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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了解慕尼黑

被誉为“僧侣之地”的慕尼黑作为德国最富裕的巴伐利亚州首府，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面，是一座

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也是德国最瑰丽的宫廷文化中心。 

每年成千上万游人专程来到慕尼黑参加啤酒节(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慕尼黑是一座很耐看的城市，它不同于德国首都柏林的现代大都市风格，慕尼黑丰富的历史文

化以及财富积累构筑起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对这座古朴城市的持久爱恋。12世纪以来将近800年中

，这里一直是拜恩王国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王城之地。作为拥有125万居民的德国第三大城市，慕

尼黑一直保持其由众多教堂塔楼等古建筑组成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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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城市景色(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慕尼黑还是一座文化名城，除拥有一家规模巨大的国家图书馆、43个剧院及一所拥有8万多学

生的大学外，慕尼黑还有四多：这就是博物馆多、公园喷泉多、雕塑多和啤酒多，

难怪它又有“伊萨河畔的雅典”之称。

最佳旅行时间：

9、10月是来慕尼黑旅游的最佳时间，这时候恰逢闻名世界的慕尼黑啤酒节举行，城市里到处热闹

非凡，每天都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这样更能感受慕尼黑浓厚的民族气氛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需要注意慕尼黑夏秋季节日夜温差的变化，需要适当增减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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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节热闹的场面(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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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慕尼黑的行前准备

   

1、如何办理签证

德国驻华使馆签发的旅游签证，一般对一次进入下列申根国家有效：比利时、德国、法国、希腊

、意大利、卢森堡、奥地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

申请旅游签证

办理旅游探亲签证，需提供护照和邀请函，逗留德国时间不超过3个月填黄色申请表，否则填写白

色申请表；须交2—3张照片、经济担保书(须经德有关当局认可)、亲属关系公证书。

  表格可以在德国领事馆的官方网站上下载，打印后填写即可，照片的要求在官方网站上有专门

的说明文件。申请逗留期限超过3个月，还须交体格检查表。  

 

  中国人因私赴德办理旅行签证，一般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一是委托中国旅行社代办，出国者

可将本人护照与有关证件交给他们，并填写申请签证的表格。表格上所需提供的信息包括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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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出生年月、婚姻状况、国内户口所在地地址、现在居住地址、工作单位及职务、旅行目的

、逗留期限等。另一途径是，旅客自行前往德国驻华使馆办理签证。

申请探亲旅游签证

申请有效期不超过3个月的德国旅游签证，须递交下列材料并符合下列条件：

(1)认真填写贴上照片的黄色申请表，一式2份。

(2)有效护照(签证有效期不少于90天的护照)。

(3)德国的某一旅行社的预订证明，证明中须写明旅游日程安排、往返和当地交通及住宿情况，自

助游旅游者须有个人的预定证明(旅馆、旅行情况)。

(4)交付旅行费用证明。

(5)医疗保险证明(保险公司证明)每人一份。

(6)用德文或英文书写的工作单位提供的证明：内容包括工作岗位、月工资、准假证明。

德国对入境和居留的规定：

(1)外国人前往德国探亲，获得入境签证后，还应申领居住许可证。可先委托在德国的亲属朋友事

先向外国人管理局申请代办，也可在入境后再申办。

(2)入境后如果变更居留地点，要及时向外办管理局报告。

(3)旅游签证持有者，不能从事任何工作，如果想从事何种工作，必须获得外国人管理局签发的工

作许可。入境者临时发生种种特殊情况，如意外伤害事故、交通事故、疾病等，在签证限期内不

能按时离境的，可以再次申请签证。

提交申请地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东直门外大街5号 100600

电话：010-65325556 65322161--65

传真：010-6532523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平福路151/181号

电话：021-64336951-53

传真：021-6471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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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兑换

货币

德国是申根国家所以使用欧元（€；代码EUR），兑换欧元现金最好去德国当地正规银行进行办

理，在办理前可以比照下当天外汇牌价。需要注意在国外身上不要带过多的现金，50欧元的现金

已经属于大数目了，因为当地人出去做任何事都是刷卡，所以咱们也入乡随俗能刷卡就尽量刷卡

。 

  中国银联现已开通在18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银联卡受理业务。欧洲的德国、法国、西班牙、比

利时、卢森堡的ATM业务已于2005年12月开通。目前，上述五个欧洲国家，已经有近5万台ATM

取款机可以用银联卡取款，包括借记卡和信用卡，德国占了这个数量的一半左右。

赴德国之前 请检查银联卡

（1）您的卡片正面应印有“银联”标识，如果没有，可到发卡银行申请换领新卡。

（2）不论借记卡和信用卡，均请在卡片背后的签名条上签名，如果没有，请提前补上签名。

银联卡在德国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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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德国贴有“银联”标识的商店和自动取款机（ATM）可以受理刷银联卡，除花旗银

行(Citibank)开通ATM查询功能外，其它银行暂未开通，不过更多服务即将推出。

  （2）部分商店或 ATM可能没有张贴“银联”标识，也可主动询问商店收银员，能否通过银联

网络使用银联卡，通过ATM上张贴的“EUFISERV”标识或收单银行的标识确认该终端使用使用

银联卡。 

各个银行的标志

在德国如何使用银联卡

（1）银联卡不能在境外进行银行柜面转账和提现，不能通过商户POS终端提现，可以做欧元刷卡

消费，人民币扣帐。

  （2）汇率统一采用当日国内银行挂牌的欧元对人民币卖出价。

  （3）持卡人不需负担额外货币转换费用 。

刷卡购物请签名并输密码

（1）商户刷卡购物，请在签购单上签名。

  （2）收银员核对签购单与卡片背面签名是否一致。

  （3）不论借记卡和信用卡，刷卡时请输入密码（卡片若无密码，请直接按确认 ）。

消费撤销：商店POS刷卡消费后如需消费撤销，请咨询收银员选择撤销方式

旅人提示：中国银联境外服务电话， 0800-0007-224

资料参考: http://www.chinaunionpay.com/abroadCard/cardKnow/file_124727.html

               http://www.ouline.com/topic/index_text.php/?id=qiye&story_id=11849

   

3、去德国前补充知识

（1）电压220伏，圆形插头，旅客应自带电源转换器。

（2）卫生间的门上写着"H"的是男用，写着"D"的是女用。

（3）如果不是特别着急，不要在机场、火车站等处使用需要用信用卡的公用电话。

（4）德国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一定是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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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慕尼黑向当地人有意表现出你是拜仁慕尼黑足球队的粉丝，可能会受到特别的礼遇。

（6）乘火车常用字：U(U-bahn) 市内地铁，S(Schnell-bahn) 郊外火车，DB(Deutsche Bahn)

德国火车，Hbf(Hauptbahnhof) 中央火车站，Ab(Abfahrt) 开出时间，An(Ankunft) 到达时间，Gleis

月台，Fahrkarte 车票，DB Reisezentrum 火车站问询处，Zoll 海关，Eingang 入口，Ausgang

出口，Messe 展览，D(Damen) 女洗手间，H(Herren) 男洗手间，Nichtraucher 非吸烟，Raucher

吸烟区，Verspaetung 迟误。

   

4、慕尼黑的节日

(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每年的十月份慕尼黑都要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啤酒节—十月狂欢节。十月狂欢节将持续十五

天，期间特蕾茜草坪的露天广场就成为啤酒、欢庆的世界。

在狂欢节的日子里，严谨的德国人一改往日的作风，巴伐利亚的热情如同被压抑已久一样瞬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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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而出。

  慕尼黑的嘉年华会，2月，该节日以狂舞而著名。

  骑马游行

4、7、10月。由装饰各种物品的马和彩妆的人们形成的队伍，游行至祭祀圣格欧克的教堂。

史特劳斯古典音乐节 6月

  歌剧节 7月，慕尼黑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亮点。

  儿童节 7月 从15世纪延续至今的儿童节庆活动，1000多位穿着民族服装的儿童展开游行。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5、在德国的通讯

在慕尼黑拨打电话首先需记得德国国家代码是0049，慕尼黑的区号是（0）89，如果从国内往慕尼

黑拨打电话格式是0049+89+慕尼黑当地电话。

在慕尼黑拨打电话最方便也是最常见的是德国电信的桃红色公用电话亭，大部分电话亭都需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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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IC卡，面值为5、10欧元，这种电话IC卡在报亭小店都有卖，但是也有弊端就是用这种卡打电话

价格比较昂贵。

书报摊同时还会出售一种叫voip的Pre

Paid电话卡，使用这种电话卡要先拨一个0800开头的免费电话号码，所以比较适合在酒店使用。

现在德国也有一种PrePaid手机卡（Blueworld卡），这种卡就跟移动的神州行电话卡差不多，可以

直接装在手机里用，打国际长途非常方便且便宜，只有需要几分钱一分钟。

中国移动的全球通手机卡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信号，如果只是短期出差或者旅游，可以

去移动营业厅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大概需要缴纳200多元的押金。到了德国后，一下飞机打开手机

，就会自动收到短信：介绍关于在国外如何更加节省的拨打国际长途，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或者总

领馆电话等等。等回国后再到移动营业厅取消业务即可，拿回押金。

旅人提示：

虽然德国的手机接听是免费的，但是手机拨打手机相当昂贵。017开头的一般都是手机号。

                                               13 / 69



�������

慕尼黑：啤酒之都
  

三、慕尼黑Hold住你的六件事

   

1、安联球场感受拜仁慕尼黑红色激情

足球场外观(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慕尼黑这座城市不同于德国其他城市的一点在于这座城市的血液中流淌着的不只有日耳曼人的

骄傲同时还有巴伐利亚的激情。而这激情的爆发地正在慕尼黑的安联球场。

  正如世界其他足球发达国家一样，慕尼黑这座城市也有一份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足球文化，而这

座城市的那个代名词叫拜仁慕尼黑。每到周末，慕尼黑这座城市就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球迷穿着

拜仁慕尼黑的队服来到安联体育场来为他们的主队加油助威。这中间有父亲带着儿子来观看的，

也有热恋中的情侣，更有一家老小来这里的。而这家俱乐部多年来的成绩也确实值得大家这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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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从远处看，安联体育场就像一艘救生筏，所以德国人给它起了一个绰号—Schlauchboot（橡皮

艇）。就算你不是一个球迷，来到慕尼黑也一定不能错过这座承办过2006年世界杯开幕仪式的安

联体育场，因为在这你将看到平日严肃的德国人最疯狂的一面。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球迷，那么这里更是你必须来的地方，在这里你将找到成千上万的伙伴，红

色拜仁慕尼黑将点燃你们，你不再是一个路人，你将找到属于你的归属感，这里就是你的圣地。

   

2、大驾光临宝马总部 体味动力激情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提到德国让人马上想到工艺的精湛和技术的领先，加上富有天赋的世界级设计师们，这三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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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的东西就是宝马，而慕尼黑正是宝马汽车的故乡。

  宝马大厦旁的银色碗状建筑就是宝马博物馆，从外观看这个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现代艺术品 。

宝马博物馆内收藏有宝马经典款式的摩托车和汽车300多辆，甚至能找到邦德的座驾经典款—Z5和

曾经完成环球旅程的宝马1500CC摩托车 。宝马博物馆的展品以时间顺序陈列，通过参观可以清楚

看到宝马各个时代的车型变迁，不过最令车迷激动的还是前卫的概念车，从这里可以一窥未来汽

车的发展趋势。

   

3、不醉不归 在慕尼黑啤酒节狂欢到天亮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等豪迈的情景以前看书时就觉得很过瘾，在慕尼黑啤酒节上会让你感

受到这样彻底放松的感觉。慕尼黑啤酒节（又称“十月节”，Oktoberfest）每年九月末到十月初

在慕尼黑举行，持续两周，是慕尼黑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很多人来到慕尼黑就是为了一睹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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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风采。

  其实想感受啤酒节的气氛，根本不用去主会场，整个慕尼黑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海洋里。到处

都是穿着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女孩的衣服是那种胸口开的很低的，围了围裙的裙子，男孩的是

那种鹿皮的背带裤，特别帅。

  节日期间所有人都放下了平日的矜持，不知酒精的作用还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看着这座景色秀

丽的山城，品一杯由沐浴着巴伐利亚热情阳光而生长的麦子酿造的啤酒，此等惬意已经让人无法

言表。慕尼黑啤酒节简直就是一场欢乐的盛宴，不论你是哪国人，在啤酒节期间都可以聚在一起

喝上一杯由身穿传统巴伐利亚“紧身边衣裙”的美丽姑娘端上的啤酒。

旅人提示：

（1）啤酒好喝，而且不算贵，价钱与国内酒吧相差无几，甚至比国内要便宜。

（2）慕尼黑啤酒质地很好，味道纯正，酒精含量比其他地方的啤酒要低，仅为4.5%。

（3）在啤酒节期间喝啤酒一般不用小杯子，而是用能装半升或一升的陶罐子或同样大小的玻璃杯

。

（4）在有些有名的啤酒馆里，人们都买装在小木桶里的啤酒。酒桶放在桌上，随喝随倒。木桶不

大，可装10升啤酒。

（5）在啤酒节期间，街上各个帐篷里都是由身穿巴伐利亚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给顾客送酒。虽然

看上去她们都很苗条，但却力大无比，双手可拿10只装满啤酒的大酒杯。

   

4、在慕尼黑玩具博物馆实现童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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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在慕尼黑市中心的旧市政厅的老钟楼上面，有一个玩具博物馆。玩具博物馆里的珍藏除了这些

几百年高龄的铁皮玩具，还有古董级的泰迪熊。这些旧旧的泰迪熊如今已经是拍卖市场的宠儿。

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泰迪熊拍卖活动， 20世纪中早期的古董熊的平均身价在100

0至6000英镑间。德国名门史蒂夫出产的玩具熊是泰迪熊中的鼻祖，目前已经绝版。

  玩具的世界仿佛是一个想象中的异邦，那里似乎美好无比，幸福无缺。可惜不是，几百年前，

几百年后，玩具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不曾变化过。不曾完美过，可我们生活在其中，也并非不

快乐。而慕尼黑无疑是一个有着浓重童话色彩的城市。

   

5、沿着浪漫之路和爱人骑上脚踏车

浪漫之路是全世界旅游者最喜爱的旅游路线之一，也是德国大名鼎鼎的观光街道。它北起美因茨

，途经拜恩州，一直延伸到德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脚下富森，总长约336公里，是骑脚踏车旅游爱好

者的首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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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茨堡主教宫(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每年有200万人往返于浪漫之路，使其成为德国闻名遐迩的度假线路。路上有大量的英语和日

语标志，还有许多马车和兜售艺术品的商贩。一路上，从北到南，风景不断变换。华丽得令人震

惊的维尔茨堡主教宫，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梦幻城堡—新天鹅石宫，陶伯河上游有名的

古城—罗滕堡和古城墙突兀的小城丁克尔斯比尔。这里拥有几个世纪前的古朴风貌和迷人气氛。

无论在浪漫之路的哪一处，您都会亲自发现有特色的菜肴、美味的葡萄酒、气象万千的自然风光

和城市风情、充满童话色彩的城堡、乡村教堂和古时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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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鹅宫(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旅人提示：

尽管这里游客非常多，但仍不失为一个旅游的好去处，在出发前最好提前精选目的地，否则众多

的中世纪建筑可能会令你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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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坐在慕尼黑的剧院，享受一场精神盛宴

慕尼黑这座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面，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血液中不仅有着德国人的严谨，

同时也有着巴伐利亚式的激情。在巴伐利亚激情中，也诞生了无数的艺术作品。作为巴伐利亚的

重要城市，慕尼黑拥有众多的博物馆、歌舞剧院等。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在王宫的南面，马克斯约瑟芬广场东面。建于1811年到1818年间，是世界一

流歌剧院之一。建筑风格为希腊柱廊式建筑，柱廊上的三角壁装饰有阿波罗和九位艺术女神的雕

像，剧院内部装饰华丽。

  歌剧院在未被二战盟军轰炸之前，这里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

手》、《莱茵的黄金》和《女武神》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第二部歌剧《火荒》的首演之地而名

扬海外，如果没有战争的人为损毁，那些首演的历史遗物将会是歌剧爱好者最具实感的追思。

  1963年重建而成现如今的架构，那些逝去的大名鼎鼎的指挥家冯�彪罗、理查�施特劳斯、瓦

尔特、克纳佩兹布什、克劳斯、索尔蒂、肯佩、弗里乔伊、凯尔伯特、萨瓦利什因为相继做过这

里的音乐总监而对这座歌剧院做了精神上的最大补遗，有了这些公认的名字，巴伐利亚国家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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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不再需要添置什么历史文物了。

当你亲身来到这个剧院看到一层一层环绕着的座位和包厢，它的宏伟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像任何

一张CD都代替不了现场的音乐会一样，所有的照片都涵盖不了它的气势，这种气势只有目睹才会

惊愕，也才能知道大场面和大阵势的真实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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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慕尼黑旅游景点

慕尼黑市区地图

   

1、新市政厅广场（Marienplatz）

作为慕尼黑最重要城市地标的新市政厅广场，论广场的中世纪气息不及布拉格的旧城广场，论广

                                               23 / 69



�������

慕尼黑：啤酒之都
场的宽广甚至不及天安门广场的百分之一，但很多人仍就对它痴迷，如同曾经走过的其他欧洲名

称一样，这里拥有慕尼黑自己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电话：49 89 23300

开放时间：广场上钟塔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9:00-6:00；星期六、日10:00-19:00；11月-4月的

星期六、日闭塔。

地址：Marienplatz 8, München

如何到达：乘搭S1、S2、S4~S8线至Marienplatz City

Center站下车，乘地铁（蓝色U）3线（橙色）、6线（蓝色）至Marienplatz站

旅人提示：

新市政厅前方的广场上有许多咖啡屋、餐厅，是人群最常聚集的地方，可以说这里是慕尼黑的心

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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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市政厅（Neues Rathaus）

站在广场上，新哥特式的慕尼黑新市政厅大楼跃入眼帘。大楼设有德国最大的报时钟，每天11点

整和5月至10月的12点、17点、21点准时敲钟并进行表演。

  当鐘声响起、在塔中央有两层楼高的舞台上，就会出现一群与真人等高的玩偶，表演一场生动

的偶戏。上层舞台是中世纪骑马作战的情形、下层舞台则是一群节庆时表演欢乐舞蹈的场面，虽

是机械操作却相当灵活。每到演出时间，玛丽安广场上就挤满仰首翘望的人群。都想一览慕尼黑

市区著名的景观，游人还可搭电梯登上鐘塔，视野极好。 

(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电话：49 89 23300

地址：Marienplatz 8, München

交通：乘搭S1、S2、S4~S8线至Marienplatz City

Center站下车，地铁（蓝色U）3线（橙色）、6线（蓝色）至Marienplatz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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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新市政厅里面有一家酒吧非常不错，位于市政厅的天井中。这里游客少，大多都是当地人，特别

推荐一种高杯子的鲜酿啤酒口感非常不错。

   

3、圣母教堂（Dom zu unserer lieben Frauenkirche）

慕尼黑的标志建筑之一，又称为洋葱头教堂，慕尼黑圣诞市场的宣传画所画的就是它。教堂建于1

5世纪，但尖顶竣工于50年后的16世纪。16世纪的欧洲，哥特式的建筑时代已被文艺复兴风格代替

。哥特式教堂免不了也被安上了当时时髦的圆顶，即“罗曼国家的”帽子，它的意思也就是“异

国风味的”或“意大利风味的”。不过，经过圣母教堂的内化，后来，洋葱圆顶风格成了以后巴

伐利亚诸多教堂建筑的典范。 

圣母教堂(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电话：49 89 2900820

开放时间：平日7:00~19:00(周四至20:30、周五至18:00)

如何到达：乘搭S1、S2、S4~S8线至Marienplatz City

Center站下车步行约3分钟。地体：乘地铁（蓝色U）3线（橙色）、6线（蓝色）至Marienplatz站

                                               26 / 6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579&do=album&picid=50817&goto=down#pic_block


�������

慕尼黑：啤酒之都
地址：Frauenplatz 12, München

网址：www.muenchner-dom.de

   

4、皇家啤酒屋(Hofbr�uhaus)

在慕尼黑市区的曲径通幽处，却有着当地最古老、最著名的酒吧— 皇家啤酒屋。这里是1923年希

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的地方。皇家啤酒坊1644年成立，1830年对公众开放，以自酿的淡啤酒

、黑啤酒以及全麦白啤最出名，日耗啤酒1万升，这里不愧是每年10月激情啤酒节的主会场。“霍

夫勃劳”(Hofbr�uhaus)的意思就是“王家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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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皇家啤酒屋并不算大，与城里某些大的啤酒馆相比尤其显得舒适而亲切。对于喝啤酒的人来说

，再没有比“十月节”更神圣的了。

  即使不是一掷千金的旅游者，也不要放弃体验任何有意思的东西。到了慕尼黑，不去皇家啤酒

屋吃肘子喝啤酒，简直是白来。如果事先知道一些慕尼黑的节日和当地特色娱乐、美食等信息，

可以让你不虚此行，而且当地人多的地方一般都是既便宜量又足。

如何到达：乘地铁（蓝色U）3线（橙色）、6线（蓝色）至Marienplatz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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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绘画陈列馆（Alte Pinakothek）

慕尼黑被是为欧洲最重要的美术收藏地之一，最主要的就是拥有巴伐利亚历代君主和王公贵族数

百年来累积搜集的欧洲艺术杰作，而坐落在中央火车站东北方约1公里处的这座美术馆就是陈列这

些精品的所在地，这家美术馆名列世界六大美术馆之一。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呈H型的这幢建筑，是19世纪初由Ludwig一世下令兴建而于1836年完成，专门用来陈列14至18世纪

欧洲各国知名画家的作品，共计有7000多件；其中包括达文西、拉斐尔、鲁本斯、范达克、林布

兰特、秀拉等巨匠的杰作。经常有喜爱西洋艺术的旅游者来到此地，逗留良久都不忍离去。

票价：联票，12欧；优惠价7欧；单一票价：古绘画陈列馆5欧；新绘画陈列馆5欧；现代绘画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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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9欧。

如何到达：乘地铁（蓝色U）2线（红色）至Theresienstra�e站

   

6、宁芬堡（Schlo� Nymphenburg）

这座德国境内数一数二的巴洛克式广大宫殿，是前巴伐利亚大公的夏季离宫，建筑华丽典雅、装

饰繁复细致，占地200公顷的庭园更是毫不比欧洲其他宫殿逊色。

  虽然曾遭受二次大战波及，但修复后仍不减其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宁芬堡除了宫殿本身和庭

园外，还包括散置在庭园中的数幢建筑。以镜厅著名的狩猎小屋 Amalienburg、浴场

Badenburg、中国装饰风格的茶屋 Pagodenburg、隐者之屋Magdale-nenklause，均各有特色。 

(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目前以三幢建筑组成的宫殿，除了陈设保持原来风格的精美外，挂满Ludwig一世命令宫廷画家

绘出的36幅美女肖像的美女画廊(Schonheitsgalerie)、 展示昔日王家乘坐工具的马车博物馆(Marstall

museum)、收藏各种以前王室使用物品的宁芬堡陶器搜集馆 (Nymphenburger Por-zellan Sammlung

Bauml)，亦是不可错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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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79 080

票价：7.5欧元

如何到达：S-bahn的1-6到Laim站下，换乘公共汽车41路，到Schlosss Nymphenburg

开放时间：4月1日至10月15日09:00－18:00，10月16日至3月31日10:00－16:00。

   

7、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是一组特大型体育建筑群，是1972年第20届夏季奥运会举办场地，也是目前

慕尼黑市民最佳的运动场去处。

  整个公园由33个体育场馆组成，包括可容纳80000名观众的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可容纳9000名

观众的游泳池、14000座席的综合体育馆等。

  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半边有顶，有一个靠50根吊柱吊起的几张“鱼网”组成的帐篷式屋顶。吊

柱有的高达80多米。这帐篷屋顶部遮住半个体育场，它的面积达7.5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屋

顶，相当于10个足球场那样大。这“鱼网帐篷”是半透明的，全部是人造有机玻璃。 

                                               31 / 69



�������

慕尼黑：啤酒之都

鱼网帐篷(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最吸引游人的还是高290米的奥林匹克电视塔，它是慕尼黑最高的建筑物，在它的中间有观赏

平台和旋转餐厅。搭电梯至塔顶，从塔上俯视，可以鸟瞰慕尼黑全城。天气好时，还可望到阿尔

卑斯山峰的秀丽景色。

  这座运动场不仅举办体育赛事，也有露天文艺演出、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邦�乔维(Bon

Jovi)和罗比�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都曾在这里举行过音乐会。

电话：306 70

门票：1.5欧元

开放时间：9:00至16:30

如何到达：公共汽车36、41、81、84、136、184到Olympiapark站下；地铁3号线到

Olympiazentrum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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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慕尼黑安联球场（Allianz Arena）

慕尼黑安联球场以它精巧的结构和壮丽的外观，成为慕尼黑以至于德国的荣耀。安联球场被选为2

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幕式赛场。这座可以容纳66000人的球场在2005年5月30日正式启用，由慕尼黑1

860队和德国最成功的俱乐部拜仁慕尼黑队联合出资建造。 

远观球场和周边(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票价：10欧元/成人，家庭套票29欧元

电话：89 2005

地址：Werner-Heisenberg-Allee 25, München

网址：www.allianz-arena.de

如何到达：S1、S2、S4~S8线至Marienplatz City Center站，转U6线至Frttmaning下

   

9、宝马博物馆（BMW Museum）

宝马博物馆位于宝马全球总部“慕尼黑宝马品牌体验中心”，是“宝马品牌体验中心”的核心组

                                               33 / 6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573&do=album&picid=50749&goto=down#pic_block
http://www.allianz-arena.de


�������

慕尼黑：啤酒之都
成部分。宝马博物馆总面积5000平方米，为“碗形”造型设计，它的旁边就是宝马“四汽缸”总

部，两幢造型独特的建筑就这样壮观的展示在游人面前。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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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49-89-3820

门票：3.5欧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周日和节假日9:00-16:00。

地址：Petuelring 130, München

网址：www.bmw-welt.com

如何到达：U2、U3线Petuelrin站

旅人提示：

宝马博物馆不但会提供播放英文解说的耳机，还设有小电影院，播放宝马发展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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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国公园(Englischer Garten)

英国公园位于慕尼黑伊萨尔河畔，占地达350公顷，是慕尼黑最大的公园。也是欧洲大陆最早的风

景花园之一和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 由于园林营造上效法英国，草地开阔，小径蜿蜒，顺应

自然，极少人工雕凿，因此起名“英国公园”。 

园内中国塔(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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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中草坪浓绿，林荫密布，野鸭嬉水河中，天鹅漫步草坪，一派和谐的自然风光。 公园北部以

树林为主，多幽静小路，人较少，能看见骑车跑步的市民。南部人气比较旺，有大片的草地，是

有名的“天体浴场”。

如何到达：乘U-Bahn到Universitat，Giselastrasse或 Münchener Freiheit站下。

网址：www.schloesser.bayern.de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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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观赏

德意志博物馆的全部展品，得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博物馆内的飞机展厅(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这所规模庞大的博物馆位于伊萨河东南的一个小岛上，博物馆包罗万象，几乎展出了人类已取

得的全部科技成果。这里有大量可供游客亲自动手体验的设施、煤炭模型和盐坑，也有专门以乐

器、岩洞、测地学、微电子技术和天文学为主题的精彩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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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欢迎的节目来在能源厅，一名博物馆的职员由一个绝缘的法拉第笼子缓缓升起，同时，22

万伏特的电流闪击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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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边新奇好地方推荐

   

1、达豪集中营纪念馆

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是纳粹分子的第一个集中营，由亨利．希姆莱

于1933年3月建立，用来囚禁政治犯人。当年这里关押着20多万囚犯，至少32000名囚犯遇难。现

在这里是一个纪念馆，完全参观这里的展览需要大约2到3小时。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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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豪集中营纪念馆位于集中营的东北角，上午11点30分和下午3点30分有一个长达22分钟的英语讲

解。

电话：669 970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9:00至17:00

地址：Alte Romerstrasse 75

网址：www.kz-gedenkstaette-dachau.de

 

   

2、新天鹅城堡

新天鹅城堡是德国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城堡， 最著名的是位

于慕尼黑以南富森(Fussen)的阿尔卑斯山麓的新天鹅城堡，也叫白雪公主城堡。新天鹅堡的名字来

源于中世纪，一个关于天鹅骑士的传说。这犹如人间仙境的地方藏着有关魔法、国王，骑士的古

老民间传说，它的建立者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国王。他亲自参与设计这座城堡，里面有大

量德国天鹅雕塑，他梦想成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城堡。由于白色城堡耸立在高高的山上，其四周

环山和湖泊。 

                                               39 / 69



�������

慕尼黑：啤酒之都

(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票价：新天鹅堡门票为9欧元/人。另外还有其他套票出售，票的上面有参观的时间和导游号，因

此可以根据票上的入堡时间确定上山的速度。

开放时间：4月1日至9月30日，周一至周日9:00-18:00

交通：乘慕尼黑到富森的列车，车程约2小时。

地址：Alpenseestrasse 12, München

网址：www.neuschwanste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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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潘丽利 提供)

旅人提示：进堡前可以领用讲解器，新天鹅堡的自动讲解器有中文讲解，这在欧洲并不常见。

   

3、施莱希姆

慕尼黑北郊的施莱希姆是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三座辉煌的宫殿，还有一座航空博物馆。

施莱希姆新城堡（Neues Schloss Scheiss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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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在这三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的施莱希姆新城堡。这座

盛大的宫殿效仿凡尔赛宫而建造，是由当时的王子马克思．伊曼纽尔于1701年构思设计的。在宫

殿里，你可以看到当时非常流行的家具和绘满壁画的拱顶，壁画由当时的高产艺术家科马斯.达米

安.阿萨姆创作。宫殿四周坏绕着适于野炊的美丽公园。

电话：318 8720

票价：成人/儿童 4欧元/免费

营业时间：4月到9月9:00至18:00,10月到次年3月10:00至16:00，周一休息

地址：Max-Emanuel-Platz 1

施莱希姆老文艺复兴城堡（Altes Schloss Schlessheim)

这里陈列着与宗教庆典和普鲁士文化相关的收藏品。

电话：315 5272

票价：成人/儿童 3/2欧元

开放时间：4月到9月9:00至18:00，10月到次年3月10:00至16:00

地址：Maximilianshof 1

路斯特海姆城堡(Schloss Lustheim)

坐落城堡公园的东侧，城堡中收藏的顶级迈森瓷器，数量仅排在德累斯顿要塞博物馆后面。

电话：315 8720

票价：成人/优惠价 3/2欧元

   

4、施塔恩贝格(Starnberg)

这里一度是皇家的静养地，至今仍是政客、名人和少数富豪喜爱的度假胜地。施塔恩贝格湖是人

们亲近水域，逃离慕尼黑喧嚣的一个休闲地，交通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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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施塔恩贝格城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的北端，是五大湖区的心脏，除施塔恩贝格湖之外，湖区还包括

阿默尔湖和较小的pilsen湖、worth湖及wesslinger湖。

   

5、安德希斯修道院(Andechs)

这家修道院经历了1675年一场大火后的重建，现在是一个洛可可式的建筑，在这里游人看到一些

德国最古老的祈祷蜡烛。不过绝大多数游客来这里的目的都是参观Braustuberl，品尝传说中的圣本

甜露酒，这是修道院的啤酒馆和花园，被称为啤酒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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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修道院中的僧侣们500年来一直在这里酿造啤酒。这里供应6种不同的啤酒，从黑啤到白啤，一

应惧全。这里总是挤满了游客，使人忘记这里是一个宗教场所。在夏天的周末里，这里尤为拥挤

，提供餐饮的小卖店里排着长长的队伍。

电话：08152 3760

门票：免费

价格：4月到9月8:00-19:00，10月到次年3月8:00-17:00

如何到达：乘坐城铁6号线和五号线可以到达，8.8欧元/张

   

6、男人岛

在素有“巴伐利亚海”之誉的德国基姆湖上，有两座遥遥相对的神秘小岛：男人岛和女人岛。就

像男人和女人永远有说不尽的话题一样，这一对拥有特殊名字的小岛，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男人岛是路德维希二世奇异想象力的体现，岛上还有一座宫殿叫海伦基姆宫，此宫殿始建于18

78年，建设的初衷并非作为皇家的官邸，而是路德维希二世表达对心目中的英雄路易十四的敬意

。这座宫殿甚至胜过凡尔赛宫，房间比凡尔赛宫更大也更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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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基姆宫(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因为国王特别的“性取向”，他找来王宫里英俊的马夫和士兵，让他们穿上土耳其式的服装跳

舞。当然，女士是不准入岛的，就连国王最亲的表姐也被拒之岛外。不过，如今的男人岛早已对

所有游客开放。这里到处可见笑容可掬的女性游客：她们或独自领略着岛上的人文风情，或与男

友手拉手漫步于林荫小道。

电话：688 70

价格：7欧元

开放时间：4月到10月9:00-17:00，10月中到次年3月9:40-16:14（游客在岛上游玩没有时间限制）

如何到达：在Prien-Stock（5.9欧元）或Bernau-Felden（7.5欧元）之间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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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慕尼黑餐饮

从慕尼黑机场的露天餐吧，到玛利亚广场旁的地下餐厅，老城的农贸市场啤酒园，基姆湖畔小镇

旅馆，加米施-帕腾基兴的啤酒节，再到菲森古镇的罗曼蒂克之路，一路上，都可以看到餐厅内外

、遮阳伞下、木制餐桌旁，举着酒杯、切着香肠、嚼着面包的慕尼黑人，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他们吃喝时的享受与满足，让游人不由得想融入其中.。在慕尼黑可以尝到德国传统美食，慕尼黑

因啤酒而闻名，市内到处都是啤酒馆，吃的比较随意，常见的是猪蹄和香肠，各国风味的饭店均

有。

(图片由网友  @潘丽利 提供)

Hofbrauhaus啤酒馆

巴伐利亚最知名也最受欢迎的啤酒馆，但这里总是塞满了喝得歪歪斜斜的游客，有时可能稍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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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安全。

地址：位于Am platz 9。

Dukatz im Literaturhaus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是一个时尚高雅人士聚集的地方，其中的小餐厅提供自制的三明治和蒸馏式奶制咖啡，主菜价格

较高，不过非常美味。

地址：位于Salvatorplatz 1。

  奥古斯丁啤酒坊的小酒厅(Augustiner Br�u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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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奥古斯丁啤酒坊是全城独一无二的。要是您厌倦了精致的汤汁和纤细的鸡胸肉，那么在这儿您一

定会享受到丰盛的大餐：烤猪肉、丸子和甘蓝菜。所有的人都坐在长木桌旁边，一边吃喝一边聊

天，可谓是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其喧闹的程度甚高。

宫廷饭店(K�nigshof)

宫廷饭店是慕尼黑的经典式盛宴饭馆。顾客可在这里品高级美食，饮一流美酒，陶醉于巴洛克式

的氛围，眼望卡尔斯广场(Karlsplatz)的美景。这里的服务堪称一流。

奥林匹克塔旋转餐厅(Drehrestaurant im Olympiaturm)

奥林匹克塔旋转餐厅在182米的高处，每旋转一周要49分钟的时间。如果能见度好，其浪漫夜景简

直无可匹敌，而精美的菜肴更为这一美妙时光锦上添花。

享受文化 市政厅楼下的美味

如果选择住在离慕尼黑市中心很近的MUNICH

CITY假日酒店，只需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著名的玛利亚广场。

Rats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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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这是一家装潢很具巴州文化的餐厅，在市政厅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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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肴依旧是慕尼黑著名的烤猪膝、鸭腿、香肠，只不过有一道汤很特别，德国人称其为面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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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用餐，还一定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厨师就会捧着一个呲着烟花

的蛋糕，为你身边的某一个人庆祝生日，将用餐的气氛调动至最热烈。  

Zum Franyiskaner

  这里经营巴伐利亚地区风味菜，特色菜有白香肠和啤酒。

电话:49 089 2118120

地址:Residenzstrasse. 9

Donisl

  有三百年历史的巴伐利亚风味餐馆。菜单是带有照片的，价格公道。

  地址:Weinstrasse 1

  电话:49 089 296264

 价格：人均消费16-23欧元

Ratskeller

 坐落在新市政厅的地下，以自家制作的香肠拼盘为主，有巴伐利亚多种风味菜肴的餐馆。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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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装潢气派、高档。

  地址:Marienplatz 8

  电话:49 089 2199890

  价格：人均消费13欧元

Spatenhaus an der Oper

餐馆最出名的是巴伐利亚风味的鸭子和猪肉。价格与菜还算便宜。啤酒的味道很好。需要事先预

约。

电话:49 089 2907060

价格：人均消费8欧元

地址:Residenzstrass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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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慕尼黑住宿

慕尼黑是德国的第三大城市，一些高级而古典的旅店分布在比较安静的旧市区，或中央车站附近

。比较经济实惠的旅店，也集中在中央车站附近。现代化的酒店多在郊区。在秋季啤酒节等旅游

旺季，应提前预订酒店。

推荐住宿

高档：

Bayerrischer Hof

电话：212 00

地址：Promenadeplatz strasse 2-6

价格：单人170-228欧，双人276-406欧

介绍：是慕尼黑最具豪华风格的旅馆致意，因其重要的核心位置、游泳池和爵士乐俱乐部而著称

。大理石雕塑、古董和油画是这里的主要装饰。附近有三家出色的餐厅。

德皇宾馆(Deutscher Kaiser)

电话：545 30

地址：Arnulfstrasse 2，中央车站附近。

价格：单人99欧，双人134欧。

介绍：西班牙风格的宾馆。宽敞的房间和浴室采用了时髦的混合式装修风格，以长毛绒、暗色木

头和不锈钢作为装饰材料。这里可以眺望到城市中的最好风光。

中档：

Hotel Schlicker

电话：242 8870

地址：Im Tal Strasse 8

价格：单人105欧，双人200欧

介绍：迄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地理位置绝佳，在商业中心附近，旅馆的房间宽敞时髦。因为太受

欢迎，预订是有必要的。

经济型：

你的慕尼黑之家(4 you Mnuchen)

电话：552 1660

地址：Hirtenstrasse 18，中央火车站附近。

价格：铺16.5欧，单人43.5欧，双人68.5欧

介绍：是一家受欢迎的青年旅舍，自诩为注重生态与环保的旅馆。房间简单但干净，其中某些价

格较高的房间带有私人浴室。26岁以上的旅客需多付16%的费用。

  每一个人 旅馆(Hotel Jadermann)

电话：543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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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Bayerstrasse 95，中央火车站附近。

价格：单人34-99欧，双人49-149欧

介绍：价格很便宜。房间较小，但很舒适，房间内有上网用的数据端口。有家庭房，房间之间有

彼此相通的门。楼下还有免费上网的地方。这里友好的员工会讲英语。

  DJH青年旅舍(DJH Hostel)

电话：141 4300

地址：In den kirschen 30

价格：床褥9欧，双层床11欧

介绍：这里被人们戏称为“大帐篷”，位于宁芬堡北面的大型宿营地。这里没有宵禁，但是有年

龄限制(只允许26岁以下的游客进入)，前往那里，可乘坐从中央火车站开往植物园的17路有轨电

车。

旅人提示：

如果打算住“帐篷”的话，建议出行前带上睡袋。我个人感觉德国酒店的早餐普遍比欧洲其他国

家要好,一定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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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慕尼黑购物

慕尼黑高档名牌商店分布于马克西姆大街(MaximilianstraBe)、特阿庭大街(TheatinerstraBe)、雷希丹

茨大街(ResidenzstraBe)和布里恩内大街(Brienner

StraBe)等街道上，百货大楼及连锁店则位于步行区中，还有位于市中心的集市(Viktualienmarkt)。 

(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如果想在慕尼黑买纪念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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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宫前的布里恩纳街(Brienner

Str.)上，有销售麦森高级瓷器的专卖店。最受欢迎的纪念品是布谷鸟钟。

  对于时间不够充裕的游客来说，在慕尼黑机场购物也是不错的选择，这里与市中心的价格相差

不多。慕尼黑机场的购物区分一号候机楼和二号候机楼两个区域，共130多家商店，一号候机楼里

的商店主要设在公共区域，而二号候机楼里的商店则设置在旅客及手提行李安检之后。

知名商业区(近玛丽亚广场)：

马克西米利安大街(MaximilianstraBe)

  是慕尼黑豪华与魅力的典范。沿着这条著名的豪华商业街开设着众多的精品时尚店，如Gucci

、Armani、Yves St.

Laurent。高雅的购物大街对于囊中羞涩、只做橱窗购物而逛逛的人们来说也可以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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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五宫廷(Fünf H�fe)

  五宫廷包括古老的波提亚宫的大主教宫、原巴伐利亚地产抵押和外币兑换银行，是保存得几乎

完整无缺的建筑群，里面却尽显现代消费世界的特色，通过商业、餐饮和办公的结合，形成了一

个颇具魅力的购物中心。

维克图阿连市场(Viktualienmarkt)

  维克图阿连市场是慕尼黑最大的食品市场。环绕着五朔节花，站着的女售货员出售成束的鲜花

、堆积如山的瓜果蔬菜、香草、奶酪、香肠和鲜鱼。即便是工作日，这里也是人山人海，要想挤

进去并不容易，到了周六上午则更加拥挤，那情景实在不多见。

推荐商场：

Hertie

  大型百货连锁店，位于Munchner Freiheit。地铁Munchner Freiheit站下。

Karstadt

  位于卡尔广场的步行区内，是慕尼黑的三大百货连锁店之一。地铁Karlspl站下。

Kaufhof

  全德各大城市皆有连锁店，位于玛丽亚广场内。

Ludwig Beck am Rathaus Eck

  位于玛丽亚广场，慕尼黑的市标之一，以其精致且有趣橱窗展示而出名。顶层有世界上最大的

古典音乐唱片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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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慕尼黑的娱乐

(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慕尼黑的各种俱乐部，因其形式多样和生机勃勃两闻名。以市区的园艺匠广场或格洛肯巴赫区

为目标，在那里你会发现，热闹的小酒馆翻酒吧鳞次栉比一眼望不到边。在马克西米利安广场周

围，节奏布鲁斯、电子乐和独立音乐的粉丝们均各得其乐。

古典音乐/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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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斯台爱乐大厅(Philharmoni im Gasteig)

常年有慕尼黑爱乐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

地址：位于Rosenheimer Strasse 5

国家剧院(nationaltheater)

平时有歌剧演出，7月歌剧节更是繁忙

电话：2185 1920

地址：位于Max-Joseph-Platz 2

俱乐部：

 Kultfabruk

是慕尼黑最大的娱乐场所，是酒吧和俱乐部的组合，是“派对动物”们的麦加圣地。在这里你可

以听到各种舞曲。

地址：位于Grafingerstras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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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拜仁慕尼黑队，曾19次获得德国甲级联赛冠军，4次欧洲冠军杯赛冠军。同城的还有德国

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慕尼黑1860队。安联体育场可以看到他们的比赛。

(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旅人提示：

不同于其他的欧洲城市,慕尼黑的夜生活是很丰富的,晚上很多酒吧和餐馆都会营业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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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到达慕尼黑

航空

慕尼黑机场代号MUC。乘客吞吐量排名德国第二、欧洲第八。目前，有100多家航空公司有航班

在慕尼黑机场起降，其中往来与中国与慕尼黑之间的航班有：北京有汉莎、国航直飞慕尼黑，上

海和香港有汉莎直飞慕尼黑。

  机场距离市区37公里，乘出租车35分钟，50欧元。

  乘市郊列车S-Bahn的S8线到火车总站45分钟，8欧元。

  驾车前往机场，机场位于A92号公路边，从慕尼黑出发，可在A9公路的68号出口转A92号公路，

前进约9公里(一路上均有明显的飞机场指向标记)，在6号出口离开高速公路，跟随路标即可到达

机场停车场。从慕尼黑市中心到机场大约须开40公里路程，正常交通情况下需要约40分钟。

铁路

慕尼黑中央火车站是德国南部的铁路交通枢纽，连接富森(2小时)、科隆(6小时)、法兰克福(3.5小

时)、汉堡(6小时)、柏林(6.5小时)、萨尔斯堡(1小时45分钟)、苏黎世(5小时)、维也纳(5小时)和布

拉格(7.5小时)。欧洲铁路通票和德国铁路通行证都可以使用。火车站位于市中心。慕尼黑火车站

电话：599 6633 

(图片由网友  @陈扬 提供)

  对于较远距离来讲，城间高速(ICE)是最快和最舒适的交通工具。近距离火车为城市加快(SE)、

区间加快(RE)和地区列车(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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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交通图

火车卡的购买

欧洲铁路通票：

  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往返于多个地区之间，那么欧洲铁路通票(Eurail pass)可以为你带来

便利。持此通票可在17个欧洲国家内无限制地乘坐国际国内火车(包括某些私营的火车)，还包括

许多渡船服务，例如从芬兰到德国的渡船、巡游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KD

Line渡船。详情请参阅www.eurail.com

铁路卡

  德国铁路的火车卡为一种打折卡，一年有效。为吸引乘客，德国铁路连续改革价格系统，火车

卡打折方式一改再改。目前德国铁路的火车卡分成25% ，50%，100%三种，复杂的价格和打折系

统使得乘客和铁路职员更加晕头转向。对於经常乘坐长途火车的旅客，火车卡不失为省钱的好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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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行程推荐

   

1、巴伐利亚浪漫之路

邂逅的开始,浪漫没有终点

你自驾浪漫之路，在宝马的故乡,租一辆车与爱人一起观赏沿途无限美好的风光,

没有时间限制，无拘无束。

  这条路是以维尔茨堡为起点，阿尔卑斯山的新天鹅堡为终点，期间穿越了拜仁州和巴登符腾堡

州，由北一直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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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维尔茨堡，这是旅程的开始

Day2，维尔茨堡-罗滕堡-丁克斯比尔，在罗滕堡的中世纪城墙中找点怀古的感觉，然后穿过Feucht

wangen到达丁克斯比尔

Day3，丁克斯比尔-诺德林根-奥格斯堡

Day4，奥格斯堡-维斯教堂-霍恩斯旺高，那是南部德国最美丽的洛可可式建筑，极尽奢华，不容

错过。

Day5，新天鹅堡和菲森，这座能看到世界上最美丽景色的城堡。

   

2、饕餮者的朝圣之路

Essen und Trinken h�lt Leib und Seele

zusammen——人是铁，饭是钢。巴伐利亚谚语在慕尼黑一直流传。

第一天: 在基姆湖吃鲜鱼

基姆湖（Chiemsee）是巴伐利亚州最大的湖泊，有“巴伐利亚海”之美誉，湖心有两座被称为男

人岛和女人岛的小岛，二者遥相呼应。这里最著名的就是“鱼汤”。用基姆湖中的鲜鱼烹制，加

了茴香、柠檬、丝瓜为其提味。鱼肉嫩白，鱼汤咸鲜。推荐餐厅：Ratskeller

市政厅地下的传统餐厅——Rats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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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爱你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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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肴依旧是慕尼黑著名的烤猪膝、鸭腿、香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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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典型的传统餐厅

价格: 15-20欧/每人

电话: ：89-21-99-89-0

第二天皇家啤酒馆畅饮啤酒

慕尼黑的八大啤酒厂在慕尼黑啤酒节前就在特蕾泽大广场上搭起巨大的啤酒大篷，每个帐篷里放

有长条木桌和板凳。大篷的一端还有一个临时舞台，由民间乐队演奏欢乐的民间乐曲。

大篷一般可容纳三四千人。最大的有7000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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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参加慕尼黑啤酒节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如果想要预订啤酒大棚里一个位置，是可能的，不过有些

热门的大棚你可以需要在这一年的2月或3月就已经开始策划和预、订~有多种不同的啤酒大棚可

以选择，简单来说是按大、中、小来划分的，下图是一些啤酒大棚的外观，如果需要定制，可以

在http://www.oktoberfest.de/en/navitem/Tents/ 了解详情

慕尼黑啤酒节的美食：Hendl-鸡肉，Schweinsbraten 烤猪肉， Haxn 猪肘子 ，Stecherlfisch

烤鱼 ， Reiberdatschi 土豆薄饼，Würstel 香肠 ， Brezel 椒盐烤饼，Kn�deln

土豆或者面包馅饺子 ，K�sesp�tzle 奶酪面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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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萝卜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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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特别提示

1. 身上不要带过多的现金，50欧元的现金已经是大数目了。能刷卡就尽量刷卡

  2. 信用卡的号码和客服电话要记下来，单独记在本子上，万一丢了马上挂失。不然在国外刷信

用卡基本上都不检查签名的，那随便就是被数啊走多少钱也不知道

  3. 带去的前要记得分开放。分几个口袋各塞一点，包包内袋塞一点，也一定要有一个应急的袋

子里面放上几百欧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要用的。

  4. 不要带太大的钱包，更不要每次结账都把大大的钱包掏出来然后再掏半天钱。带上小的零钱

包，然后口袋里随时备上五欧左右的散钱方便坐地铁坐公车之类的开销。地铁站公车站毕竟是比

较乱的地方，不要露财最好

  5. 如果是一个人旅游，除了在飞机火车这种秩序比较好的地方，MP3之类的就少听吧，爱疯啊

HTC啊PSP啊之类高级一点的手机或者电子产品也少拿出来勾引坏人了，身上更不要穿金戴银或

者穿的太高级太名牌，学生一点的装扮是最安全的。自己小心一点不要露财在外安全系数自然就

会高一点

  6. 把你所有要去的国家的大使馆电话都写下来给家人，还有把所有的证件都留一份复印件在家

。万一万一出事了，这些东西会非常有用。

  7.德国没有高速公路养路费一说，自驾车游德国算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但是开始旅行前一定要

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交通规则，在德国自自驾游须知：

1)租车者需年满21周岁、拥有被德国官方承认的有效驾照以及信用卡。

2)十字路口或是丁字路口若没有指示牌，在同级车道中右侧驶来的车子具有先行权。

3)右侧行驶，左侧超车。

4)城内以及住宅区内限制时速50公里。住宅区以外的路段限制时速通常是10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

若没有限速标志的话，标准时速是130公里(房车等拖带式私车限制时速80公里)。

5)无论是坐在汽车的前座还是后座，都必须系好安全带。

6)德国近年冬季落雪大频繁，出于安全考虑建议还是应自觉换下夏季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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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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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旅行慕尼黑关键词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当我们再次提起第二十届慕尼黑奥运会时能想起什么？似乎在脑海里能留下的只有对那次奥运会

上发生的流血事件的一点回忆，由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

。当然这届奥运会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比如首次出现了奥运吉祥物等。如果您对这段历史

感兴趣可以观看由原西德和美国合拍的纪录片《慕尼黑奥运会》，该片导演在全片着重渲染了从

惨案的黑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光明的转换，预示着未来一切都会更加美好。

《慕尼黑》 

慕尼黑电影海报

这是一部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制的于2005年上映的影片，该电影同样讲述了72年奥运会那件

镇定世界的事件。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复仇的真实的电影。1972年在联邦德国举办的第20届奥运会上，巴勒斯坦的

极端恐怖组织“黑色九月”闯进了奥运村绑架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以此要挟以色列释放被关押

的该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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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警察草率对待了这次绑架事件，他们直接冲进了恐怖组织的巢穴企图武装营救人质，

熟料导致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遇难!

这部影片相当精彩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诸多影片中比较精彩的一部。

lp系列《德国》

LP系列丛书作为自助游旅游者的圣经，被全世界众多旅游爱好者所追捧。这本《德国》分册延续

了LP的一贯风格，没有过多华丽的语言，有的只是简单实用的介绍。这本书着重介绍了德国各地

有什么可玩的，一些就餐和住宿的信息等（中文版本从279页到314页是关于慕尼黑的部分）。 

LP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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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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