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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沃利公园 

"主题游乐场"

蒂沃利公园建于1843年，是丹麦著名的游乐园，位于曾经设防的城墙所在地
。如今， 在公园里的湖是护城河。蒂沃利公园以其富有感染力的嘉年华式氛
围和令人兴奋的景点而闻名于世，将过去的魅力与未来的活力融为一体。该
公园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占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861112.8平方英尺），是
丹麦规模最大的游乐园之一。蒂沃利公园拥有历史悠久的过山车、神话中的
海盗船和神奇的旋转木马等众多景点。 在那里大约有40家酒吧和餐厅，其中
有些是可以追溯到1843年的美食。游乐场里总有世界级的现场娱乐项目，并
且在圣诞节期间，庆祝活动更是达到高潮。

 +45 33 15 10 01  www.tivoligardens.com/  info@tivoli.dk  Vesterbrogade 3, 哥本哈根

 by Leif Jørgensen   

乐高商店 

"令人愉快的砖块"

乐高是世界上最着名的玩具制造商之一，在建筑砖玩具方面几乎是一个权威
。他们在城市中心的旗舰店是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和爱好者的天堂。从经典套
装到难以找到的主题套装，商店的收藏品将吸引休闲购物者和收藏家。商店
的设施包括一个广阔的互动游戏区，一个砖块墙，迷你主建筑师酒吧以及建
造一个Minifigure塔，保证放纵时间。检查网站更多。

 +45 5215 9158  stores.lego.com/da-
dk/stores/dk/copenhagen/

 Vimmelskaftet 37, 哥本哈根

 by Stig Nygaard   

第谷布拉赫天文馆 

"哥本哈根最大和最美丽的天文馆"

这座现代化的建筑物显然已经成为了哥本哈根的最新地标，为这座城市更添
一分魅力。位于Sankt Jørgens Sø旁边，这座建筑物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有
私人集资建成。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有一所大型的全景式宽银幕电影院，放
映很多与自然、太空有关的电影，加上各种电脑特技和视觉技巧，让人有一
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在大运河或外太空中行走一样。在这里的天文馆，
旅客可以了解更多从中世纪第谷布拉赫 (1546-1601)生的到仍在世至今天的
天文学知识。而天文馆湖边就成为了很多哥本哈根人在夏天喜欢去的地方。
在天文馆里面，还有一家叫做Cassiopeia（仙后座）的餐厅。

 +45 3312 1224  planetarium.dk/  tycho@tycho.dk  Gammel Kongevej 10,
哥本哈根

 by Free-Photos   

MadsNørgaard 

"男士时装"

丹麦设计师MadsNørgaard在Strøget创立的同名精品店成立于1986年，一直为
男士提供最好的时尚服饰。经典款式既是现代设计师哲学的一部分，也因此
在商店不断变化的系列中融合了两者。这款系列的休闲系列，以设计师的作
品以及Paul Smith，Fred Perry和Stine
Goya等品牌为代表。还有一个妇女和儿童的线路。检查网站更多。

 +45 3312 2428  www.madsnorgaard.com/bl
ogs/stores/amagertorv

 shop@madsnorgaard.dk  Amagertorv 15, 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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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renda-Starr~   

Brnenes Boghandel 

"最适合儿童"

Brnenes Boghandel意思是“儿童书店”，这简直就是对这家商店的总结。不
过，这不仅仅是为了买书的地方，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在这里为他们买
东西的话，孩子们会爱上你的。据说这家商店是本领域最好的，这家商店值
得注意。你会发现你在这里找的任何东西。这个选择是广泛的，当然，特别
关注像奥兰·朗德·柯克加德，比雅恩·路透和丹尼斯·尤根森这样的流行
的丹麦儿童作家。但也有像“五”这样的老系列。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
rid
Lindgren）在货架上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店员的专业知识是无可争辩的。

 +45 3315 4466  www.saxo.com/dk?arnoldb
usck=true

 1415@bogpost.dk  Købmagergade 50, 哥本哈根

 by Leif Jørgensen   

Cinemateket 

"各种各样的曲目和主题"

Cinemateket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Kongens Nytorv和NørreportStation之间
，是丹麦电影学院的一部分。建筑上有趣的建筑包含两个电影院，一个图书
馆，一个可视化的图书馆，一个书店和一个咖啡馆，都在一个时尚的氛围。
剧目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会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出现
。每部电影每月放映两到三次，票价相对较低。一些短片和儿童电影是免费
的，但你通常必须提前订票。 Cinemateket是哥本哈根唯一的电影院，具有
如此多样的剧目，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在雨天带孩子们。

 +45 3374 3412  www.dfi.dk/filmhuset/ci
nemateket.aspx

 cinematek@dfi.dk  Gothersgade 55, Det Danske
Filminstitut, 哥本哈根

 by Booking.com 

CPHLiving酒店 

"在水面上"

如果你无法得到足够的城市迷人的运河，这家酒店是你最好的选择。 CPHLiv
ing是一家浮动的精品酒店，提供舒适的住宿和一些城市最好的景色。所有房
间都面向运河，旨在最大化的意见，与整个玻璃墙。不用说，白天房间充足
的自然光线。客房拥有干净的线条和简约的装饰，为客人提供舒适的住宿。
前往屋顶甲板，欣赏城市的全景。酒店内没有餐厅，但周边地区有许多餐饮
选择。检查网站的可用性和更多。

 +45 6160 8546  www.cphliving.com/  info@cphliving.com  Langebrogade 1C, 哥本哈根

 by Booking.com 

大道酒店 

"腓特烈斯贝三星级酒店"

大道是一座现代化的酒店，位于一栋古老的红砖建筑内，两侧都有迷人的尖
顶。有一个私人庭院，供客人坐在户外。酒店靠近湖泊，距离市政厅广场只
有五分钟的车程。作为家庭旅馆，它提供了四床房和24小时接待的实惠价格
。所有客房都设有私人浴室，电话，收音机和电视。酒店拥有私人安全的停
车场。

 +45 3537 3111  www.brochner-hotels.dk/
hotel-avenue-copenhagen/

 info@avenuehotel.dk  Åboulevard 29,
Frederik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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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MK Statens Museum for
Kunst (officiel)   

国立美术馆 

"绘画艺术的官方博物馆"

这座雄伟壮丽地的建筑建于1889年-1896年间，由Wilhelm Dahlerup和G.E.W.
Møller所起草，整座将猪充满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在1998年的秋天，这座
艺术馆完成了扩建工程，以新面目向公众开放。这座全新的建筑建于本来建
筑后面的公园中，两座建筑以一座玻璃外墙的天桥所连接着，这座天桥被称
为是雕塑街。这条街足有整个博物馆那么长，而且经常会举办演唱会和舞蹈
表演。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十二世纪的艺术作品。这里还有很多更为古老的欧
洲和丹麦艺术品，不妨到这里以提香，丁托列托，布罗伊格尔，鲁本斯，伦
勃朗和弗兰斯哈尔斯的作品来享受一场视觉盛宴。这里的现代艺术部分还收
藏了毕加索,布拉克，雷捷，莫迪里阿尼和埃米尔诺尔德的作品。当然，这里
还有很多丹麦艺术家的作品，如
奥卢夫主机，爱德华渭河，奥拉夫粗鲁和哈拉尔盖儿思宁。

 +45 3374 8494  www.smk.dk/  smk@smk.dk  Sølvgade 48-50, 哥本哈根

 by Booking.com 

哥本哈根海军上将酒店 

"住宿与视图"

无论是想享受一个浪漫的周末，周末与你脚下的城市，或只是为了庆祝你的
特殊事件在豪华的餐厅或事件的房间，海军上将酒店拥有一切。这家现代化
的国际四星级酒店拥有当代风格的客房，配备了所有住宿和设施，可以在住
宿期间使用，最初建在一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仓库中。由于该建筑位置优越
，客房可以欣赏海港或Amalienborg的景色。会议室可容纳120人，宴会220人
，招待会500人。一个

 +45 3374 1414  www.admiralhotel.dk/  admiral@admiralhotel.dk  Toldbodgade 24-28,
哥本哈根

 by Maltesen   

哥本哈根动物园（哥本哈根动物园）
 

"这是一个狂野的世界"

哥本哈根动物园是欧洲最大的动物园之一。它于1859年由鸟类学家N.
Kjrblling创立，当时是Frederiksberg Have的一部分。动物园的标志性建筑
是一座43米（142英尺）高的碉楼，动物园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2500多种动物
和鸟类。儿童动物园所在的花园里居住着山羊，牛，兔等动物。已经开展了
大量的工作，为模仿原始栖息地的动物创造了自然环境。
1998年，Christian Cold设计了新的入口，这是一种有趣的现代建筑。

 +45 7220 0200  www.zoo.dk/s/?language=
da

 zoo@zoo.dk  Roskildevej 32,
Frederiksberg

 by User:Palnatoke   

动物博物馆 

"动物王国"

位于哥本哈根大学内的动物博物馆是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四大恒星博物馆
之一。博物馆的展品追溯自史前时代以来生命形式的起源和演变。北极到南
极;随着地球气候带的变化，博物馆常设展览之一将带领游客通过不断变化的
动物种类及其发展。其他有趣的展品包括已经灭绝的动物标本。博物馆还为
游客提供了一个与狐狸，刺猬和獾等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现场博物
馆提供优秀的纪念品和玩具。

 +45 3532 1001  snm.ku.dk/  snm@snm.ku.dk  Universitetsparken 15,
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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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dersbruun   

Experimentarium 

"Truly Magical"

Set in a renovated brewery that looks like a stack of boxes,
Experimentarium's interior is also a fabulous architectural maze
that will astound you just like its astonishing interactive
displays. Opened in 1991, th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sitory
closed for a few years for a major re-haul. One of the city's
highlights, this place is for everyone who has a curious mind, be
it a toddler or a grandparent. Get to know how soap bubbles are
formed at the Bubblearium, or get awestruck at the massive DNA-
shaped winding Helix copper stairway that connects to all the four
levels of the museum. This sensational staircase makes this museum
look like from a sci-fi movie. Take a peek into the world of micro-
organisms at The Yeast Cell or find out about senses at The Tunnel
of Senses. Want to get an idea, head to The Idea Company or the
House of Inventions and for a dose of physics, Circus Physics is
absolutely a must. With over 16 exhibition zones, there i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that will blow your mind away.

 +45 3927 3333  www.experimentarium.dk  info@experimentarium.dk  Tuborg Havnevej 7,
Hellerup, 哥本哈根

 by Bakken   

巴肯游乐场 

"全球最古老的游乐场"

巴肯游乐场是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最古老的游乐园之一。仅次于丹麦著名的趣
伏里公园，巴肯游乐场位于哥本哈根以北的风景名胜区。从前，人们到巴肯
喝柯尔斯滕瀑布的泉水，以便用泉水治病。1830年，表演者和艺人来到巴肯
，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游乐场设有一个户外舞台，艺术家和表演
者在那里表演给观众带来欢乐。也许最受喜爱的是小丑皮埃罗，他每天在小
房间表演几次。有一次皮埃罗和孩子们开玩笑，吞下了火。来到巴肯游乐场
，犹如在巴肯游乐场漫步一般奇妙。游乐场设免费入场，然儿最好购买一个
腕带，才能参与游乐场里的33个游乐项目。

 +45 39 63 35 44  www.bakken.dk/  Dyrehavevej 62, Gentof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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