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Amsterdam"
From its scenic canals to its vibrant nightlife, Amsterdam offers visitors endless avenues for exploration. Often known as the

'Venice of the North', this lovely 17th-century European gem is the home of exquisite art, culture and architecture. Explore its

world-class museums, soak in its storied heritage, or wander its bike-friendly streets for an experience that will stay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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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博物馆 

"藏有最多梵高作品的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收藏着世界上最多荷兰著名艺术家文森特·梵高的
作品，从绘画到素描，甚至是信件。博物馆记录了这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
从1880年开始在荷兰纽恩生活，一直到1890年在法国去世。梵高的一些最著
名的作品在这里的画廊展出，包括吃土豆的人、向日葵和在阿尔的艺术家卧
室。博物馆还记录了梵高的一些艺术家朋友的作品和灵感，包括与梵高有着
密切友谊的图卢兹·劳特雷克和保罗·高更，以及让·弗朗索瓦·米勒。

 +31 20 570 5200  www.vangoghmuseum.nl/  info@vangoghmuseum.nl  Museumplein 6,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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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之家 

"安妮弗兰克家的密道"

安妮之家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故事；安妮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她两年的避难生
活，如今保存在安妮弗兰克故居里。1942年7月6日，德国占领了荷兰，以及
随后对犹太社区的迫害下，安妮和家人一起躲藏在阿姆斯特丹的密室旧址。
在两年的时间里，安妮将惊惶失措的生活点滴全写进日记中，最后由她父亲
付梓出版。 虽然没有太多的纪念物品，电影和其他来源，包括安妮的日记，
呈现了一个当年苦难逃亡的艰苦生活。
博物馆于1960年5月3日对公众开放，大规模的游客中心建于1980年代

 +31 20 556 7105  www.annefrank.org  Westermarkt 20,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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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著名的艺术殿堂"

国立博物馆，也被称为国家博物馆，被认为是真正的国宝。拥有从中世纪到
当代的大量艺术品和历史文物，创造了一个真正丰富的文化宝库。馆里的展
品包括来自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伦勃朗、维米尔、弗兰斯·哈尔斯和简·
斯蒂恩的杰作。伦勃朗的夜巡Night Watch 是博物馆的重要展品。在这里你
还会发现中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作品，精美的银器和代尔夫特瓦陶器收
藏，古老的娃娃屋，以及奇妙的亚洲艺术品。经过改造，博物馆1885年的复
兴建筑已经被修复和改造，以适应现代基础设施。博物馆本身就是艺术与建
筑结合的杰作，由皮埃尔·奎普斯(Pierre Cuypers)设计，装饰着雕塑、绘
画、瓷砖和彩绘玻璃，展示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

 +31 20 674 7000  www.rijksmuseum.nl/  info@rijksmuseum.nl  Museumstraat 1,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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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负责管理和展示现代、当代艺术和设计，从而吸引国
内外观众。结合了传统博物馆给当代视觉艺术提供平台展现作用，在阿姆斯
特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借助其独特的收藏品，通过馆内
多方面的展览和展览接近艺术爱好者。这座博物馆是该市艺术界的主要设施
，非常值得来参观。门票价格因季节而异。

 +31 20 573 2911  www.stedelijk.nl  info@stedelijk.nl  Museumplein 10, 阿姆斯特丹

 by Sebastiaan ter Burg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 

"记录首都的历史"

原本是一家孤儿院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坐落在一座14世纪的建筑里。通过
艺术品、地图和模型，这座博物馆讲述了七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的领土扩
张。公民卫队画廊 （The Civic Guard Gallery)是其最受欢迎的特色之一，
充满了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历史悠久的人物肖像。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展览
，如小孤儿院和阿姆斯特丹DNA宣传动画。游客还可以在莫库姆咖啡馆（Moku
m)喝上一杯热乎乎的咖啡，或者在雅典娜博物馆的商店里购买纪念品。

 +31 20 523 1822  www.amsterdammuseum.nl/  info@amsterdammuseum.nl  Kalverstraat 92,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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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力啤酒体验馆 

"世界出名的啤酒就产于此"

始建于19世纪末的斯塔德胡德斯卡德大厦作为喜力品牌的酿酒厂运营了近一
个世纪，直到1988年关闭。啤酒厂关闭后，改为游客中心。如今的喜力啤酒
体验馆，作为企业博物馆和会议场地还有信息中心。博物馆展示了喜力啤酒
厂的历史；参观博物馆还包括互动展示和品酒。

 +31 20 523 9222  www.heinekenexperience.
com/

 info.experience@heineken
.com

 Stadhouderskade 78,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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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尔公园 

"城市公园"

这片翠绿的大绿洲建于19世纪下半叶，以诗人约斯特·范登冯德尔（1587-16
79）命名，1867年，他的雕像在此揭幕。 如今，冯德尔公园，是这个城市最
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是市民远离城市烦嚣的避风港。 游客可以来这里滑冰，
让你的孩子在广场内玩耍，或者在四个露台上享受一杯咖啡。

 +31 20 702 60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iamsterdam.com/en/see-and-do
/things-to-
do/nature/overview/vondelpark

 Vondelparkbrug,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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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区 

"标志的，富有历史街区"

佐敦区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是为工
人阶级建造的一个地区。从那时起，这个街区就变成了高档住宅区。如今，
佐敦区融合新旧建筑，设有古香古色庭院、一流的艺术画廊和美味的餐馆。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经常在北区市场Noordermarkt、林登拉赫特街Lindengra
cht
和西街市场Westerstraat,、乔丹博物馆和带有高耸钟楼的西教堂Westerkerk
。多年来，这个社区的多样化造就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风格仍然通
过在佐敦区的许多酒吧和咖啡馆通过表演来庆祝。沿着街道和佐敦运河，古
色古香的房屋和当代景点争相吸引路人的注意。

 +31 20 770 895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iamsterdam.com/en/about-amst
erdam/amsterdam-

 The Jordaan,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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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Zoltan Tasi on Unsplash
   

红灯区 

"阿姆斯特丹独特的景点"

红灯区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街区，24小时开放，特别在晚上是最活跃的。
红灯区的窗户对着运河，街道周围的红灯区可以购物和设有剧院，以及一个
专门展示色情作品的博物馆。

 De Wallen, 阿姆斯特丹

 by kirkandmimi   

阿姆斯特丹中央运河区 

"世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运河区"

Grachtengordel，也被称为阿姆斯特丹运河区，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中心。
运河运输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这个社
区也因其完美的城市规划而闻名，即使在四个世纪之后，仍然保存的完好无
损。位于该地区的一个主要地标是 安妮之家
，这是一个专为纪念犹太作家安妮弗兰克而建的博物馆。

 +31 20 702 60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amsterdam.nl/kunst-cultuur-
sport/grachtengordel/

 Grachtengordel,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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