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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_Alicja_   

BAMBINI 

"独家儿童服装"

Bambini独家服装和惊人的设计与超级品质的面料，就像一个糖果店的孩子，
但一个卖衣服。这家商店有牛仔裤，衬衫，连衣裙，工装裤，鞋子等等，还
有Gucci，Armani，Versace，Missoni等所有的顶级时装品牌。位于Goldenes
Quartier的店铺也有一个选择收集由环保产品制成的玩具和首饰。当你来到
这里时，确保你有大量的现金！

 +43 1 890 6967  www.bambinifashion.at/  gq@bambinifashion.at  Tuchlaubenhof 7, 维也纳

 by Sarah Doody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Bonpoint 

"最好的孩子时尚"

不要以为维也纳对孩子来说没有太多的东西。它确实。它有许多儿童商店，
这是孩子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如果您的孩子介于0-12岁之间，请前往B
onpoint，这是购买儿童服装的理想目的地。随着孩子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
和鞋子，他们还会为圣诞节，万圣节等节日期间安装泳装和特殊服装。这家
商店通常充满热情的小孩，试穿衣服和特殊的珠宝。

 +43 1 512 9797  www.bonpoint.com/us/  Spiegelgasse 8, 维也纳

 by Ryan Quintal on 
Unsplash   

Spielzeugschachtel 

"玩具的R他们！"

自1963年成立以来，Spielzeugschachtel一直以其创意玩具让所有年龄段的
孩子都感到高兴。经过17年的成功经营，店铺也扩展到了一个书店，这个书
店因其精彩的收藏而获得全国的认可。店内的每一件玩具都不仅仅是一个舒
适和欢乐的对象，而且还会创造性或智力地刺激孩子的成长。

 +43 1 512 4494  www.spielzeugschachtel.
com

 office@spielzeugschachte
l.com

 Rauhensteingasse 5, 维也纳

 by Bru-nO   

Xocolat 

"精致的巧克力"

维也纳巧克力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Xocolat。这家精品店位于Palais
Ferstel购物商场，体现了巧克力制作的艺术。掌舵的是获奖的厨师Christia
n Petz。品尝他们挑选的威士忌松露，Grand Marnier果仁糖，巧克力棒和涂
抹酱，并从玻璃窗中观看所有幕后行动。作为一个腐朽的纪念品带回家一盒
什锦甜点。

 +43 1 535 4363  xocolat@xocolat.at  Freyung 2, Passage des Palais
Ferstel,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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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seolgon   

音乐之家 

"送你的耳朵上一趟！"

这座独特的博物馆位于查尔斯大公王殿前，其创意计划和设计获得了着名的
奥地利博物馆奖。来吧，尽情享受维也纳所提供的一切音乐！ Haus der Mus
ik音乐博物馆是一个专为耳朵和眼睛设计的博物馆，其中包含许多令人惊叹
的互动式展品，让参观者与物品互动。为任何对音乐感兴趣的人提供创意，
乐趣和教育体验！

 +43 1 51648  www.hausdermusik.com/  info@hdm.at  Seilerstätte 30, 维也纳

 by _Alicja_   

Zirkus 

"小的时尚"

在Zirkus为孩子们准备一些时髦的服装。这家儿童专卖店是您购买牛仔裤，
鞋子，衬衫，连衣裙以及您孩子所需的一切的绝佳场所。该店以儿童时尚的
方式储存了一些国际顶级品牌，并且还可以看到店内的生动活泼。友好而温
馨，店内的氛围与主题保持一致，使整个行业充满乐趣。

 +43 1 535 4885  www.zirkus.co.at/  office@zirkus.co.at  Herrengasse 15, 维也纳

 by Sacher Hotels
Betriebsgesellschaft m.b.H.
   

萨赫酒店 

"比巧克力大蛋糕更多"

萨赫酒店，维也纳最有名的酒店之一，从1876年开业以来一直受名人和富豪
的欢迎。这几天其咖啡厅充满了游客，都是有名的萨赫巧克力大蛋糕的功劳
。然而，酒店本身依然保持着其唯一的优势，油画，客房里的泥灰岩和红色
的天鹅绒窗帘。价格昂贵的房间足以使人晕倒，而普通的房间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却很舒适。奢华和传统的融合会为你在维也纳的停留留下愉快的回忆。

 +43 1 51 4560  www.sacher.com/en/  wien@sacher.com  Philharmonikerstrasse 4,
维也纳

 by tom_bullock   

蝴蝶屋 

"蝴蝶之家"

坐落于城堡花园里靠近霍夫堡皇宫的蝴蝶之家，奇妙的新艺术建筑棕榈温室
（建于1901年）是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蝴蝶收藏地之一。蝴蝶之家的温度在2
6摄氏度，湿度80，在这里包括了成百上千种不同种类的蝴蝶。有些的翅膀可
达到30cm长，几乎拥有所有美丽的值得自豪的图案和颜色。参观了蝴蝶之家
后，游客可以在此地的咖啡厅里好好的休息一下。

 +43 1 533 8570  www.schmetterlinghaus.a
t

 info@schmetterlinghaus.a
t

 Schmetterlinghaus, 维也纳

 by Booking.com 

丽思卡尔顿酒店，维也纳 

"历史悠久的优雅"

维也纳丽思卡尔顿酒店坐落在一座宏伟的19世纪宫殿内，是城市中心的豪华
绿洲。酒店秉承了建筑雄伟的原始特色，并将其无缝地融入了室内设计;令人
惊叹的建筑和现代设计的和谐组合。客房以高耸的天花板，木镶板和奢华的
家具为特色，反映了建筑的永恒风格。现代室内设施包括无线互联网，迷你
酒吧和iPod的码头一个愉快的假期。在DSTRIKT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奥地利美食
，而壮观的屋顶酒吧是享受香槟和日落的好地方。您可以在全套服务的娇兰
水疗中心放松身心，那里设有一个现代化的游泳池，在水下播放音乐。孩子
们不应该像寻宝之类的活动一样留下来让他们占领。检查网站的可用性和更
多。

 +43 1 3 1188  www.ritzcarlton.com/en/
Properties/Vienna/Defaul

 vienna@ritzcarlton.com  Schubertring 5-7,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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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诺富特维也纳市酒店 

"维也纳的润泽宝石"

诺富特酒店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品牌，在维也纳，诺富特维也纳酒店是您住宿
的绝佳去处。这家现代化的四星级酒店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健身中心，
桑拿浴室以及无可挑剔的宽敞，和干净的房间。他们的内部餐厅提供美味的
国际和特殊奥地利食品，肯定会痒你的味蕾。巨大的自助早餐传播显然是选
择形式众多的不同品种的亮点，你会感到困惑，并可能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
吃早餐。

 +43 1 90 3030  all.accor.com/hotel/615
4/index.en.shtml#origin=
novotel

 H6154@accor.com  Aspernbrueckengasse 1,
维也纳

 by Bwag   

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 

"维也纳丰富的自然历史"

这座博物馆是位于环城大道的两个兄弟博物馆中的第二座，根据戈特弗里德
·森珀和卡尔·哈泽纳尔的设计，按照与美术博物馆相同的风格建造的。这
座庞大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矿物学、岩石学、人类学和史前世界的有趣展品
。还有关于索尔人展厅和大型动物模型。儿童角提供各种相关视频和展览，
让孩子们在玩耍途中学习和探索历史，确保孩子们能正确地了解这些文物。

 +43 1 521770  www.nhm-wien.ac.at/  info@nhm-wien.ac.at  Burgring 7, 维也纳

 by Jorge Franganillo   

艺术史博物馆 

"艺术的宝藏"

由Gottfried Semper和Karl Hasenauer于19世纪末设计建造，艺术史博物馆
收藏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艺术收藏品，被誉为欧洲最好的艺术品之一。照片画
廊是一个老主人的名人故事，收藏了鲁本斯，伦勃朗，维米尔，丢勒，拉斐
尔，提香和委拉斯开兹等人的作品，以及布鲁格尔的综合画作。一次访问几
乎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 - 很多人第二次或第三次返回。以弗所博物馆
- 武器和盔甲的集合 -
故宫古代乐器的收藏也属于艺术史博物馆，值得一游。

 +43 1 525 24 4025  www.khm.at/  info@khm.at  Maria Theresien-Platz,
维也纳

 by Manfred Werner (Tsui) 

Dschungel维也纳 

"意味着青年"

Dschungel维也纳是一个巨大的剧院，旨在促进年轻人才。因此，这个宏伟的
场地举办戏剧，喜剧，戏剧，木偶戏和现场音乐剧。除了本地艺术家之外，
国际剧院的人物也可以在这个受欢迎的场合演出。剧院内有两个较小的场地
，分别可容纳180人和80人。这两个礼堂都配备了一流的灯光和音响效果，以
提升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个表演。要求进一步的细节。

 +43 1 522 0720  www.dschungelwien.at/  tickets@dschungelwien.at  Museumsplatz 1, 维也纳

 by FeeLoona   

放大儿童博物馆 

"动手博物馆"

仿照纽约市百年历史的儿童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给维也纳的博物馆区带来兴
奋和学习。孩子们会喜欢与所有的动手展品互动，把学习变成一个有趣和令
人兴奋的体验。

 +43 1 524 7908  www.kindermuseum.at  office@kindermuseum.at  Museumsplatz 1,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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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siwal   

现代艺术博物馆 

"为艺术爱好者"

由当代艺术组成的博物馆藏品涵盖了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对
象艺术等不同的艺术趋势。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是所谓的20er Haus，在
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担任奥地利馆。这座建筑物包括概念艺术，
极简艺术，Arte Povera或与当代艺术相关的特别展览。在任何时候都有多个
展览去讨好许多艺术爱好者。一家咖啡馆和一家礼品店也在店内，供那些寻
找小吃或纪念品的人使用。

 +43 1 52500  www.mumok.at/  info@nospammumok.at  Museumsplatz 1, 维也纳

 by Manfred Werner (Tsui) 

Kabarett Niedermair 

"热门演员秀"

装饰相当朴素，但有利于一个愉快的戏剧经验。喜剧演员通常很棒，在奥地
利已经很受欢迎。这些艺术家往往已经出现在电影或电视制作。新人才也受
到欢迎，但只有当老板亲自见到他们在舞台上，并确信他们的表演技巧是高
品质的。演出结束后，步行到Florianigasse，在那里你会找到很多不错的餐
馆和酒吧。

 +43 1 408 4492  www.niedermair.at/  kabarett@niedermair.at  Lenaugasse 1A, 维也纳

 by Brücke-Osteuropa   

Haus des Meeres 

"水生绿洲"

Haus des Meeres酒店始建于1957年，是维也纳繁华的第七区中心的一座大型
水族馆。一个可以追溯到二战的高耸结构拥有10,000多种海洋生物。作为奥
地利最大的水族馆之一，它是一些咸水和淡水物种的家园。游客还可以在地
中海海域找到鱼类以及美丽的鲨鱼。一个关键的亮点是15,000公升（39625.8
0加仑），这是由双髻鲨占领的崇高坦克。水族馆内的人造洞穴让客人可以探
索夜行昆虫。从11楼的水族馆咖啡厅，可以看到美丽的城市壮观的景色。

 +43 1 587 1417  www.haus-des-meeres.at/  office@haus-des-
meeres.at

 Fritz-Grünbaum-Platz 1,
维也纳

 by Debarshi Ray   

杜莎夫人蜡像馆 

"与星的集合"

在杜莎夫人蜡像馆与各个领域中您最喜爱的图标相遇。这个蜡像博物馆是维
也纳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并以众多着名人物的真人大小的蜡像而着称。会场
有历史，文化，政治家和梦想家，运动和音乐等八个不同类别的名人，并拥
有该领域的着名图标。这个博物馆是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雕像的流行
，还有着名的人物，如卡尔·马克思，奥黛丽·赫本，布拉德·皮特等等。
这个博物馆是全年开放，是一个必须的访问。

 +43 1 890 3366  www.madametussauds.com/
Wien/

 madame.tussauds.wien.mec
c@merlinentertainments.bi
z

 Riesenradplatz, 维也纳

 by No machine-readable
author provided. Herbert
Ortner assumed (based on
copyright claims).   

普拉特游乐园 

"传奇游乐场"

以其巨大的摩天轮和游乐园而闻名的普拉特游乐园，建于一大片森林和草地
中，色彩斑斓的游乐场位于多瑙河与多瑙运河中间，最初是皇家狩猎场。公
园于1766年向公众开放，其高达67米(219.8英尺)的巨型摩天轮建于1896年。
这座建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作瞭望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
重损坏。由奥斯·威尔斯参演的影片 第三个人 使摩天轮获得了不朽的美名
。如今，游乐场里到处都是高科技游乐设施，从碰碰车到幽灵列车，尽管有
些奇特的元素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想要逃离普拉特河的喧闹，不妨沿着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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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豪普塔利河，穿过起伏的草地到达卢斯特豪斯，这是一家供应正宗奥地利
菜肴的餐厅。

 +43 1 728 0516  www.prater.at/  info@wiener-prater.at  Prater 7, Wiener
Praterverband, 维也纳

 by Denise Jans on Unsplash
   

花花公子Lilarum 

"家庭娱乐场所"

在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休息一下，在您参观Laughum Figueheater时，与您的
小朋友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个剧院成立于1980年，起步简陋，一次只能
容纳30名观众。然而，在1997年，这个剧院搬到了一个新的财产，现在可以
容纳大约120名观众。这个剧场是为了木偶演出而策划的，是所有年龄段的儿
童都喜欢的娱乐场所。除了木偶戏外，剧院还定期举办几个艺术工作坊。在
计划您的访问之前，请查看他们的网站以了解正在进行的计划。

 +43 1 710 2666  lilarum.at/  lilarum@lilarum.at  Göllnergasse 8, 维也纳

 by Jorge Royan   

技术博物馆 

"技术在审美环境中的应用"

1908年，为了庆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登基60周年，决定
建造这个博物馆。至少应该有半天的时间通过博物馆进行远征，包括各种各
样的藏品。其中包括制造产品，模型，乐器，创新论坛，技术图像，传奇奔
驰银箭，1955年英国旅游奖得主和其他有趣的人造物品。

 +43 1 8 9998 6000  www.technischesmuseum.a
t/

 museumsbox@tmw.at  Mariahilfer Strasse 212,
维也纳

 by roger4336   

木偶剧院 

"家庭娱乐中心"

木偶剧院是维也纳受欢迎的家庭娱乐目的地，以举办数场木偶戏闻名于世。
这个剧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它是为了纪念提尔尔的电影和大主
教的访问而建立的。现在，剧院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场所，你可以和你的小孩
一起来娱乐。这个剧院是精心设计的木偶表演。所以，请定期出游休息一下
，把你的家人当成一个充满乐趣的木偶表演。除了作为娱乐场所外，这个剧
场还为爱好者举办了一系列的艺术工作坊。

 +43 1 817 3247  www.marionettentheater.
at/

 office@marionettentheate
r.at

 Hofratstrakt, Schloss
Schönbrunn, 维也纳

 by swampa   

熊布朗宫（丽泉宫） 

"令人吃惊的皇室公园"

游客确实会在美丽泉花上一天时间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给你选择：你
可以在美丽的皇家公园里漫步，参观欧洲最大的温室，或者是去世界上最古
老的动物园。城堡是1696年到1713年建造的并且变成了玛丽娅·特蕾西娅最
爱的皇家居所。公园最高处的咖啡厅，为游客提供了极好的视野来欣赏城堡
和城市的美丽。

 +43 1 81 1130  www.schoenbrunn.at/ueber-
schoenbrunn/der-schlosspark

 Schönbrunner Schloßstraße 47,
维也纳

 by M. Kreuschitz 2010   

美泉宫动物园 

"最古老的动物园"

1752年，弗朗西斯·斯蒂芬·洛斯林根，作为玛丽亚·特莱西娅皇后的丈夫
，在美泉宫内建造了维也纳动物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园)。动物园里随
手可见一些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最近添加一些新的围墙(比如给老虎、美洲虎
和大象的笼子)。在那时，动物园是宫廷的娱乐和教育场所。如今，美泉宫动
物园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该动物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饲养大熊猫
的动物园之一。园内位于历史中心的巴洛克八角早餐亭是步行的起点。参观
动物园是完美的家庭休闲项目尤其是在周末。因此，动物园在周末会相当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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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

 +43 1 87792940  www.zoovienna.at/  office@zoovienna.at  Maxingstrasse 13b, 维也纳

 by Manfred Werner - Tsui 

Lainzer动物园（蒂尔加滕） 

"被野生动物包围的一天"

把这个公园描述成蒂尔加滕（动物园）会有些误导，因为维也纳西部这个庞
大的自然保护区只是不受干扰的性质。雄鹿，ro鹿和野猪都可以自由地穿过
场地，镇上的居民也可以寻找一点安宁和平静。有可能在皇帝的前狩猎场漫
步在无尽的小径上。那些希望从另一个角度看维也纳的人应该努力去维也纳
布里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镇似乎已经放在了自己的脚下。历史博物馆
在Hermesvilla举办各种展览，距离Lainzer Gate仅有一小段步行路程。

 +43 1 804 3169  www.wien.gv.at/umwelt/w
ald/erholung/lainzertier
garten/

 post@ma49.wien.gv.at  Hermesstraße, 维也纳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inzer_Tiergarten_M%C3%A4rz_2014_Damhirsch_(Dama_dama)_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vienna/48741-lainzer动物园-蒂尔加滕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