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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tefanjurca   

的Maximilianstraße 

"豪华购物"

这条街被称为巴塞罗那四大皇家大街之一，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
世的大脑之子。这条街的建设始于1850年。如果去慕尼黑旅行，那么走过这
条闪闪发光的道路是必须的。沿着Maximilianstraße，你会发现一些时尚大
牌店以及城市规模的咖啡馆和餐馆。香奈儿（Chanel），古驰（Gucci）和范
思哲（Versace）等品牌的设计师品牌都有。

 +49 89 2339 65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munich.travel/en/pois/shoppi
ng-design/maximilianstrasse-the-
city-s-noble-address

 Maximilianstraße, 慕尼黑

 by DerHexer, Wikimedia
Commons   

Neues Rathaus 

"新市政厅"

新哥特式的Neues Rathaus（新市政厅）是慕尼黑最着名的地标之一，建于18
67-1909年德国建筑复兴时期。尽管现在已经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但其建
筑风格至今仍引起争议。钟楼内置于塔内，每天以11a和5p的速度进行表演，
32位人物代表骑士般的角逐和舞蹈。五月到十月之间还有额外的表演。九楼
的观景点可以通过电梯到达。

 +49 89 2 3300  www.muenchen.de/int/en/sights/at
tractions/new-town-hall-neues-
rathaus.html

 Marienplatz 8, Innenstadt, 慕尼黑

 by Photo: Andreas Praefcke
   

慕尼黑市立博物馆 

"当地历史博物馆"

慕尼黑市博物馆（MünchnerStadtmuseum）展示了与这个城市的历史相关的展
览以及国际文明和文化历史等特殊展览。多面的常设展览“典型的慕尼黑！
”涵盖三层，展示了中世纪至今的城市文化。博物馆的核心主题是慕尼黑从
皇家宫廷向新独立自主城市的城市演变。博物馆的亮点是由伊拉斯谟格拉瑟
设计的着名的莫里斯舞者。不要错过摄影，乐器，当代历史，木偶剧和表演
艺术等不同的展览。有关电影博物馆目前的电影列表，音乐会和导游的详细
信息，请查看博物馆的主页。

 +49 89 2332 2370  www.muenchner-stadtmuseum.de/  Sankt-Jakobs-Platz 1, 慕尼黑

 by Julian Herzog (Website)
   

德意志博物馆 

"科技发展的历史"

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坐落在慕尼黑市伊萨尔河（Isar River）中的一
个岛上，十多年来鼓励着科技爱好者。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博物馆，也
是世界最早的科技博物馆之一 。德意志博物馆自1903年成立以来，展览面积
逐步扩大到55000平方米(592015.36平方英尺)。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独立的组
织，它专注于科技和自然科学的历史和发展。无数的物体和互动模型，如天
文馆和煤矿，被用来展示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进步。

 +49 89 217 9333  www.deutsches-
museum.de/

 information@deutsches-
museum.de

 Museumsinsel 1, 慕尼黑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tefanjurca/2385694074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munich/791773-的maximilianstraß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ünchen_(DerHexer)_2012-09-27_01.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ünchen_(DerHexer)_2012-09-27_0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munich/21145-neues-rathau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C3%BCnchen_Stadtmuseum_Jakobsplatz.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https://cityseeker.com/zh/munich/19931-慕尼黑市立博物馆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eutsches_Museum_Munich_2014_02.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ityseeker.com/zh/munich/19930-德意志博物馆


 by Gras-Ober   

老绘画陈列馆 

"惊艳的欧洲艺术"

1826年由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开放的老绘画陈列馆 （Alte Pinakothek)
表现了这位皇帝作为收藏家的最高成就。事实上，路德维希只是希望延续了
祖先的作品，因为这里展出的一些作品都是最早16世纪巴伐利亚的威廉五世
公爵(Duke Wilhelm V of Bavaria)的收藏品。第一次进入博物馆，参观者就
会看到真正的帝王藏品;超过800幅记录惊艳的14世纪到18世纪欧洲艺术历史
的艺术绘画等待着你去细细品味。特别是收藏德国大师的作品和华丽的鲁本
斯画廊是人惊叹的藏品。

 +49 89 2380 5216  www.pinakothek.de/en/vi
sit/alte-pinakothek

 info@pinakothek.de  Barer Straße 27, Eingang
Theresienstraße, 慕尼黑

 by Bbb   

英国公园 

"慕尼黑的英国花园"

英国花园是慕尼黑最迷人的公园，是最古老的英式园林之一，也是欧洲最大
的市政公园之一。公园占地面积3.7平方公里(1.4平方英里)，是世界上最大
的公园之一。该公园以其广阔的绿地和起伏的草坪为特色，设有一些最具建
筑多样性的地标性建筑。从 中国塔 与毗邻的啤酒花园，从希腊寺庙到日本
茶馆，公园里到处都是引人入胜的纪念碑和标志性建筑。公园里人工溪流滚
滚流，几名冲浪者毫不费力地滑过满浪花的水面。这座城市公园拥有一个人
工湖和一个露天剧场，是慕尼黑最好的社会文化中心之一。

 +49 89 2339 65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schloesser.bayern.d
e/deutsch/garten/objekte
/mu_engl.htm

 gvenglischergarten@bsv.b
ayern.de

 Mommsenstraße, 慕尼黑

 by LeilaSchmidt   

宝马博物馆 

"汽车的历史"

宝马博物馆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位于慕尼黑北部天际线
的巨大宝马塔（建于1970 - 73年），以其独特的四缸形状而闻名，通过不同
的机动交通时代，这座博物馆将带领游客前往迷人的旅程。博物馆于1966年
开业，同时也是宝马公司无与伦比的成功故事。自1991年以来，常设展览“Z
eithorizonte”一直在展出。宝马爱好者，尽情享受！

 +49 49 1745122309  www.bmw-welt.com/en/loc
ations/museum.html

 infowelt@bmw-welt.com  Am Olympiapark 2, BMW
Welt, 慕尼黑

 by GraphyArchy   

奥林匹克公园 

"奥运综合体"

奥运综合体建于1972年的奥运会，现在用于从体育赛事到音乐会等各种休闲
活动。 287米（942英尺）高的奥林匹克大厦享有城市的壮丽景色。在一个美
好的一天，游客可以上去看看阿尔卑斯山。顶部还有一家旋转餐厅。跨越奥
林匹克体育场，奥林匹克游泳池和奥林匹亚体育场的着名天蓬屋顶在当时备
受争议。然而，它是永恒的美丽，并已成为现代城市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奥林匹亚山（奥林匹克山）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瓦砾制成的草地丘，也提
供了很好的意见。溜冰场和游泳池也很受运动爱好者的欢迎，奥林匹克体育
场也是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之一拜仁慕尼黑的主场。检查网站的营业时间。

 +49 89 3 0670  www.olympiapark.de/de/o
lympiapark-muenchen/

 info@olympiapark-
muenchen.de

 Spiridon-Lois-Ring 21,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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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Oefe   

Hellabrunn动物园 

"在野外"

慕尼黑动物园Hellabrunn成立于1911年，专注于伊萨尔地区的自然保护。海
狮的“鳍状肢游行”，印度象的“丛林巡逻”和“行动中的带状猫鼬”等各
种动物表演非常受欢迎。作为地缘动物园，人们可以在Tierpark Hellabrunn
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和鸟类，包括居住在地理集中区域的海狮，猛禽和鹈鹕
。各种特别活动，导游和旅行也由动物园进行。致电或访问网站了解更多详
情。

 +49 89 62 5080  www.hellabrunn.de  tierpark@hellabrunn.de  Tierparkstraße 30, 慕尼黑

 by Heidelbergerin   

宁芬堡宫 

"德国巴洛克城堡"

宁芬堡宫的外墙比凡尔赛宫还长，是维特尔斯巴赫夫妇令人印象深刻的避暑
山庄。作为慕尼黑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这座宫殿和它的场地展示了不同建
筑风格的地标性建筑物。由意大利巴洛克建筑师奥古斯蒂诺
巴雷利Augustino Barelli设计，这座宫殿仍然保留着洛可可和巴洛克风格的
房间。华丽的大理石抛光的石之厅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著名的美人画
廊(Schonheitengalerie)里有36位当地妇女的肖像，是游客必去的地方。在
公园里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小宫殿:
有一所小巧玲珑的狩猎行宫阿玛琳宫Amalienburg, 帕戈登堡 Pagodenburg
以及巴登堡Badenburg。 马车博物馆Marstallmuseum 的展品包括马车、雪橇
和陶器;冥想小教堂(Meditationskapelle)及玛德琳教堂(Magdalenenklause)
也值得一游。

 +49 89 17 9080  www.schloss-nymphenburg
.de/index.htm

 sgvnymphenburg@bsv.bayer
n.de

 Südliches Schloßrondell 1,
慕尼黑

 by Public Domain   

宁芬堡宫公园 

"宫殿公园"

Schlosspark Nymphenburg位于Schloss Nymphenburg，是慕尼黑最大的城堡
之一。风景如画的绿色景观，辅以一些非凡的园林艺术，是城堡花园在游客
中流行的原因。整个地区遍布大约229公顷（565.87英亩）的土地，是慕尼黑
必去之地。您也可以利用花园当局进行的导赏活动。

 +49 89 17 9080  www.schloss-nymphenburg.de/deuts
ch/park/index.htm

 Neuhausen-Nymphenburg 19,
Nymphenburg Palace, 慕尼黑

 by planet_fox   

安联球场 

"独特的足球场"

2005年完成的69901个座位的安联体育场是国家足球队拜仁慕尼黑队的所在地
，正好赶上2006年世界杯。由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Herzog）和德梅隆（De 
Meuron）设计，舞台独具一格，圆形和柔软的外壳，五光十色。在这个完全
覆盖的，气候控制的体育场内，你可以享受一场喧闹的，粗暴的足球比赛。
它还拥有106个奢侈箱子，希望成为一个群体。查看网站了解更多的事件和时
间表。

 +49 89 6993 1222  allianz-arena.com/de  Werner Heizenburg- Allee 25,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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