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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皇家啤酒屋 

"慕尼黑最有名的啤酒馆"

这个最著名的酒馆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即使是在早上九点也有许多
民众前往! 它独特的魅力来自巴伐利亚音乐和聚集在酒吧的少数常客。啤酒
和烧烤拼盘schmankerl（带辅料的烤猪肉干）非常完美的搭配。在夏天，当
地人会前往有特色的庭院，而宴会厅每晚都会举办巴伐利亚音乐晚会，门票
只要几欧元。主餐和一大杯啤酒是一群朋友的绝佳选择。建于16世纪，已成
为当地的地标。如果你不去慕尼黑皇家啤酒屋，你的慕尼黑之行就不完整。

 +49 89 2 9013 6100  www.hofbraeuhaus.de/en/  social@hofbraeuhaus.de  Platzl 9, 慕尼黑

 by Bayreuth2009   

奥古斯丁是大教堂 

"巴伐利亚美食与啤酒"

奥古斯丁多姆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供应传统的巴伐利亚美食与新鲜的
泡沫啤酒慷慨的份量。像巴伐利亚面包和烤猪肉美味的经典招牌美食爱好者
。内院设有一个啤酒花园，在那里可以享用现煮的啤酒。紧邻圣母教堂，也
很容易找到。

 +49 89 2323 8480  www.augustineramdom.de  info@augustineramdom.de  Frauenplatz 8, 慕尼黑

 by Public domain   

咖啡馆莫扎特 

"大而活泼的地点"

几乎隐藏在一条安静的小路上的拱门下，你会惊讶于莫扎特咖啡厅的宽敞程
度。这是一个完美的随时随地的场所 - 从与天窗下的朋友一起吃早餐，到晚
上的好老派。舒舒服服地呆在整个晚上，这个地方的大小，使自发的聚会毫
无保留。食物从简单到丰盛的炸肉排和汉堡以非常合理的价格。

 +49 89 59 4190  www.cafemozart.info/  info@cafe-mozart.info  Pettenkoferstraße 2,
慕尼黑

 by Bern Fresen on 
Unsplash   

工作室美食 

"在慕尼黑的法国盛宴"

Atelier Gourmet小酒馆风格的餐厅供应现代风味的法式菜肴。在这个餐厅里
，本质上是法式的配料和口味以独特的组合结合在一起。从结合了鸭子和石
榴到融合了传统与创新的甜点的餐厅，这家餐厅致力于推动法国美食的界限
。建议预订，因为他们一次只能容纳有限数量的顾客。

 +49 89 48 7220  www.ateliergourmet.de/  info@ateliergourmet.de  Rablstraße 37, 慕尼黑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ofbrauhaus.JPG


 by digital cat    

Chinesischer Turm 

"历史的啤酒庭院"

名字叫做啤酒花园的塔楼建于1789年，是英国花园中心的一个观景点和演奏
台。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个重建，原来是在1944年被摧毁的。
然而，音乐关系依然存在。 Chinesischer Turm有超过7000个座位，客人可
以放松身心，享受一杯弥撒（一升啤酒）。传统可以让你随身携带自己的食
物，但是食物很体面，一定会让你满意。

 +49 89 383 8730  www.chinaturm.de/  info@chinesischerturm.de  Englischer Garten 3,
慕尼黑

 by Berlinuno   

奥古斯丁凯勒 

"传统的啤酒花园"

Augustinerkeller是市中心唯一一家供应精美啤酒的大杯啤酒的传统啤酒花
园。由于古代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巴伐利亚君主制的时代，客人可以自带食物
。然而，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里供应的传统作品价格合理，值得
。学生，商界人士，当地人和游客都认为这个地方是无与伦比的。啤酒被誉
为慕尼黑最好的啤酒。

 +49 89 59 4393  www.augustinerkeller.de
/

 buero@augustinerkeller.d
e

 Arnulfstrasse 52, 慕尼黑

青尼罗河 

"非洲人去吃的地方"

虽然Blue Nile缺乏浪漫的氛围，但这家简单的餐厅是对埃塞俄比亚美食的绝
佳介绍。这些菜是根据传统食谱准备的，没有对欧洲口味做出任何让步。在
习惯用餐体验之前，需要一些时间进行调整，因为您必须学会用手指吃东西
！愉快的工作人员会帮助你，如果你挣扎。几杯蜂蜜酒后，所有的禁忌都会
消失。许多非洲人在这里吃这个事实说明了食物的质量。

 +49 89 34 2389  Viktor-Scheffel-Straße 22, 慕尼黑

 by Oliver Raupach   

Tantris 

"美食天堂"

Tantris是镇上最知名的餐厅之一，提供精美的当代国际美食，配以一流的葡
萄酒单。主要房间以红色和黑色装饰，为他们的诱人美食设置了一个戏剧性
的场景。房子的哲学是食物是快乐的基础，而从餐厅高兴的面孔来看，他们
的菜肴也是如此。酒店还设有一个露台和花园房间，可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开
放。食物包括套餐和单点菜肴，人们可以悠闲地品尝。

 +49 89 361 9590  www.tantris.de/  info@tantris.de  Johann-Fichte-Straße 7,
慕尼黑

 by Alpha   

Champor 

"香料的味道"

从传统的巴伐利亚和欧陆美食中休息一下，在Champor享受冒险的东方风味。
Kiren Alt的创意源于2004年，这家餐厅供应以马来西亚风味烹制的正宗美食
。在诱人的Asssam鸡，罗望子鸭，虾Sodhi，柠檬草牛肉咖喱等，这是一个美
丽的混合草药和香料的盛宴。与你的朋友或家人一起去这家餐馆，享受他们
特别的菜单。毗邻的花园提供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空间用餐。

 +49 89 9931 7764  www.champor.de/restaura
nt/

 info@champor.de  Warthestraße 5, 慕尼黑



 by Public domain   

改变在Thalkirchen的Wirt 

"巴伐利亚盛宴"

在这家舒适而舒适的餐厅品尝巴伐利亚的美食，如黑啤酒酱和烤香肠沙拉等
。 Alter Wirt的菜单经常变化，充满了传统的德国风味和食材，如土豆，牛
肉和啤酒。啤酒花园延伸到餐厅外，供应一系列的龙头啤酒，啤酒和许多其
他品种的烈酒。在Alter
Wilt享用真正的德国风格的饮料，享用美味的餐点。

 +49 89 7421 9977
(Reservations)

 www.alter-wirt-
thalkirchen.de/

 info@alter-wirt-
thalkirchen.de

 Frauenbergstraße 8, 慕尼黑

 by de:Benutzer:Schellnsau 

的Hirschgarten 

"公园和啤酒花园"

赫希花园最初是十八世纪末由选帝侯卡尔·西奥多尔（The Karl Theodor）
建造的游戏圈地。历史区域的一小部分被保存下来，从啤酒花园中可以看到
。拥有8000个座位的啤酒园是市内最大的啤酒园，也是最令人愉快的，因为
它的地理位置优越，还有众多的栗树。虽然啤酒从来没有被酿造或储存过，
但它并不是最传统的啤酒之一，而且在1970年建造花园的时候，它也只是从
狩猎场转变成了一家餐馆。像往常一样，这是一个自助式的啤酒花园，你必
须自己清洗你的啤酒杯才能得到补充。

 +49 89 1799 9119  www.hirschgarten.com/  restaurant@hirschgarten.
de

 Hirschgarten 1, 慕尼黑

 by Fentriss   

Asam-SchlösslMaria Einsiedel 

"宏伟贵族的房子"

这曾经是晚期巴洛克时期的重要画家Cosmas Damian Asam的家庭和工作室。 
Asamschlößl的门面是在慕尼黑曾经如此广泛的一个罕见的例子。画家在1724
年获得了这个庄园，增加了一个工作室，并开始用他的作品装饰门面。当时
，还包括工人的建筑物，几何设计的花园和由他的兄弟Egid Quirin建造的小
教堂。施莱希战后重建了这座房子，并修复了门面上的画作。自1993年以来
，这里以合理的价格提供了高品质的区域美食。餐厅是传统和舒适的，包括
蒂罗尔间，一个带粘土烤箱的休息室和一个美丽的花园。
Geiselgasteig附近电影制片厂的名人是这里的常客。

 +49 89 723 6373  www.asamschloessl.de/en
/homepage/

 bn@asamschloessl.de  Maria-Einsiedel-Straße 45,
Thalkirchen, 慕尼黑

 by Marco Verch   

Gasthof Weichandhof酒店 

"欧洲魔术！"

Gasthof Weichandhof酒店为您提供欧洲美食的独特体验。美味的德国，奥地
利和瑞士美食肯定会是一个惊喜。你可能会尝试在这里的一些菜是猪肘，烤
猪，煮牛肉，香草，鱼汤，等等。这里精致而舒适的氛围吸引着顾客与朋友
，同事和家人一起放松和放松。他们还为特殊的私人活动和派对提供了难忘
的时光。访问他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49 89 891 1600  www.weichandhof.de/  info@weichandhof.de  Betzenweg 81,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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