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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ibar市 

"嗡嗡声在这里！"

这个舒适而狭窄，但非常长，高酒吧有一个小舞池，亲密的座位安排，并充
满了棕榈树。自1998年开放以来，受欢迎的气氛非常交际和相当轻浮。但不
要误会，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你正在打猎，你至少应该能够跳舞（拉
丁美洲）。但是，如果事情不能解决，不要担心，你总是可以在酒吧喝上一
些很棒的雪茄！一定要装满硬钱！

 +49 89 2288 0289  info@cohibar-city.com  Herzog-Rudolf-Strasse 2,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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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os城市 

"放松和友好"

凭借其谦逊的装饰和随和的工作人员，Americanos市即将迎来一个夜总会，
你可以找到希望。随着像单打之夜和其他搅拌机这样的常规活动，如果这个
地方不能把你带出你的外壳，什么都不会。酒会阵容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确
保漫漫长夜的欢乐，跳舞和戏。检查网站的当前和即将到来的时间表。

 +49 172 867 0007  americanos.de/  Atelierstraße 10, 慕尼黑

 by Morgengry   

巴伐利亚霍夫 - 夜总会 

"领先的爵士乐俱乐部"

位于巴伐利亚霍夫酒店的夜总会每晚都会举办流行的爵士乐表演，Chick
Corea和Herbie Hancock等知名人士与新人一起演出。这个位于地下室的优雅
但黑暗的建筑，通常在周末与充满装束的酒店客人和慕尼黑爵士乐爱好者充
分挤满。虽然入场价格相对便宜，但要注意饮料非常贵。小吃也可用。萨尔
萨夜晚，星期一由着名的DJ主持。

 +49 89 212 0994  www.bayerischerhof.de/d
e/erleben-geniessen/ente
rtainment/entertainment-
vom-feinsten/night-
club.html

 nightclub@bayerischerhof
.de

 Promenadenplatz 2, Hotel
Bayerischer Hof, 慕尼黑

P1 

"为富有和着名"

P1是慕尼黑最着名的富人和名人俱乐部之一。网球运动员鲍里斯·贝克尔（B
oris Becker）和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Bayern Munich FC）的明星并不陌
生，他们经常光顾富有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经过六十多年的创业，P1已经
成为再造的主人，多次搬迁。他们的最新场地位于Haus der
Kunst的地下室。穿上最适合慕尼黑最独特的人群。

 +49 89 211 1140  www.p1-club.de/  reservierung@p1-club.de  Prinzregentenstraße 1,
Haus der Kunst,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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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e Sonne 

"深夜的乐趣"

抽搐的节奏和迷幻的氛围一定会让那些左脚两只脚在地板上。而你在这里找
到的人群就像俱乐部本身一样发生着轰动。 Rote Sonne不仅仅是慕尼黑的最
佳表演之一，他看到了最酷的艺术家，乐队和DJ的阵容，所以，无论你是派
对动物还是音乐狂人，这个地方都是为你准备的。在网站上保留当前和即将
播放的节目标签。

 +49 89 5526 3330  www.rote-sonne.com/  info@rote-sonne.com  Maximiliansplatz 5, 慕尼黑

巴夏 

"饮料和音乐"

作为着名夜总会连锁店的一部分，慕尼黑的帕查（Pacha）是派对动物聚集的
地方。位于卡尔广场（Stachus）附近，内部是时髦和时尚。有一个舒适的休
息区，供那些想要放松的人喝上一杯储藏丰富的酒吧，还有一个舞池，可以
让那些无法抵挡臀部转动的音乐人。一个与朋友一起享受夜晚的好地方，酒
吧也可以出租作私人聚会和活动。

 +49 89 3090 5085  www.pacha-muenchen.de/  club@pacha-muenchen.de  Maximiliansplatz 5,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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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酒吧 

"每晚最多每晚"

髋关节发生了，这个老城区的夜总会以其女士之夜而闻名，几乎每个周末都
有这样的夜晚。在那些晚上，女性免收保险费。踏上时髦的音乐，度过美好
的时光。 089酒吧是大学生和热衷健康的人的热门热点！

 +49 89 5998 8890  www.089-bar.de/  office@089-bar.de  Maximiliansplatz 5, 慕尼黑

 by Branimir Petakov on 
Unsplash   

普罗塞克 

"趣味化人"

Prosecco是一个同性恋酒吧和夜总会，您可以在这里用热饮料放松一下，或
者用杀手的动作攻击舞池。从德国本土到国际上着名的排行榜，这里的每个
人都享有尊严，享有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休息一下，让你的头发下来，并
开启无忧模式。

 +49 9 2303 2329  www.prosecco-munich.de/  Theklastraße 1, 慕尼黑

俱乐部安培 

"跳了一整晚"

位于较大的Muffatwerk大楼内的安培设置了一个绝佳的夜晚的标准。从音乐
选择和室内设计到酒吧的饮料，每一个小小的元素显然都在努力工作。这个
空间融合了慕尼黑历史和世界上最新，最时尚的风格。流行音乐会，阅读，
讨论或简单地喝一杯和几个笑。

 +49 89 4587 5010  www.muffatwerk.de/de/pa
ges/ampere

 info@muffatwerk.de  Zellstraße 4, Muffatwerk,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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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绿 

"一切为了每个人"

一个气氛很好的俱乐部，一个同性恋友好的迪斯科酒吧，但是不太俗气 - 描
述Pimpernel并不容易。然而，它不适合任何常见的类别，这使得它在周末是
一个愉快和不拥挤的选择。和下注者一样，音乐也很难定义，所有的风格都
是一样的。美味的小吃在早上七点之前提供。

 +49 89 2323 7156  www.pimpernel.de/  info@pimpernel.de  Müllerstraße 56,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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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 Galerie 

"大家都知道你的舞蹈"

施瓦宾正在与高贵的饮料髋部和雅皮酒吧滴水，这使得小地下Alte Galerie
夜猫子很好的避难所。与大型仓库俱乐部不同的是，它位于Leopoldstraße行
动的拐角处，提供杀手锏的特价饮品。这些特殊功能保证了当DJ旋转嘻哈和
房子时，小舞池将会跳跃。 Alte Galerie舒适，友善，清爽。主题之夜，DJ
特辑和欢乐时光将整体人气商数提升得更高。

 +49 89 34 9887  alte-galerie.de/  info@alte-galerie.de  Kaulbachstraße 75, 慕尼黑

 by Public Domain   

Neuraum 

"在与沟槽"

为年轻和不安定的晚会，Neuraum夜幕降临，激烈的节拍，激光灯和时髦的人
群。即使是那些左脚两脚踏在沟槽里的家庭DJ，流畅的饮酒，也会让技术和
迷幻混搭。只有最快乐才能超越保镖，恶名不为人所乐;所以来打扮，让你的
头发！

 +49 89 3 8153 8999  neuraum.de/  info@neuraum.de  Arnulfstraße 17,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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