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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兰克福：世界最小的国际大都会

法兰克福城市虽小，但是亮点却一点也不少。

  法兰克福不仅有丰富的风土人情，厚重的文化历史，也是购物者的天堂。它是德国最国际化的

城市、欧洲第一大金融中心，但更是多元化的文化中心，这里拥有众多的权威性博物馆、艺术馆

，是著名诗人歌德的诞生地、曾经的国王加冕之地、法兰克福学派发源地⋯⋯简而言之，世界上

最小的国际大都会——法兰克福。

暮色中的法兰克福如诗如画~(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接近三分之一的法兰克福人都没有德国护照，不管来自何方，在法兰克福你总能找到说同一种语

言的同胞和供应你最喜爱食物的餐馆。法兰克福的开放和好客，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可能是来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长期和平相处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33次大轰炸摧毁了法兰克福80%的建筑，留下1700万吨垃圾。千年古城，

变为一片废墟。战后法兰克福迅速重建，发展惊人，令人咋舌，今天除化学、电子、机械工业外

，第三产业如交通、金融、博览事业更是蓬勃发展，市区一改旧观，高楼林立，法兰克福一跃成

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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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茵河畔(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最佳旅游时间：

  法兰克福气候温和，春秋季比较潮湿，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夏冬温差很大。1月份平均气温-1

.5℃，7月份平均气温17.5℃，年降雨量624毫米。法兰克福的人工作时都穿西装、打领带，妇女也

穿职业装。冬春季节旅游，宜携带一件风雨衣，即使是在8月，一件毛衣或是防风的短大衣也是需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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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持申根签证者(只要签证上没有其他加注)有权前往所有"申根国家"：比利时、丹麦、德国、芬兰、

法国、希腊、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奥地利、葡萄牙、瑞典和西班牙。半年中最

长逗留期为90天。 

 

1.有关使馆和总领事馆：受理签证申请的是主要旅行目的国(不一定是第一个入境的申根国家)的使

领馆。

2.申请签证：持因私普通护照者按预约时间本人亲自到签证处申请签证。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

申请者可以以书面形式全权委托信任的人递交申请。申请申根签证须先预约，而且只能通过电话(

010)65321925 于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11：30及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13：30至16：30预约

德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接待时间： a)办理签证时间(只受理预约者)：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1：30

b)领取护照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15：00-16：00，星期五12：45-13：30，规定时间外不予受理

3.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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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份认真填写的申请表(RK1201，空白表格复印件和网上下载表格有效)，贴上近期的证件照

  2)护照(其有效期在签证到期后仍不少于90天)及一张身份页复印件

  3)回程机票的预定和确认证明

  4)再申根国家旅游的饭店预定，交通和日程安排

  5)这次旅行的经费来源证明(可出示银行存款证明)

  6)申根国家逗留期间医疗保险证明原件和一份复印件（保额需大于3万欧）

  7)对于中国籍的申请人：户口本原件(包括所有页和加页的复印件)

  8)对于其他国籍的申请人：在中国的居留许可证(包括所有页和加页的复印件)

  9)工作单位出具的有关申请人职务和准假证明原件。证明中须列出单位签名者的姓名、职务、

地址、电话和传真号、 须领导签字和加盖公司印章

4.签证费：在50欧元左右，按入境次数和预计逗留期限计算。签证费以人民币支付。

旅人提示：

  除签证费外，签证处的所有公务活动、申请表和申请签证须知及预约均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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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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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前可以比照当天外汇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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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联现已开通在德国的ATM业务。ATM取款机用银联卡取款非常方便，包括借记卡和信

用卡。

银联卡在德国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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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旅游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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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德语是官方语言，不过在法兰克福，英语的使用也很广泛。在景点、饭店、餐馆通常都可以使

用英语。

应急：

  在法兰克福随处可见桔黄色的SOS电话机，只要摘机即可讲话寻求帮助。匪警110，火警112。

汇兑：

  保罗广场对面穿过大街的商业街银行林立，不负银行城市的盛名。兑率是1USD=1.8DM。某些

银行不收取手续费（NO COMMISSION），在那里进行货币兑换比较划算。在机场和主要的火车

站均设有外汇兑换处，营业时间为8：00－20：00。

工作时间：

  通常公司的办公时间为星期一至五 8：00－18：30，星期六 7：00－14：00，商店平时营业时间

为8：00－20：00，星期六为7：00－16：00。如果在深夜或星期天需要买东西，可以去法兰克福H

auPtbahnhof，法兰克福Flughafen或者加油站的便利店。一般星期五的下午大部分政府及公司职员

会在14：30分下班。多数博物馆于星期一闭馆，不过通常星期三会延长开放时间，星期二至星期

五，开放时间为10：00－17：00银行一般营业时间为上午8：30－13：00，下午14：30－16：00，

星期四延至下午17：30，星期六、日均全日休息。大城市的邮政局通常是星期一至五 8：00－18：

00办公，星期六至中午12：00。主要火车站或机场的邮政局办公时间会长些，而且在星期日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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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通讯：

  在邮政局及街上的公共电话亭可打当地或长途电话。邮政局有电话卡出售门DM12及DM50两种

卡，可在大部分电话亭使用。在法兰克福使用手机信息顺畅。

   

4、必备物品

(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护照、现金、信用卡、机票、转换插头、相机、手机、记事本、笔、常用药品、长袖衣裤、风

雨衣、洗漱用品、拖鞋、帽子、墨镜、防晒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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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法兰克福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1、苹果酒专列上一边品尝美酒，一边游览名胜古迹 

在著名的苹果酒产地法兰克福，有一种观光列车，叫做Ebbelwei Express即苹果酒专列。你可以坐

在列车上一边品尝着美酒，一边环绕萨克森豪森、罗马人广场、动物园等名胜古迹游览观赏。由

老式列车改造成的苹果酒专列内部装饰完全是酒吧风格。车身通体红色，就好象是连列车也喝醉

了，车厢上描绘着歌德醉卧图以及法兰克福的名胜古迹，以致人们看一眼就会知道：恩~~这是苹

果酒专列了。走吧，赶紧上车出游吧。 

                                               11 / 54



�������

法兰克福：迷你都会

(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旅人提示：

地址：上车地点就在列车总站、萨克森豪森等市内列车的停靠站，游览观光路线上都可以自由上

下车。

开放时间：周六、日及节假日的13：40－17：40之间每隔40分钟发一次车，1天运行7次；11月至3

月节假日的一部分需要2小时。

电话：+49（069）21322425

传真：+49（069）2132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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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随歌德的足迹 ，饱览城市壮丽景色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在法兰克福经久不衰，谁若追随他的足迹贯穿法兰克福，则整个城市尽在他脚下。 

(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从内城的歌德故居出发，路一直延伸到歌德大街 (Goethestra�e)，即该城的奢侈品一条街。 继

续前行，穿过城市中心、警察总局，跨过美因河，到达施代德，那里悬挂着出自汉斯�蒂施拜因

手笔的名画“歌德在罗马平原”。再往南，即置身于城市森林中，爬上45米高的木制歌德塔，便

可饱览整座城市的壮丽景色。返程途中可以去格贝尔米勒看看，它是现存最古老的酒馆之一，地

处景色怡人的美因河畔。银行家约翰�雅各布�冯�维勒默尔以前曾租借过这里，他的好友歌德

经常拜访此地，并与维勒默尔的养女玛丽安谱写了一篇不朽的爱情乐章，那时歌德也偶尔在这里

饮一杯苹果酒。

旅人提示：

门票：5欧元   详细票价

地址：Gro�er Hirschgraben 23, 60311 Frankfurt, 德国

电话：069-13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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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城市里寻找自然，完全放松在美茵河畔

美茵河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它横穿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浸润着丰富的人文与美丽的风景，

美茵河畔是本自然风光画册。那些躺在青山绿水中的小屋，与尘世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既有

遗世独立的超然与清静，又少了深藏山林的荒凉和冷寂。你可以自在地享受美景，又不必因离城

太远而感觉不便，真是个适合现代人隐居的地方。 

(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美茵河上有一座专供行人步行的大铁桥，站在桥上，可以看到对岸漂亮的教堂和美丽的建筑，

沿路可以看到好多少年男女在相拥而吻，浪漫而忘情，但他们很可能是外地的游客，不同地方的

年轻人来到法兰克福，不是来旅游就是来闯世界。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给美茵河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装，对面的教堂也变得朦胧起来。

   

4、逛世界最大规模的车展，邂逅让你惊艳的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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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车展，创办于1897年，是世界最早办国际车展的地方，也是世界规模最大的车展，有世

界汽车工业“奥运会”之称。展览时间一般在9月中旬，每2年举办一次，展出的车辆异常丰富。 

(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这个车展的地域色彩很强，可能因为是名车发源的老家，靠近各大车商总部，看法兰克福车展

的欧洲老百姓不但拖家带口、人山人海，而且消费心理非常成熟，汽车知识了解得很全面。如果

你幸运的赶上了车展的日期，一定要去逛逛世界规模最大的车展，各种品牌新车很多，你一定能

邂逅一见钟情的车款。

   

5、拜访超高密度的艺术与文化：河岸博物馆区

法兰克福的河岸博物馆区 (Museumsufer) 地处萨克森豪森区的美茵河畔，位于爱塞尔纳铁桥与和平

桥之间。这里是法兰克福的艺术与文化区，集中了十三个不同类型的知名博物馆，是德国乃至欧

洲最重要的博物馆景区所在地之一。仅在建筑方面就已经算得上名胜的手工艺品博物馆、电影博

                                               15 / 5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587&do=album&picid=51253


�������

法兰克福：迷你都会
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是这里的绝佳旅游景点。 

(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徜徉在如此高密度的艺术和文化区之中，拜访散落在美茵河畔大大小小、或古老或现代的博物

馆，从另一个侧面去体会这座城市历史与现代、冷静和热烈。正当你还在为眼前这些绝世的工艺

品赞叹不已时，耳畔又传来了由Ensemble Animus乐队演奏的巴洛克古典音乐，恍惚间人们仿佛真

的回到了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富丽奢华的维也纳宫廷。面对这么多的机会，如何选择就成了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毕竟，如果选了一般的，你可能会错过更美的，很难让人不兴起意犹未尽的感觉。

面对丰富多样的主题，只能点到为止的遗憾更是明显。不过这遗憾能够弥补——我们下次还会再

来！

   

6、让美妙音乐不绝于耳：老歌剧院

这座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风格的建筑经过忠于原貌的重建，于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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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从那时起，每年约 300 场顶级音乐会和活动总是吸引着众多客人来到

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厅凭借其出色的音响效果为一系列高品质的活动营造了完美的环境和临

场感：这里的演出范围涉及交响演奏会、室内音乐会、歌曲晚会以及经典和现代音乐，同时也有

爵士乐、摇滚乐、流行音乐、轻音乐、歌舞表演、规模盛大的文艺晚会以及高雅的法兰克福歌剧

舞会，总之，总有一个会是你欣赏的！ 

(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7、徜徉在天堂一隅：棕榈园

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距离繁忙的波肯海姆兰德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宁静的绿洲，有几分宛如 19

世纪的感觉：棕榈园 (Palmengarten)。

这座花园有着雅致的会议中心、浪漫的池塘和精心呵护的多彩花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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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你可以自由的做梦幻想，悠闲散步在棕榈园的每个部分，棕榈树馆 (Palmenhaus) 和热带馆

(Tropicarium) 等大量玻璃暖房 (Gew�chsh�user) 形成了各自的小世界：棕榈树、巨型多年生植物

、蕨类植物和花卉等郁郁葱葱的亚热带和热带景观，仿佛就是来自天堂的风景。

   

8、在保罗教堂感受自由和民主

建成于1833年的保罗教堂 (Paulskirche) 是战后第一座在东西方共同努力下重建的建筑。 保罗教堂

是德国最好的象征符号。1848年，自由选举的国民议会（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召开会议并为

该国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耳畔倾听着关于保罗教堂的讲解，不由得感叹：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

向往是无法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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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旅人提示：

  自1948年起，保罗教堂不再作为宗教建筑，而是用于展览和节庆活动 — 如歌德奖 (Goethepreis)

或德国书业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9、穿梭在银色的金融之都

法兰克福有着“美茵河畔的曼哈顿”之称，在银行区，摩天建筑鳞次栉比，１９９３年欧洲中央

银行中心在此设立，３５０多家银行及分支机构令人目不暇接。阳光下，似乎整座城市都在闪烁

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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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从历史的沧桑中品味文化的凝重是一种坚持，不排斥现代化则是更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坚

持传统与勇于发展并不矛盾，只要对城市建设采取一种科学的平衡态度，就不会在现代化、国际

化的潮流中迷失自我。

   

10、漫步在绿色的城市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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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大厦挤不走绿地森林，在法兰克福，“见缝插绿”使得你似乎远离了繁华。顺着歌剧院草坪

前行，两侧的树木几乎变成了森林，森林小径周围是著名的陶努斯绿地，歌德的青铜雕像的背后

，浓密的树木几乎完全把高楼遮挡住，周围，桃红色、雪白色的花盛开着，把这里变成个天然氧

吧，德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先贤似乎在静观着这里的斗转星移、城市变迁。“城市至少要保持三分

之一的绿地”，城市规划的绿色理念在法兰克福这样高度都市化的地方仍有着令人叹服的表现。 

(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11、夜生活也精彩，体验法兰克福风格的电子音乐

富有侵略性和更缓慢的Trance舞曲发迹于法兰克福，被硬核音乐影响，它强调简洁的合成器乐句

在全曲中的不断反复，只有很少的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和偶尔的合成器的干扰可以将这些反复区分

开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将听众带入一种接近宗教本源的“出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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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夜店控，或者音乐控，那么来感受一下最纯粹的hard trance，它不是一种音乐风格，

而是一股心流，是一种精神状态，它给你一股积极的能量，而这种能量会在你所爱的人之间流窜

。 

(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旅人推荐体验地点：

King Kamehameha

  位于Hanauer Landstrasse 192。法兰克福首屈一指的夜总会，拥有自己的80年代室内乐队，价格

不菲，还总要排队。周四有现场音乐会，周末有舞蹈音乐。电话：4800370。

U60311

  位于Rossmarket。以电子音乐为主。蚕茧夜总会的总部在这。电话：297060311。

Living XXL

  位于Kaiserstrasse 29。位于欧洲中央银行大楼底层，是最大的夜总会，拥有三间酒吧和一间阳台

式餐厅。电话：242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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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兰克福精华景观概览

   

1、歌德故居

歌德故居(Goethehaus)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父母的家，歌德

在这里出生并创作了他的第一批作品。这套居所呈现了18世纪中期富裕市民的生活状况。对于家

居文化而言，其室内布置是典型的巴洛克后期风格，通过它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尽管室内布置早已不是当年原有的陈设，但人们都尽量使每个房间恢复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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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门票：5欧元   详细票价

地址：Gro�er Hirschgraben 23, 60311 Frankfurt, 德国

电话：069-138800

   

2、老歌剧院

老歌剧院(Alte Oper)是德国经济繁荣时期(Gründerzeit，1871-1873年)的代表性建筑，自从重新开

放以来，它已成为法兰克福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大厅(Gro�er S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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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珍贵的硬木装修，其优质的音响效果闻名于世。在“大厅”以及莫扎特厅(Mozart Saal)里，每晚

都举行丰富多彩的节目，既有来自国外的乐团，也有独唱独奏音乐会，音乐种类涉及交响乐、室

内乐、歌曲晚会以及经典和现代音乐，也有爵士乐、摇滚乐、流行音乐和卡巴莱等。  

(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3、法兰克福大教堂

位于罗马广场以东。又称为“皇帝大教堂”（aiserdom），因为是德国皇帝加冕的教堂。从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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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600年的历史，虽几经战火，仍能幸免于难。在1562-1792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的加冕典礼

即在此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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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是壮丽的十五

世纪哥特式塔楼，高95米。教堂南面的投票礼堂是曾经选举皇帝的地方。奇怪的是大教堂里从来

就没有大主教。 

(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门票：3欧元

地址：Domplatz 1,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德国

电话：069-2970320

开放时间：周一至四9:00-12:00

休息时间：周五上午不开放

   

4、罗马广场

德国法兰克福罗马广场，修建年代是欧洲中世纪时期，位于法兰克福老城的中心，缅因河铁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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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侧为市政厅，东面200米外就是该市的发源地法兰克福大教堂。德国最重要的城市广场。每

年圣诞节期间，此处也是法兰克福圣诞市场的所在地。 

(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门票：免费

地址：60311 Frankfurt am Main, 德国

   

5、棕榈树花园

法兰克福市中心有一个植物王国，即棕榈树花园(Palmengarten)，它占地二十六公顷，里面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各种植物，是德国最大的植物园。这座展览花园(Schaugarten)地处漫步小径与绿化带之

间，并设有躺椅，是1868年由商业园艺师(Handelsg�rtner)兼园艺建筑师(Gartenarchitekt)海因里希

�西斯迈尔(Heinrich Siesmeyer)建造而成的，1871年起正式对外开放。这里展示了各种各样的主题

公园和大量玻璃暖房(Gew�chsh�user)。棕榈树花园除了茂密的植物之外，全年还举办一系列的

主题展览。提供散客和团组导游讲解。 

                                               27 / 5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591&do=album&picid=51315&goto=down#pic_block


�������

法兰克福：迷你都会

(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门票：5欧元  

地址：Siesmayerstr. 61, 60323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069-21233939

   

6、德国电影博物馆

如果你喜欢德国电影的话，那自然是不可错过了。里面有图书馆历史和电影历史展览，展览的内

容和档案会不断更新，在公共电影院还有首映式和一些特别的电影活动，报摊上卖的目录杂志上

有节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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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博物馆的二楼以收藏和演示旧电影为主，楼下的展馆是着重以物品编年史的手法向游客展出电

影的发展历程，包括有埃米尔.雷诺1882年的“实用镜”（Praxinoscope）；发明家爱迪生1889年发

明的活动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卢米埃兄弟1895年发明的“电影机”( Cinematographe)的复

制品等，同时还会有生动的展示会向游客展示现代电影如何制作电影特效，如电影侏罗纪公园等

。

门票：2.5欧元   

地址：Schaumainkai 41, 60596 Frankfurt am Main, 德国

   

7、保罗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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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罗马广场附近，是法兰克福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建于1270年，自1787年开始改建，直到1

833年完成。1848年，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在这里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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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由沙石建造而成，曾于1944年毁于战

火。战后作为民主的象征被重建。今天保罗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用于许多重要的政治

、文化活动。 

(图片由网友  @保罗教堂 提供)

门票：免费

地址：Paulsplatz 1,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开放时间：周一至五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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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施特德尔美术馆 

即国家艺术学院。是由法兰克福的银行家施特德尔捐资设立的绘画馆。它广泛地收集自中世纪和

现代的德、日、意大利、荷兰及法国绘画。梯斯巴因所崇拜者作的歌德肖像画《堪帕涅的歌德（

歌德在罗马郊外的乡村中）》是众多歌德像中最有名的，歌德的们可莫要错过这件作品。

    除此之外，中世纪的德国佛朗多绘画（扬�凡�爱克、杜拉、荷巴因、克拉纳赫）、14至

18世纪的意人利画家（波提切利�弗拉安捷利克、拉斐尔、梯也波罗）。17世纪的巨匠（艾尔斯

海玛�鲁本斯、伦勃朗、斐梅尔、普桑）。浪漫派与纳扎雷派（福尔）以及表现主义派（贝库曼

、莱尔希纳）等的作品也都能欣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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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门票：周二免费，平时6欧。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10：00-17：00 (周三开放至20：00）

电话：605 0980

地址：Schaumainkai 63，地铁Schweizer Platz站下

                                               32 / 5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591&do=album&picid=51325&goto=down#pic_block


�������

法兰克福：迷你都会
  

五、去周边逛逛

希尔塔赫

  希尔塔赫小镇位于黑森林中部，拥有众多的德国南部传统风格的木制建筑，是一座拥有完美景

色的小镇，也是著名的咕咕钟的产地。德国落差最大的瀑布也位于附近的森林之中。在希尔塔赫

的小镇里溜达的时候，会被平静的生活打动得一塌糊涂。 

(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旅人提示：

  从法兰克福出发，驱车2小时就能到达位于巴登符腾堡的著名绿色小镇希尔塔赫，这里并不是

主流旅行者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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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法兰克福享用美食

法兰克福及附近地区盛产饭馆林立，在这里可以找到各种口味的餐饮，从高档大餐到地方小吃，

从中国菜到墨西哥菜应有尽有。

   

1、特色美食

法兰克福香肠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肠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562年。制作工艺极其严格。只有法兰克福

城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屠夫才可将其产品标其为法兰克福香肠。

法兰克福苹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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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已有250年历史。是一种低度酒精饮料，饮后不觉疲劳，利于活血。

Handkase mit Musik

  是一个你只有在德国才能听到的名字。形容的是一种浸泡在油和醋里并附加洋葱的奶酪，上桌

时加上面包和黄油，但没有叉子。这种浓烈的混合物会在人体内催生一种自然的气体，随着气体

的排放，这道菜的“音乐”部分便开始了。

法兰克福绿色酱

  是用欧芹、酸模、小地榆、紫草、雪维菜和细香葱混以酸牛奶、蛋黄酱或酸奶油做成，与土豆

和牛肉或鸡蛋一同上桌，据说是歌德的最爱。

   

2、推荐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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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饕餮胡同(Fressgasse)

  位于歌剧广场和证券所街之间的街区，有各种咖啡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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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einmarkthalle(Hasengasse巷边上)

  是一条巨大的有蓬走廊，销售水果、蔬菜、肉类、鱼和热食的食品市场。货摊上有意大利、土

耳其、中国和德国食品，你可以买到色拉、新鲜水果汁以及葡萄酒和啤酒，最有名的是牛肉香肠

摊(Gref Volsings )。

地址：位于购物街蔡尔街正南面

Zum Gemalten Haus

  是市内品尝当地特色食品最好的地方之一，其中包括Handkase mit

Musik奶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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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10-20欧。

电话：614 559

地址：Schweizer Strasse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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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 Schwarzen Stern

地址：Roemerberg 街6号

Tel.: 069-291979

营业时间：周一直周五：11：30-14：30, 18：00-22：30

  在罗马人广场市政厅背后，是15世纪木式结构的房屋。在夏天能够在屋外品尝有名的苹果酒。

价格适宜。

Zur Muellerin

地址：Weissfrauenstrasse街18号

Tel.: 069-285182

营业时间：每天12点开始，晚上18点开始。

  是一家家庭餐馆，以腊肉、竹笋等应季的蔬菜而制作的肉类菜肴，是他们的名菜。

旅人提示：

  在德国Restaurant是餐厅的总称。平民化的餐馆叫Gasthaus。Weinkeller和weinstube则是以卖酒为

主的餐厅，同时也提供简单的菜式。一些高级酒店、高级餐厅或拥有特色美食的餐厅，需要订座

位。要品尝传统菜式领略古雅气氛，到古城的市政厅地窖里开设的Raststatte餐厅，啤酒花园也很

不错。用餐完毕结帐时，服务费一般己计算在内，不给小费是可以的。但如在高级餐厅，最好还

是给小费。一般为餐费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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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法兰克福甜蜜入梦

法兰克福的旅馆层次分明，旅行者大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旅馆。格调高雅的迎宾馆费用较

高，博览会期间价格会上调。

住宿推荐：

高档 

(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Frankfuter Hof

地址：Kaiserplatz

价格：单人129-405欧，双人149-455欧

  是两个重量级高档饭店之一，提供豪华的房间和上乘的服务，门外还有一个漂亮的庭院式餐馆

。周末，房价差不多为平时的一半。

Villa Orange

地址：Hebelstrasse 1

价格：单人120-190欧，双人130-270欧。

  意大利风味的“乡村”庄园。内有图书馆、庭院，宽敞的房间里还有四柱大床。里面的酒吧24

小时营业。位于市中心以北400米。

电话：405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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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档 

(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Hotel am Dom

地址：Kannengiessergasse 3

价格：单人85-90欧，双人95-110欧

  离大教堂只有几步远。很受欢迎，需要提前预订。

Zur Traube

地址：Rosenberger Strasse 4

价格：单人50欧，双人80欧。

  外观上像一个乡村家庭旅馆，内部是纯粹的土耳其妓院风格：房间以红色灯罩装点，床上罩着

花边网，而酒吧是热烈的粉红色，墙上挂着绸缎帘子和色情图画。总之一个独特的地方。

电话：280 388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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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DJH hostel

地址：Deutschherrnufer 12

价格：15-20欧

  从中央火车站乘46路车到Falken-steiner

Platz广场，或者乘2、3、4、5路或6路城铁到Lokalbahnhof。

电话：610 0510

Hotel Zeil

地址：Zeil 12

价格：单人55欧，双人70欧

  位于主要的购物街。房间不算漂亮但很舒适，使你感到物有所值。

电话：209 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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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shopping@法兰克福

1.当地特产

皮具

持久耐用的德国皮具系列深受各界推崇。硬币包、钱包、手袋、旅行贷等各种款式的皮具品质都

有保证。名牌有AlgTler、 G0ld Pfeil、 MCM及Bree等。

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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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ada是各国贵宾出席豪华宴会时爱穿的时装名牌； Jil Sander是既实用又时髦的设计品牌；皮具

系列的名牌有Aigner等，都是德国出色的时装系列。男装品牌首选当然是Hugo

Boss。而德国皮装价格相对便宜，亦不容错过。

刀具和厨具

德国的刀具和厨具绝对是全世界最顶级的,

德国是个重工业国家，德国制造讲究的是耐用，可靠，所以品质特别有保障。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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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卡相机是德国名牌，在法兰克富您同样能够选购到上品的Leica相机。提起双镜头反光照相机

，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道罗莱弗来克斯照相机的。罗莱公司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使用120胶卷的双

镜头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目前，罗莱的中幅高档单反相机的单反相机仍在世界上占着重要

的地位。

    举世闻名的莱卡相机是由德国莱茨公司生产的，是德国最早的光学仪器生产企业之一，创

建于1849年，总部设在威茨巴登。1913年，莱茨公司的技师奥斯卡�巴纳克设计并手工制成两台

使用35MM电影胶片的照相机UR-Leica，即莱卡原型，是世界上最早的35mm照相机，至1991年，

莱卡集团公司的照相机年产量超过10万台。1992年，推出Leica

R7型35mmAE单反相机。1997年推出最新的Leica

R8。莱卡相机昂贵的价格标志它精良的制作和不朽的名牌。

望远镜

  德国视得乐(STEINER)是世界顶级望远镜，作为具有50年专业生产经验的德国望远镜工厂，视

得乐是美国军用望眼镜的合同供应商，所有望远镜按照世界上最严格的军用标准生产并具有高清

晰、防震、防水、自聚焦等诸多特点[FS:PAGE]和独家技术。

手工艺品

  陶瓷制成的小孩肖像、Mrklin的火车模型等工艺品甚受世人欢迎。而Steiff公司则以布娃娃扬名

海外。德国的木制玩具亦非常著名，如Nuknacker,Ruchermnnchen等

2.购物地点

威尔特海姆名品村(Wertheim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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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风还在吹 提供)

全年4折优惠的政策及每年冬夏两次的清仓大行动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主要是圣诞节结束

后至2月，以及6月末至7月。

  整个名品村好似用积木搭建的童话王国，色彩温馨祥和，让人极易产生梦境般的感觉。街道两

旁强烈的中世纪弗兰肯式建筑与各色名牌独特的气质相结合，颇有闻香识美的艺术效果。建议光

顾这里的四家名店：Armani， Bally， Rene Lezard 和Versace。 原因是不仅东西光鲜可人，而且尽

是新款，设计上常有令人击节之处，价格上也真真很令人心动不已!

旅人提示：

交通：位于Almosenberg。自驾：A3高速Frankfurt-Würzburg 66号出口。巴士：每年4月到10月浪漫

之路巴士从法兰克福主要火车站发往购物村。火车：两小时一班，3欧。

电话：9199 111

采尔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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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你是谁 提供)

是法兰克福最大的商业大街，有规模较大的综合大商场，也是欧洲最大的商业街之一。

交通：地铁到Hauptwache站即是

席勒大街Schiller str

  有许多著名的玻璃器皿和陶瓷商店，也有时装店及书店等。

瑞士大街Schweizer Str

 

在美茵河南岸的萨克森豪森，有许多很好的服装店和首饰商店等，那里的咖啡也非常吸引顾客。

交通：U－Bahn 地铁1、2、3/Schweizer Platz站

机场免税店

  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许多前往欧洲旅游的中国游客都会在这里转机，

而购物则成了打发时间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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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旅人提示：

  法兰克福机场还会每月推出“Duty Free & Travel

Value”优惠，对指定的香水、糖果和洋酒进行打折，像原价54欧元的Hugo Boss Intense香水折后价

为43.5欧元，31欧元的芝华士12年威士忌折后价为24.9欧元，如果你不在乎拎着瓶瓶罐罐上飞机的

话，还是可以考虑买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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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兰克福交通

1.如何到达

飞机 

  从北京和上海到法兰克福每天都有两班往返班机。法兰克福的莱茵-美因机场是欧洲的第二大

航空国际机场港，也是德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它每年的客运量高达1800万人次。从法兰克福市中

心到机场非常便利。无论是汽车、地铁，还是火车都可直达机场。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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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火车站就在1号机场大楼。从机场火车站乘坐S-Bahn至法兰克福总站HauP-hahnhof简称Hbf

需10分钟，每10分钟一班车。前往其他德国城市，可在机场火车站的旅游中心取票；旅游中心开

放时间为：每天8：00-22：30；12月24日及周日8：00-18：00。

巴士：

  法兰克福机场设有来往海德堡及曼海姆的巴士专线。

铁路：

  位于市中心以西的中央火车站是德国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提供线路和票务信息的办公室在9

号站台顶端，咨询火车信息拨打：01805-99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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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提示：

德国铁路的官方网站www.bah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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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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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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内交通

的士

  在机场过了海关后，旅行者可按出境大堂内的提示找到的士站的位置。前往市中心的车程约20

分钟。的士一般是桔黄色的奔驰。

公共交通 

(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市内观光只需买中心部1区票就可以(从机场至总站要需2区票)。上车前在停靠站的自动售票处

买票。普通票一个区间2.20DM。

  另外，您可以购买法兰克福卡(FrankfurtCard),即由14处观光点的半价参观券与2天的车票组成的

旅游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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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法兰克福古今穿越两日游——从古典到现代，梳理一个城市的发展脉络。

D1: 罗马广场→老市政厅→法兰克福大教堂→保罗教堂→歌德故居→老证券交易中心→饕餮胡同

→老歌剧院→博物馆区→国家艺术学院→德国电影博物馆→德国邮政博物馆→应用艺术和手工艺

博物→世界文化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从罗马广场出发，欣赏中世纪面貌的广场和老市政厅。位于广场东部的是法兰克福大教堂，参观

里面的展品，登上塔楼俯瞰城市全景。接着返回到市政厅，参观位于其后的保罗教堂。沿着Berlin

er大街向西来到位于Hirschgr路的歌德故居，参观伟大的文学家学习、创作和生活的地方。穿过歌

德广场，前往老证券交易中心，午餐在歌德广场旁的饕餮胡同，餐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参观

老歌剧院。

下午从老歌剧院乘U6换U1、2、3到Schweizer Platz站下，到达美因河南岸的博物馆区，重点参观施

特德尔美术馆里面收藏的世界级作品。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参观德国邮政博物馆和电影博物馆，

然后在手工艺博物馆里喝点咖啡休息一下。

D2: 法兰克福展览中心

上午去法兰克福展览中心，如果适值书市举办期间，你将会有一次难忘的人生体验。下午去歌德

街、蔡尔街和市区购物，感受法兰克福作为德国金融中心的现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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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法兰克福关键词

歌德 

  歌德1749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兰克福一个富裕家庭，正如歌德自传《诗与真》中第一句：“１７

４９年８月２８日中午，时钟敲了１２下，我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了⋯⋯”

歌德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代表作品：《致月词

》《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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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图片由网友  @继续行走 提供)

检疫：

  所有国际旅客都必须持防疫证明书。

出入境：

  入境仅检查护照、签证及访问是否携带应税物品。出境毋需事先申报，原则上仅能携带1件手

提行李登机，除缴验护照外，德国尚对安全检查极为注重，如购有刀斧等利器或样品，则宜放入

大件行李托运，免生困扰。

免税品：

  可免税携入香烟200支、酒类（低于22摄氏度）1公斤、香水50克、茶叶100克。

违禁品：

  武器、弹药、鲜肉禁止带入。

其它：

  德国对外币、黄金等的进出口均不予管制，可任意携入或携出而不需申报，亦可在德国境内自

由兑换他种货币，而不受任何限制。通常银行的汇率较有利。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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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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