音乐家，说唱歌手，摇

滚明星及不同领域的音乐家们在

慕尼黑奉献轻音乐会和现场音乐

会。对他们而言，慕尼黑提供了

多种选择的现场乐音表演场地。

在小的地下室酒吧、豪华会所以

及大型音乐厅，一年四季都有丰

富多彩的现场音乐会。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每

年上演350场左右，不仅吸引了

众多观众，同时也让世界顶级明

星们纷至沓来。从莫扎特到瓦格

纳，从亨德尔到蒙特威尔第，其

代表作构成了精彩的演出曲目。

摄政王剧院

最初仅仅是为瓦格纳歌剧而建造

的节日庆祝大厅，后于1996年重

新开放的摄政王剧院，不仅作为

音乐会的音乐厅，同时也是诗歌

朗诵会的舞台。特别是来自全球

的嘉宾艺术家也在这令人难忘的

音乐剧院舞台上献艺。

花匠广场的州立剧院

不仅歌剧和轻歌剧，还有音乐

剧、芭蕾舞以及和现代舞蹈都是

该剧院演出的节目。在可咯肯巴

赫区环绕着轻松且无拘束的气

氛，人们可以在许多酒吧或餐厅

中享用一杯可口的饮料，用来结

束对剧院的访问。因为装修，剧

院停业至2015年。

德意志剧院 

具有高水平的舞台剧和音乐剧展

现了德国戏剧。音乐剧的爱好者

为此物有所值。因剧院装修停业

至2014年，易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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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 – 亮点  
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德国最大的联邦州。巴伐利亚州的文化被视

为传统的，非常活泼的，同时也向世界敞开的。当慕尼黑人穿上传统盛装

和演奏起巴伐利亚音乐时，显而易见，是在庆祝传统节日。例如在啤酒节

上，通常男性身着皮裤，女性身穿紧腰宽裙。但除了庆祝活动外，还可以

在慕尼黑经历很多。

当无数圣诞市场的工艺品及各种好吃的吸引时和体育爱好者在卡尔广场的

溜冰场上滑冰时，降临节期间会显得有些平静。但是，无论是春，夏，

秋，冬 -- 慕尼黑全年都有值得一看的景点。

节日，活动 & 市场 

啤酒节

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节日，每年举

办一次 — 9月中旬至10月上旬 

— 巴伐利亚传统魅力和世界各族

人民融汇在巴伐利亚女神脚下。

在2010年举办了啤酒节200周年

庆祝大典。每年，超过600万游

客涌向啤酒节。啤酒节，特别是

在慕尼黑传统啤酒厂的节日帐篷

里，每年喝掉500万杯（升）啤

酒，吃掉约50万只鸡。 啤酒节保

留节目包括节日主人和啤酒厂队

伍的入场式、身着传统服装队伍

和和火枪手队伍的游行。以及所

有啤酒节乐队的演唱会.啤酒节是

盛大的欢乐组合，有传统的旋转

木马、高科技翻转过山车、摩天

轮、超级大循环、巴伐利亚特色

棉花糖果、姜饼心、烤杏仁、气

球、毛绒动物玩具和纪念品等，

当然还有“维斯布登大街”的慕

尼黑啤酒厂14顶节日帐篷。

更多啤酒节信息 >>

 

Auer Dult 庙会

一年三次 - 在5月，7月和10月 

-  传统的举办地是在慕尼黑市的

AU区的Mariahilfplatz广场。 有

超过300个市场摊位和流动艺人

把Auer Dult庙会装扮成丰富多

彩的民间节日，吸引了大批成年

人和儿童。

Auer Dult的更多信息 >>

慕尼黑春节

春季的慕尼黑春节也被称之为小

啤酒节，就像秋天的一样，可以

尝试下令人兴奋不止的游乐活

动，还有小吃甜点等等。

维克图阿立安露天市场 & 

施兰恩大厅 

慕尼黑中心市场的女商贩们、诱

人的香味、充满异国情调的美

食、巴伐利亚食品及各种其他新

鲜的美味佳肴。 

维克图阿立安露天市场的更多信

息 >>

伊丽莎白市场

伊丽莎白市场在施瓦宾格西部的

区中心，距离霍亨索伦广场和选

帝侯广场不远。 

伊丽莎白市场的更多信息 >>

游泳

一年四季人们都能在慕尼黑众多

的浴场享受到水中的乐趣：水滑

梯、跳水板或波浪池。尤其是19

世纪末建于市中心的穆勒式公共

浴池。

提示&信息

慕尼黑夜生活

慕尼黑所有夜总会 >>

骑车旅游

在慕尼黑及其周边，骑车往往比

开车更灵便。鉴于四通八达的自

行车道，主动带着全家骑自行车

去野餐，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

一路畅通。自行车租赁处为儿童

提供全套设备。谁想让自己身体

放松，可以从玛丽莲广场出发，

乘坐人力车，穿内城观光。

购物商场

在城市中心的边缘还有各式各类

的购物商场，即使在恶劣的天气

也能风雨无阻地消遣购物。 

所有购物商场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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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式公共浴池

新建筑风格 – 室内游泳池，古罗

马式 - 爱尔兰式蒸汽浴池。

Cosima波浪浴池 

像是在大海里洗澡慕尼黑唯一波

浪式浴池

影院和夜生活

谁愿意晚上出去，可以在慕尼黑

获取得更充分。对所有感兴趣者

的探寻。悠闲的夜幕降临了，有

无数家配有国际佳肴的餐厅、酒

馆、酒吧可供您选择。然后，去

时尚或高雅的迪斯科舞厅尽兴和

跳舞 – 适合各种风格口味的音乐

审美者。音乐爱好者可以在慕尼

黑一年四季欣赏到由大明星和小

艺术家们举办的音乐会。还有影

迷们来到这里不要太仓促除了大

型、超现代的数码影院外，也有

几个小型电影院。某些影片还是

英语原版放映呢。。纵观今年还

要举办好几个电影节。 

所有有关慕尼黑夜生活 >>

所有有关慕尼黑电影院 >>

为了孩子和全家

慕尼黑作为充满爱心的国际化大

都市，给为儿童和家庭早就准备

了很多具有各种各样吸引力的景

点。为此，有艺术画廊、巴伐利

亚国家博物馆和其它博物馆。如

儿童团组需要英语讲解，请提前

预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旧

市政厅大楼的玩具博物馆让孩子

们的眼睛发光。这里广泛收集的

玩具让孩子们惊喜万分，那些是

在电子游戏问世之前的年代里同

龄人所爱不释手的玩具。

海拉不伦动物园

去海拉布伦动物园郊游是一次特

殊方式的探险自然之旅，并深入

到伊萨尔河畔迷人的生态保护

区。 特别优惠：如宠物动物园

或乘坐动物园内火车。尤其诱人

的是参观世界上第一个地理动物

园。

德意志博物馆里的儿童帝

国

尝试，实验，了解物理知识：在

德意志博物馆特殊部门的小科学

家们肯定不会觉得无聊。     每日

高峰时间 09:00 – 16:00点 

攀登中心

面积7800平方米高山攀登 – 纯

粹的挑战 — 城市的中间。孩子

们、专业和业余运动员都在这里

攀登。每日高峰时间 08:00 – 

23:00点

海洋生命

零距离探秘海底世界，而却不湿

衣服 。在海洋生物中心，胆子

大的孩子甚至可以让巨蟹爬到手

上。每日高峰时间10:00-17:00点

Lollihop儿童乐园

特别是在恶劣天气下的提示：在

奥兵大型儿童室内游乐园里孩子

们可以玩蹦床、竞跑、嬉闹、攀

登、涂鸦和跳舞。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14:00-19:30点;周

六、周日、节假日10:30-19: 30

点

森林探险中心

青苔什么味？野猪吃什么？野菜

什么味道？答案是在探险的途中

或展览里。开放时间：周一至周

五8:00 -16:30点，周六、周日

11:00-16:30点

安联体育场 

从北面开车进城，会被黑暗中从

慕尼黑最大的足球场射出的光线

所吸引，这里在进行FC拜仁或

TSV 1860的主场比赛。根据每

个俱乐部，主场比赛时点亮红色

（FC 拜仁）或蓝色（TSV 1860

）。

慕尼黑机场观光园

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孩子们的意

外惊喜，一个电影院，具有历史

意义的飞机真品。在慕尼黑机场

的观光园里会有如此多的发现。

巴伐利亚电影工作室 

伴随特技表演和4D影院体验，巴

伐利亚电影城为孩子们带来了惊

喜，并许可好奇地看到幕后的制

片人。参观“慕尼黑好莱坞”还

有英语导游讲解。

巴伐利亚大众天文台

参观后带给家长的后果：因为或

许孩子极希望能有个望远镜仰望

遥远空中的繁星。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4月至8月自21:00

点起，9月至3月自20:00点起

克朗马戏团

在传统的克朗马戏中可欣赏到野

生动物，小丑和杂技表演，惊险

之处观众会屏住呼吸。克朗马戏

团不单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

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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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郊游目的
地  
在众多的街头咖啡馆中，路德维希和利奥波德大街的这家是极好的放松之

地。但真正贴近自然而又放松的是英式公园，其面积为373公顷，还有200

多年古老的中国塔；或是伊萨尔河畔的绿洲，河水流淌而过，达13公里之

长。 

1972年在举办奥运会之际建造的奥林匹克公园，在温暖的季节里是理想的

散步场所。 

他290米的高塔呈献了迷人景观，在晴朗的天气，饱览远至山里

公园和花园

在这百万人口的都市中间有很多

绿地和公园，在那里人们可以从

闹市喧闹中得到一丝的放松。

英式公园

这个拥有373公顷的公园邀请您

过一个 慕尼黑式的郊游：啤酒花

园的巴伐利亚风味佳肴， 草坪上

的阳光浴，爱斯巴赫( Eisbach) 

上的冲浪搏击，诸多文化景观的

公园.从18世纪末以来，英式花

园就是慕尼黑人一个放松的绿

洲，同时也吸引了游客。他是最

大的城市公园之一 - 甚至比纽约

中央公园还要大。如画的植被，

漂亮的啤酒花园和所谓的“中国

塔”，使园区成为一年四季郊

游目的地。位置：英国花园是

沿伊萨尔河从南到北，从摄政王

大街的艺术之家到慕尼黑北部的

Unterföhring区。 

主要景点：希腊风格庙宇 /中国

塔/冲浪波/湖边居家/乘马车/湖

边租赁游船。 

伊萨尔/ Flaucher区域

伊萨尔河流经慕尼黑全城。特别

是夏天，慕尼黑人充分享用伊萨

尔河，去烧烤、戏水游泳和放

松。Flaucher区域是从穆勒兄弟

桥Brüdermühlbrücke，穿过动

物园，一直延伸到城市南段。他

是最受青睐的地方之一。这里禁

止烧烤。通过让伊萨尔河回复自

然，许多动物和植物又重现，使

Flaucher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休闲

娱乐区。

植物园

为啥要花数周时间去周游整个世

界？来植物园只需几个小时。有

室内和室外形状和大小各异的仙

人掌，几米之外的食肉丛林植物

和原生核桃树。

庭院花园

隶属于王宫的绿地花园威严妩

媚，就在慕尼黑市中心，在此可

以尽情地放松消遣，还能看到特

埃蒂娜教堂。庭院花园是最典型

的宫廷花园之一，属于北阿尔卑

斯山文艺复兴风格。 它位于国宾

广场以东，毗邻英式花园和巴伐

利亚州总理府。 

主要景观：商场/凉亭/喷泉

宁芬堡宫和花园

紧邻着宫殿前面的巴洛克式公园,

这里有一个宽阔的、带有小溪、

湖泊、隐蔽的凉亭以及一个流行

咖啡馆的宫殿花园。宁芬堡公园

提示&信息

更多慕尼黑的公园和花园 >>

关于骑自行车游览慕尼黑 >>

精彩一日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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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慕尼黑人最终爱的地方，一年

四季来这里观景、散步、享受。

主要景点：马尔斯达勒 (Mar-

stall) 博物馆和宁芬堡瓷器收

藏，宫殿花园 ，花园城堡

奥林匹克公园

主要景点：奥林匹克塔/奥林匹

克体育场/奥林匹克湖/海洋生物

中心

西部公园

景点：中国和日本花园、尼泊尔

塔、带有佛像的泰式凉亭

这里还有更多慕尼黑公园 >>

湖泊及其他郊游景点

您会发现此处所列景点，从慕尼

黑轻松出发都是一天的郊游行

程。从慕尼黑乘坐德国铁路火车

或定期巴士便可抵达。

新天鹅堡

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城堡，童话

般的建筑风格，装饰华丽的殿堂

和田园诗般的景致，每年吸引大

约130万人前来福森游览。这座

路德维希二世高大雄伟的建筑是

欧洲参观者最多的城堡。

海伦基姆湖城宫

基姆湖岛上的“新凡尔赛”

高天鹅城堡

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夏宫和

路德维希二世儿时的房间。

林德霍夫宫（加米施 - 帕

滕基）

被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所环绕的

林德霍夫城堡作为“皇家别墅”

。

国王湖

这个美丽的山区湖泊位于贝希特

斯加登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内。

最大深度超过190米，是欧洲最

美丽如画的湖泊之一。距离慕尼

黑：约2小时

楚格峰/加米施帕滕基

德国最高点，海拔2,964米。备

受游人喜欢的郊游节目和冬季运

动场所。 游客需要75分钟，乘坐

巴伐利亚楚格峰游览火车从加米

施 - 帕滕基抵达最高峰。德国唯

一的冰川滑雪区，滑雪场从11月

到5月对外开放。从慕尼黑到滑

雪场站（Talstation）：约1小时

萨尔斯堡

莫扎特之城， 位于阿尔卑斯山的

脚下，距离慕尼黑约120公里，

是值得一去的地方。除了莫扎特

故居和著名的大教堂，老城区粮

食胡同的商业街堪称一景。

大豪/ 集中营纪念馆

在达豪集中营旧址上建造了纪念

馆。达豪集中营是德国第一个集

中营。距离慕尼黑：大约0.5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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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在慕尼黑寻求医疗援助，会得到全方位最佳服务。在专业期刊国际排名评

比中，慕尼黑医院再次获得绝对最高分。慕尼黑医疗就诊的地址被证明是

所有行业中最受欢迎的之一。

很多专业的医疗服务均由专家担纲。医院都拥有国家最先进的诊断技术。

部分新建成的手术室也为先进的手术治疗技术和麻醉配备了高科技器材。

门诊和住院患者的诊断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最佳方法和提供所有诊断

可行性，为患者尽可能地缩短看病时间。

慕尼黑 - 医疗专业中心

慕尼黑在所有医疗专业领域的研

究，诊断和治疗都处于领先地

位。这绝不是巧合，因为这里的

科研、技术和治疗出色地结合在

一起。

慕尼黑在医疗领域里是欧洲主要

的管辖中心之一。

两个一流大学附属专科医院、拥

有4个地区级综合性大型医院的

慕尼黑市属医院 – 目前是德国南

部最大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基地 

-  和大约五十个非盈利与私立专

科医院营造了慕尼黑声誉，在国

内和国际上相比较，慕尼黑在所

有医疗专业领域的研究，诊断和

治疗都处于领先地位。慕尼黑拥

有超过13.000张病床和5000名医

生，以及各种诊疗所和实验室，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在欧洲提

供了一个几乎是无与伦比的高水

平健康医疗保健服务。

医疗服务的科学技术环境是慕尼

黑特有的优势。慕尼黑，由于其

自然和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医疗

保健方面精通专业的应用中心以

及众多的医疗技术公司，在“生

命科学”中拥有一个鲜明的形

象。慕尼黑在这方面的从业人员

约有24,000名。

医疗服务

慕尼黑医疗服务非常广泛并且具

有最高水平。 所要强调指出的是

慕尼黑医学专业部门的重要性。

他们中许多人在专业期刊国际排

行榜中作为出色的管辖中心名列

前茅。反响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患

者数量，以及外国的。  治疗范围

包含从预防到使用最先进治疗方

法技术并广泛治疗各种疾病。在

慕尼黑接受最新医疗诊断后，还

可以到周边美丽的乡村环境中去

康复疗养。 

眼科：又能看清

慕尼黑是眼部疾病诊断和治疗的

佼佼者。数量众多的眼科诊所和

眼科手术所，以最高专业水准为

他们的病人提供了精湛医疗保健

服务。先进设备， 安全可靠，加

上娴熟的检查技术能快速和准确

地确诊。无触摸式检查使用了光

学仪器或超声波辅助设备。

眼科学的最新外科技术，是靠非

常精确的激光技术，以确保治疗

的成功。今天，几乎所有眼科手

提示&信息

健康办事处

在慕尼黑，健康办事处让您有机

会在治疗前、治疗过程中或治疗

之后接受护理，服务方案是从选

择合适的医生或医院开始，还有

护理随行的家属，到经济结算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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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都可以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在

愉快的气氛中，完全无痛苦：如

眼睑、角膜、虹膜、晶状体和视

网膜的手术。 尽管如此，安全

始终要靠麻醉师对患者的持续监

测。慕尼黑医疗服务允许所有年

龄段的眼疾患者接受治疗。先天

性眼部疾病和炎症以及斜视在儿

童中尤为最突出。因糖尿病导致

眼部疾病对于成人及老年人来说

是一个治疗重点。  治疗不彻底可

能会导致失明。一个先进的诊断

许可选择柔和的激光或手术等最

佳疗法，让几乎所有患者能维持

或改善视力。

在慕尼黑手术范围很广

现代外科手术起源于慕尼黑：约

翰•内珀慕克•利特尔•冯•努斯曼

（1829至1890年）一生中实施了

近 25000台手术，其中包括在骨

科领域的手术，也已熟练地实施

于腹部、神经，肿瘤和骨移植手

术中，做过输血，最主要的是，

他引入了创伤抗菌感染治疗。“

操作卫生”，他的许多革命性手

术技术被世界所采用。

从那时起，药品和医疗技术取得

了快速进展；慕尼黑始终是医学

创新的中心。众多外科手术中

心、门诊专科医院，以及合格的

独立职业外科医生们活跃在几乎

所有的医学领域里：

外科手术的范畴包括先进的外科

手术技术的应用，如借用高度专

业化的设备实施微创外科手术（

所谓的锁孔手术）。该技术的优

点除有更好美容效果和增加患者

的舒适度外，还更快速地恢复，

尽早地返回工作和日常生活中。

与“经典”做法相比较，在手术

的安全性和质量上至少是等同

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

越。例如包括对膝盖的关节镜手

术、脊柱手术，以及激光手术。

手术成功的范围还包括恰如其分

的麻醉过程和先进的重症监护。

在高科技的环境中，外科手术始

终是一个团队。治疗队伍中的外

科医生、血管外科医生、诊断专

家、长年熟练的护士及护理师，

与麻醉师、重症监护师、放射科

医师，心血管医师、心病学医师

及实验室医师的紧密合作，是全

面知识和护理在所有治疗过程中

的保障。

紧急护理是有专业医生24小时监

护的。各种饮食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糖尿病患者。对于穆斯林患

者，有特殊的菜单。

为糖尿病患者的具体和特

殊帮助

综合治疗“糖尿病”变得越来越

重要。在慕尼黑，除了各大综合

性医院设有糖尿病专科外，还有

一系列大型专科医院的重点就是

专门治疗糖尿病。

乙型糖尿病在工业化国家居民中

是一种“富贵病”。全世界有近

2亿“糖尿病”患者。专家们担

心，在未来20年里乙型糖尿病

患者将增加60%以上。 其原因

主要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体力活

动过少，不像甲型糖尿病是由遗

传基因所致。乙型糖尿病患者带

有很大风险：乙型糖尿病患者除

了眼睛、肾脏和神经系统严重损

害外，与常人相比，其心血管疾

病、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增

大了三倍。此外，其寿命也要

降低十多年。因为通常这种糖尿

病患者，约70％最初患有血压

高，88%是超重，还常常血脂异

常。因此，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治

疗会迅速导致其它疾病，甚至危

及到生命。

妇科：完善的女性保健

德国慕尼黑拥有国内最大的妇科

医院。不仅慕尼黑大学有附属妇

科医院，而且市属以及私立综合

性医院都设有妇科，在国际比较

中处于领先地位。  与世界级主

要专科医院的国际合作，如美国

哈佛大学，以确保未来的领先地

位。

慕尼黑心病学 – 重中之

重

慕尼黑医学界有关心脏疾病领域

里的研究、诊断和治疗，在国内

和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至少是

因为巴伐利亚首府有两所世界知

名大学 — 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

西米连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

这两所大学附属心脏病专科医

院、古鲁斯哈登Großhadern专

科医院和德国心病学中心专治心

脏病及肺部疾病。除此之外， 四

家市立专科医院和很多家私立专

科医院也提供多种心脏病的治

疗，从快速多层螺旋CT扫描检

查，到胸痛治疗疗程。

尤其是对非慕尼黑常居患者，门

诊和住院患者的治疗诊断是非常

重要的：通过最佳方式的诊断可

行性与个别针对性的疗法，尽可

能地缩短患者就诊时间。

儿童特别医疗护理

儿童的医疗保健和治疗是不能等

同于成人，而是需要一个专门的

医疗培训。在慕尼黑，最高水平

的临床护理与各个专业领域的研

究是相连的。

所有年龄段的儿童  - 从特早的早

产婴儿到青少年 – 在慕尼黑都得

到陪护治疗。专科医院的医生们

为治疗儿童疾病，如癌症、肾病

或代谢性疾病，专门成立了亚专

科。此外，还与儿童外科手术、

慕尼黑施瓦宾格代谢中心、德国

心病学中心以及慕尼黑大学研究

所等机构建立本地链接。

骨科

现代骨科学，就讲德语地区而

言，起源于慕尼黑。 教授 1907

年骨科学在慕尼黑从外科手术学

中分立出来，弗里茨·朗格于出

任第一任主席。他的业务定向和

智慧，以及他学生们的才华，为

过去100年骨科学的发展起到了

深远影响。通过慕尼黑这所大型

骨科学学校的影响，慕尼黑已于

上个世纪就发展成为国际公认的

骨科学中心。在此期间，在慕尼

黑成立一批非常有成就的骨科医

院，在临床和科研上具有世界级

专家水平。

矫形及创伤外科学其专业领域里

的先进保留治疗法和外科手术治

疗法都具有国际最高水准。在所

有方面不断努力利用创新型的细

胞组织保留法和质量优化法，以

提高对病人的疗效。与当地医疗

技术公司（西门子，博医等）的

密切合作，在诊断和治疗上可使

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早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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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使用之前很久。

癌症 – 身心救助

慕尼黑在肿瘤学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市属专科医院、慕尼黑大学

附属专科医院和大批的私立专科

医院、个体职业肿瘤外科医生的

专科诊所等等为病后疗养提供广

泛的治疗措施。对于癌症患者的

医疗护理也具有高素质的国际标

准。例如位于慕尼黑马尔梯斯里

特区Martinsried的马克斯普朗

克生物化学研究所在遗传基因和

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和分

子肿瘤学研究所在癌症方面的研

究，补充了两所大学在该领域的

研究。

泌尿科：医疗领域，需要

很多的感同身受

医疗领域的“泌尿学”不仅指男

性，许多人相信，也包含女性和

儿童。治疗区域很“敏感”，从

医生方面需要很多的感同身受。

在慕尼黑，大学附属专科医院、

市属专科医院、众多的私立专科

医院、专门从事泌尿科的个体医

生提供给患者传统的和现代的治

疗方案。对于紧急情况，如肾绞

痛或突发性尿滞留，有泌尿科医

生昼夜值班的急救站。

康复：健康返回到日常生

活

一个心脏病发作后，一个意外事

故后，肿瘤治疗后，椎间盘或髋

关节手术之后  -  许多医疗手术，

都需要有针对性和全方位的康

复。“康复”的目标就是让患者

再次“适合生活”。

慕尼黑和其风景优美的周边地区

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慕尼黑

周边的许多家专科医院，尤其是

在施塔恩贝格湖畔、施塔费尔湖

畔、泰根湖畔或基姆湖畔的，荟

集了各个医疗领域中最佳的病后

疗养。住院后有合格的医生和训

练有素且相应于康复对象的专业

人员，帮助康复患者快速或持续

地恢复健康和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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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  
如果您还在设计慕尼黑之行，在此可找到关于入境、出境、酒店预订、观

光旅游、医疗保健、交通以及更多有价值的旅游信息和地址。 抵达慕尼黑

后，您会得到各种旅游信息和服务广泛的咨询，包括多语种且针对您个人

在慕尼黑逗留期间的建议。慕尼黑主要旅游景点，包括艺术与文化、活动

与节日、美味佳肴、购物和美妙的郊游，您来亲身体验吧。

大型-及豪华酒店

不仅是5星级的舒适服务，还有

可嘉的市中心位置。 令慕尼黑大

型 & 豪华酒店倍受欢迎。不管是

在火车站附近，还是位于老城中

心 – 下榻在美丽的城市慕尼黑都

是无比自豪的。马克西米连大街

及其周边，是欧洲最美丽的林荫

大道之一，令奢求再高的游客也

能满足。

这里的豪华酒店让世界各地的客

人永生难忘。多年的经验和酒店

传统，一些酒店可以追溯到上个

世纪，与最现代的服务水准相连

接，着眼于客人的个性化舒适渴

求。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是这些

顶级酒店的常客，最高水准的舒

适是让客人时时倍感惊喜。

从单间到别致的总统套房的高雅

陈设， 皆符合世界顶级豪华酒店

的服务标准。 无论在酒吧、餐

馆，还是在酒店的夜总会，或者

在美丽如画市中心周边的奢侈品

购物街 – 围绕着豪华酒店，一切

应有尽有。慕尼黑最著名的旅游

景观、画廊、剧场以及世界闻名

的巴伐利亚国家剧院，都紧邻这

些高级酒店，同时还有丰富多彩

的艺术表演吸引着人们。

毋庸置疑，有关现场演出及节目

内容的详情和具体细节，游客可

在每个酒店的前台索取。

创意设计酒店

所谓创意设计酒店充满了开拓的

精神。精美的艺术品、和谐一致

的组合、装潢雅致的房间，使酒

店客人在文化与艺术层面得到满

足。通过精细迷人的室内设计，

充满艺术的内部装潢吸引住了游

客，让人们注意到了酒店的风雅

和谐。

现代和古典的艺术作品不仅装饰

着每个房间，同时也装饰着餐

厅、酒店大厅或者保健美容生活

区。 绘画、设备安装、半身塑

像、设计夸张的家具以及雅致的

装饰，将酒店空间营造出了不同

反响的氛围，在这里客人是酒店

的主角。

每个房间各有不同，细节决定了

每个客房的迷人魅力和气氛。不

论是超现代派的，或者是优雅的

古典主义 – 慕尼黑的创新设计酒

店迎合每位客人的趣味，人们很

快就会有在家的感觉。

在市中心和紧邻市中心且有吸引

力的街区，创意设计酒店为客人

在这喧哗的大都市中心提供了一

种田园风光般的宁静。例如在热

闹的克洛肯巴赫区，有许多这样

的酒店。尤其是那里的新潮咖啡

馆、温馨的餐馆和小设计师店，

非常有名。

提示&信息

酒店预订尤其是啤酒节（9月中

旬至10月上旬）和大型展览期

间，最好提早预订。平时大部分

房间可短期内随时提供。

酒店在线预订 >>

服务链接

所有重要信息一目了然 >>

交通信息 >>

慕尼黑公共交通时刻表和地图 

>>

团队景点服务

步行或搭乘巴士，有超过25种

语言的详细导游讲解。导游参观

可根据要求或自由结合。

电话：0049-(0)89-233-30234, 

-30231

邮件：tourismus.guides@

muenchen.de

急救电话 >>

旅游信息 – 个性化的
服务

个性化现场咨询服务和在抵达时

酒店预订，您只需咨询我们的现

场服务中心。

火车总站和站台旅游信息

4月至10月：

周一至周六：09:00 -- 20:00点

周日和假日：10:00 -- 18:00点

11月至3月：

周一至周六：09:30 -- 18:30点

周日和假日：10:00 -- 18:00 点 

玛丽亚广场旅游服务信息 

（ 新市政厅）

周一至周五：10:00 -- 20:00点 

周六：10:00 -- 16:00点

圣诞节市场期间  周日：12:00 – 

18:00 点

天气

慕尼黑属温带气候，无严寒，

无酷暑尽管如此在12月至2月期

间，极有可能是长时间的霜冻

期。同样6月至8月，平均气温可

能达到30度以上。

全年降水，夏季多暴雨，冬季时

常下雪。因此最好随时携带雨

伞。

慕尼黑人喜欢冬季运动，城市提

供滑冰、滑雪、长跑等多种体育

项目。夏季有许多水上运动，仅

城里就有7个湖区和9个露天游泳

场，城市周边有更多湖泊和游泳

水域。

慕尼黑人喜欢户外运动。只要有

阳光，即便是在寒冷季节，许多

咖啡馆和啤酒馆也会把桌椅搬出

室外。每月的气温：

1月:  零下10 至17摄氏度

5月：零下6   至30摄氏度

6月- 8月：零下 7 至34摄氏度

时区

欧洲中部时间

酒店

这里人常道：“好床好梦”，特

别是说酒店。不论是短暂的旅游

或者是长时间的逗留，每一位旅

行者都会找到相应的下榻之处。

雅致的豪华酒店、独特的创新设

计酒店或者价格合理的公寓式酒

店，这个巴伐利亚大都市会让

全世界的客人在逗留期间倍感温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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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酒店

慕尼黑传统酒店以其传统特色的

内饰散发出古老慕尼黑不可比拟

的迷人魅力。正如本地慕尼黑先

祖们知道的那样，令人尊敬的墙

壁背后是一个古老的巴伐利亚传

统的维护。酒店的餐厅提供巴伐

利亚和阿尔卑斯地区的风味菜

肴。许多传统酒店位于老城区，

就在世界著名的慕尼黑皇家啤酒

屋附近，这里还保持着巴伐利亚

传统的风俗习惯。

公寓-酒店-“度假闲居” 

计划在慕尼黑逗留时间较长的游

客，建议去有类似酒店服务的公

寓式酒店下榻。

讲究的客人租住带有全套家具居

室的公寓式酒店，还可以选择性

地使用如购物，清洁，洗衣等温

馨的服务。视野好且设施豪华的

公寓，会使您的生活更温馨。最

先进的技术和一个水疗中心和健

身计划，促进高水准的舒适起

居。

无论是一个人或整个家庭 - 公寓

客房大小不一；价格与停留的时

间长短而波动，按每晚或按月结

算。公寓酒店一般在紧邻市中心

的区域，或是稍远一些的僻静居

民区。

慕尼黑很多酒店还提供公寓客

房。

在线酒店预订 >>

电话预订酒店

住宿预订，您可以轻松地拨打我

们的电话服务

+49 (0)89 233 96500

周一至周五：09:00—18:00 /周

六09:00 —17:00点。

服务信息

入境/签证

在德国逗留期间通常您需要有

签证。它可以在德国大使馆或

领事馆申请（见下文），办公

处理时间约按2周计算，旅游旺

季期间会更长。入境必须出示有

效签证，申请德国落地签是不可

能的。如果您到德国接受医疗诊

断，也需要您出示一个费用承担

说明。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

卫生局或领事官员。持德国签证

通常有权继续旅游到奥地利和其

他申根国家。

更多信息请咨询外交部 >>

抵达- 和继续旅游

无论您是乘坐飞机，火车或者汽

车旅行，— 在德国和慕尼黑，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设施。

机场。

慕尼黑国际机场位于慕尼黑市中

心西北约35公里。他是一个在欧

洲最现代化和效率最高的机场。 

每年约30万人次，并有两个航站

楼：1号航站楼：例如阿联酋航

空公司和阿提哈德航空。2号航

站楼：汉莎航空公司和星空联盟

（如卡塔尔航空公司）。从市中

心出发预计需要45分钟。很多种

可能性哟，大约每10分钟就有一

列从市中心至机场的轻轨列车。

（S1和S8）汉莎航空机场巴士运

行时间是5点至20点，每隔20分

钟发车。慕尼黑有大约3500辆出

租车，快速和轻松地地把您带到

城市的任何地方和机场。

更多信息 - 国际机场 >>

火车

对于前往德国南部，以及奥地利

和瑞士的方向，通常建议您乘坐

火车。列车驶向所有主要城市。

德国之旅

慕尼黑与全德国的所有主要城市

都有铁路连接，每小时首发车，

大部分是ICE (特快)。乘车时

间，如前往斯图加特2小时、法

兰克福3.5小时、汉堡和克隆5.5

小时、柏林6小时。

欧洲之旅

从慕尼黑乘坐火车可抵达中欧的

主要城市。例如，直达维也纳，

布达佩斯，巴黎，阿姆斯特丹和

罗马。慕尼黑紧邻奥地利和瑞

士。在冬季，您可以享受1.5小时

内的超级Akigebieten。

车票：

火车总站的客车服务中心

从国外：+49 1805-996633

（EUR 0.12/Minute）。在德国

境内，请拨打的：11 8 61（收

费）。

网址：www.bahn.de  >>

公共交通

探寻慕尼黑，最好不要乘汽车。

城市有密集的交通网：近郊火

车、地铁，轻轨列车和公共汽

车，舒适并安全。几乎可达城市

的每个角落，

更多有关公共交通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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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指南 佳肴指南
01 Zentrum / Altstadt
Kaufingerstraße, Neuhauserstraße, 

Tal, Viktualienmarkt, Schrannenhalle

02 Sendlinger Straße / Hof-
statt / Hackenviertel
Sendlinger Straße

03 Theatinerstraße / Fünf 
Höfe / Schäfflerblock / Resi-
denzstraße
Theatinerstraße, Residenzstraße

04 Briennerstraße / Luit-
poldblock
Briennerstraße

05 Maximilianstraße
Maximilianstraße

06 Gärtnerplatz
Gärtnerplatz, Klenzestraße, Reichen-

bachstraße, Corneliusstraße, Baader-

straße

07 Schwabing / Maxvorstadt 
/ Universitätsviertel
Feilitzschstraße, Hohenzollernstra-

ße, Schellingstraße, Türkenstraße, 

Amalienstaße

08 Hofbräuhaus am Platzl
Platzl 9 // 80331 München

09 Chinesischer Turm
Englischer Garten 3 // 

80538 München

10 Viktualienmarkt
Viktualienmarkt 9 // 80331 München

11 Wiener Platz
Innere Wiener Str. 19 // 

81667 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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