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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推荐哥本哈根必玩体验

梦幻 · 北欧童话
安徒生是丹麦 19 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也是世界童
话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
阳”。他最著名的童话故事有《小锡兵》、
《海的女儿》、
《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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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新装》等。哥本哈根的标志——“美人鱼”源于
安徒生的代表作，完成于 1913 年 8 月 23 日，雕像
上体为人身，下半身为鱼，足部覆盖着美丽的鳞片。

野蛮 · 维京传奇
维京人生活在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一直侵扰欧洲
沿海和英国岛屿，其足迹遍及欧洲大陆至北极广
阔疆域，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
Age）。维京是他们的自称，在北欧的语言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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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语包含着两重意思：首先是旅行，然后是掠夺，
意思就是海盗。到了 20 世纪，“维京”不仅指海盗，
意义扩展为斯堪的纳维亚人。

精明 · 商人之城
12 世纪时，阿布萨隆大主教在罗斯基勒（Roskilde）
修建要塞，后发展成为“商人之港（哥本哈根）”，
由一个小渔村到 1167 年以后靠近海渔业、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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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的发展成为现在重要的港口城市。城中商业区
汇集有王室御用老铺、世界著名品牌专门店、大百
货公司、小礼品店等，各种商品用品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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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 自行车王国
骑车出行在一些欧洲国家越来越成为潮流风尚，尤
其是丹麦，真正无愧于“自行车王国”的称号。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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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哈根，很多人都是骑车上班的。丹麦之所以能成
为自行车王国的原因，可归因于高额的汽车税和大
量的自行车道以及平坦的地形。小火车上画着大大
的自行车标示，人们可以带上车子乘坐小火车或者
地铁。如果你来到哥本哈根，不如拿本地图，骑一
辆自行车徜徉于这座自行车王国之中。

趣味 · 儿童游乐天堂
除了像趣伏里（Tivoli Gardens）那样的专业游乐园，
哥本哈根还有更多趣味十足的游乐方式，而且不少
知名的大型公共游乐场地、欧洲游人及哥本哈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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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常去的亲子游场所，都免费开放。除了景区提
供的公共游乐设施之外，游人可租用皮划艇，水上
畅游海港运河，或者骑行漫步森林公园和海滨公园，
是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的好机会，也可充分体验北
欧式的放松休闲生活。

绿色 · 环保之都
哥本哈根也被誉为“环保之都”，自行车正逐步成为
大众的代步工具，海上风力电厂更成为这个城市的
独特风景线。绿色交通、环保建筑，处处显示着哥
本哈根市政府的环保决心。哥本哈根市政府在 2009
年提出计划，要在 2025 年把哥本哈根建成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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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零碳排放城市，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也正按此引领着人们书写着全新的“绿色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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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IT 人 + 传媒人。长居北欧，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理学硕士。游走于 IT、互联网和传
媒业，同时也是写作绘画、旅行摄影玩家。兼任中外媒体的特约记者和独家撰稿人，出版有摄
影散文畅销书《去，另一种生活：北欧、西欧壮游记》。常常绕着地球跑，周游于列国之间，
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沿途见闻。
新浪微博：@ 维京飞鸟 weibo.com/vikingbird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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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t Copenhagen 关于哥本哈根

从维京时代的小渔村，中世纪的商人港
口，到全球知名的绿色环保之都，古老
而现代的哥本哈根，依然焕发着勃勃生
机。骑上自行车，乘坐皮划艇，或者悠
闲步行，自由穿梭在运河海港、森林湖
泊，以及街道花园、博物馆古建筑中，
深入感知北欧独特的四季风景。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 丹麦看病买药不如中国方便，游客尽量自
备急救药品和处方药。
· 对国人来说，“中国胃”所偏爱的美食小吃
不多。
· 哥本哈根在欧洲是出了名的“租房难”城市，
这对于初来乍到者是非常困扰的事。
· 与其他北欧城市一样，哥本哈根有“极昼”
和“极夜”现象，容易影响睡眠质量和日常
Tips 小贴士
行前推荐观赏电影：

关于这座城市，你必须要知道：

作息。

丹麦王国有着安逸迷人的自然风光，是全世

奥 斯 卡 获 奖 影 片《 走 出 非

界最合适步行游览和自行车骑行的国家之

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洲 》（Out of Africa），

一，作为首都的哥本哈根，屹立在蔚蓝的厄

夏秋季：户外烧烤、喝酒、游泳、骑行、健身。

勒海峡之滨，是一座古老的北欧历史文化名

春冬季：宅在家里休息、阅读、听音乐、聊天、

同名自传改编，描写丹麦富

城，它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维京文化为传

裕家庭出身的上流社会贵族

去南欧和亚洲晒太阳。空闲时尽量和家人朋

统核心，又兼具荷兰式西欧商业都市风情，

友一起聚会，是丹麦人以及大多数北欧人的

生活环境，在非洲大地度过

以及意大利式南欧浪漫建筑风格。古老的丹

传统习惯。

的传奇一生。

麦王室与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政府和谐并

根据丹麦女作家 Karen von
Blixen-Finecke 男爵夫人的

女子，离开故乡安逸优越的

丹麦电影《王室风流史》（A
Royal Affair/Enkongelig

存，整个城市被优雅的古典气质和迷人的时

affære）， 获 得 第 62 届 柏

作者推荐绝不能错过的体验：

尚美感交相辉映。

· 一边散步溜达，一边看路上的行人和风景

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和
最佳男演员奖，根据丹麦王

· 晴朗的天气，乘自行车到处骑行

室的真实历史故事改编。

给旅人的建议与提醒：

哥本哈根市为游客提供的非

· 参观博物馆和教堂时尽量保持安静，不要

物们

常 全 面 的 英 文 导 游 网 站：

大声喧哗吵闹。

· 在海滨公园冲浪，海滩上晒太阳

· 对于安全问题不要麻痹大意，防盗防抢防

· 很多丹麦人和瑞典人都是音乐高手，走在街

骗很重要。

头或逛游乐园时，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表演

ispotcopenhagen.com/
html5/default.aspx

· 逛森林公园，亲近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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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nhagen in Numbers 从数字看哥本哈根

100

2025
哥本哈根政府计划到
2025 年使哥本哈根成
为世界上首个零碳排
放城市

自 1913 年以来，小美人鱼雕像已被数以百万计
的游客参观访问，并在 2013 年过了它的 100 岁
生日

1/3

哥本哈根既是传统的贸易和船运
中心，又是新兴制造业城市，全
国 1/3 的工厂建在大哥本哈根区

11.1℃
哥本哈根属于温带海
洋性气候，四季温和，
全年平均气温 11.1 摄
氏度

1443

455.61

丹麦国王 1443 年正
式将首都从罗斯基勒
迁到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市面积为
455.61 km²，北京市
面积为 16410.54 km²

北京 & 哥本哈根生活水平比一比 （近期汇率：1 元≈ 0.87 丹麦克朗，1 丹麦克朗≈ 1.14 元）

27.5(24DKK)

76.7(67 DKK)

18

20.6~23
(18~20DKK)
3~8

100.8(88DKK)

9.2(8DKK)

35
2.5

1

公交车票价

麦当劳汉堡
( 基本套餐 )

一斤苹果

一场电影

瓶装矿泉水
（1.5 升超市装）
哥本哈根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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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fore the Trip 行前计划

春 3~5 月（气候 & 提醒）

夏 6~8 月（气候 & 提醒）

哥本哈根春季气温约在 0~15 摄氏度，气候温和，适宜

夏季平均气温约为 14~22 摄氏度，气温适宜，适合外出

春游等户外活动，降雨量也十分适中，但全年四季皆有雨。

游玩。

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

狂欢节（Shrovetide）2 月或 3 月

宪法日（Constitution Day）6 月 5 日

狂欢节是儿童的节日，孩子们这一天都盛装打扮，手里拿

为纪念丹麦的第一部宪法实行——“1849 年 6 月宪法”，6

着铁罐子，到各家各户敲门要钱。儿童们都会参加“打木

月 5 日被定为宪法纪念日。有些地方休假一天，有些地方

桶里的猫”，很多儿童轮流拿棍子打一个吊起来的大木桶，

休假半天。全国各地都有活动，有政治游行或集会，多会

木桶里装满了糖果。哪个孩子先打破木桶，就能当“猫王”。

集中在市政厅、王宫、国会三地，更多的是娱乐性的聚会。

复活节（Easter）3 月 22 日至 4 月 25 日

圣 • 约翰除夕（St. John's Eve）6 月 23 日

丹麦过复活节有一个自己特殊的传统，即谜语信。复活节

仲夏日除夕是丹麦人广泛庆祝的节日。仲夏日前一天正好

的几个星期前，孩子们写下谜语信，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

又是圣 • 约翰的生日，因此得名。仲夏日除夕的晚上，很

将信剪成剪纸的样子，然后写上自己编的谜语。信上最后

多丹麦人家和朋友们在一起共进晚餐。晚上全国各处都有

签名的地方不写名字，只划点，点的数目和名字字母的数

篝火堆，篝火堆是由树枝搭起的柴火堆，最上层架上个巫婆。

字相同。收信人要将寄信人猜出来才行，信中加上一个白

天气好的话，饭后大家便去附近的一个篝火堆去看篝火。

色小雪花，若收信人猜对了，寄信人需要给收信人一件礼
物，一般是鸡蛋型的巧克力糖，否则，寄信人得到一件礼

瓦尔德马节（Valdemar's Day）6 月 15 日

物，礼物应在复活节期间兑现。

据传说 , 瓦尔德马国王“十字军东征”时，在一场和爱沙尼
亚的战斗中，丹麦士兵几近溃退，天空中忽然飘下一面红

丹麦解放日（Denmark's Liberation）5 月 5 日

底白十字旗子，并且听到空中有个声音在说：“当旗子被

1940 年 4 月 9 日至 1945 年 5 月 5 日期间丹麦被德军占领。

举起的时候，你们定将赢得彻底胜利……” 于是，旗子被高

当 1945 年 5 月 4 日晚间 8 点 45 分 BBC 广播电台发出丹

高举起，
丹麦军队士气大增，
他们个个勇敢无比，以一当十，

麦解放的消息时，许多丹麦人家自动地在窗前点起蜡烛，

顶住了爱沙尼亚人的进攻，使丹麦军队反败为胜，并征服

表示光明终于到来，很多丹麦人家至今仍然保持这一传统。

了整个爱沙尼亚。从此以后，每年的 6 月 15 日就成了丹
麦的“国旗日”，那一天的战斗被称为“瓦尔德马战役”。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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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9~11 月（气候 & 提醒）
哥本哈根的秋季气温约在 3~17 摄氏度，秋高气爽，适

冬 12~2 月（气候 & 提醒）
冬季的平均气温约在 0 摄氏度左右，并不寒冷，仅有少

合骑行等户外活动。

量降雪。

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

圣 • 马丁节（Martinmas Eve）11 月 10 日

露西亚日 (Lucia Day)12 月 13 日

圣 • 马丁除夕在圣 • 马丁日的前一天，很多丹麦人在这一
天晚上的桌上主菜是烤鸭或烤鹅。传说，马丁不想当大主
教，躲藏起来，结果被鹅出卖了，因此他决定大家以吃鹅

12 月 13 日是露西亚日，养老院、医院、学校和幼儿园
等都庆祝这一天。一群孩子，一般是女孩，数目不等，
排着队沿过道缓慢地边走边唱露西亚节日歌曲。女孩们

来记住这一件事。

每人身着白衣。领唱的女孩，也称作露西亚新娘，走在

诸圣节（All Saint's Day）11 月

蜡烛。这个传统来自瑞典，是由北欧协会（The Norden

也称万圣节，每年 11 月的第一个周日庆祝，万圣节前夕，
孩子们会提着南瓜灯，穿着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服装，
挨家挨户地去索要糖果，不停地说：“Trick or Treat.”（意
思是不给糖果就捣蛋）。丹麦人的诸圣节气氛不像美英那
么强烈，但是仍然可以看见人们穿着奇装异服，特别是在
入夜后的各大酒吧聚会里。

队前，头上戴着一个绿色的花环，上面立着一圈点燃的
Association）在二战德国占领期间的 1944 年介绍到丹麦
来的。
圣诞节（The Christmas Month）12 月 25 日
12 月是“圣诞之月”，大街小巷，尤其是各个商业街，处处
张灯结彩。市中心或是各家各户的花园里都架起一颗圣诞
树，树上挂上各种各样的圣诞装饰。圣诞树传统在丹麦始
于 1914 年，当时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上第一次矗立起一
颗巨大的圣诞树。后来人们才在树上挂上各种节日装饰。
在丹麦，很多人家都进行圣诞节倒计时，有些家每天点圣
诞日历蜡烛，有些家则点圣诞光临蜡烛。圣诞光临蜡烛总
共有 4 只，代表圣诞节前的 4 个星期日，蜡烛分别被安在
一个环形的绿枝花环上。除了圣诞日历蜡烛，每个孩子都
有自己的圣诞日历，一种是个包装盒，正面是圣诞意图的
画面，有圣诞日期，日期的背面则装着小礼物，孩子们按
日期打开圣诞日历，取出当日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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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指南

S
TRAVEL

MART

哥本哈根为游客提供多种旅游住宿选择，高端奢华酒店、中档商务酒店、现代化青
年旅馆、家庭旅馆、特色民宿，应有尽有。在夏天和秋天的旅游旺季，外国旅行者
必须提前预订住宿，因为丹麦本地人和邻国瑞典、德国的居民，也会拖家带口出门
度假，许多丹麦中小学的师生也会到全国各地参加夏令营，届时住宿供应，就会变
得非常紧张。
由于哥本哈根的主要景区和经典名胜，大都集中在市中心和海港运河附近，所以初
次到访的游客和短期旅行者，在考虑住宿选择时，最适合的目标地区，推荐集中在
城东、市中心、城南三地（治安较好 + 交通便利 + 靠近景区 + 购物方便）。所有的
高级酒店、商旅酒店、青旅，都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服务。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短期住宿

现代化豪华酒店爱好者。这家豪华酒店由丹麦著名建筑

市中心

师 Arne Jacobsen 设计建造，位于中心火车站对面，也

市中心是整个大哥本哈根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经典名

是哥本哈根非常著名的城市地标建筑之一。地理位置优

胜和旅游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住宿可以充分满足

越，靠近市政厅广场和趣伏里游乐园，以及步行街等购

游人购物游览和外出餐饮的需求。

物场所。酒店内有美食餐厅、酒吧、健身中心，房客站

Radisson Blu（丽笙酒店集团），哥本哈根最著名的现

在楼内大厅的玻璃窗前，可以看到市政厅塔楼尖顶。有

代化高档奢华连锁酒店。在哥本哈根有多处分店，各具

高速互联网，提供会议服务，24 小时酒店客服。

特色。官网：www.radissonblu.cn（中文版）。推荐入
住以下两家位于市区、靠近景点、交通便利的分店。

Hammerichsgade 1，1611 Copenhagen
乘坐火车、小火车、地铁，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Københavns
Hovedbanegård）下车，出站后向左步行约 3 分钟即到

丽笙皇家酒店
Radisson Blu Royal Hotel，Copenhagen
高档｜适合人群：蜜月
原名 Radisson SAS Royal Hotel，适合奢华蜜月游的夫
妻，以及追求舒适便捷享受的情侣或家庭团体旅行者，

每晚房价 1100 丹麦克朗起，套餐价 2290 丹麦克朗起
www.radissonblu.cn/royalhotel-copenhagen（中文）

丽笙斯堪的纳维亚酒店
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Hotel，Copenhagen
高档｜适合人群：蜜月
这家豪华酒店拥有非常棒的绝美湖景，地理位置优越，
可步行畅游周边的森林湖泊、运河港口。靠近救世主教堂、
克里斯蒂安港人工岛及湖区、“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
酒店内除餐厅和酒吧之外，还有一间赌场。有高速互联网，
提供会议服务。房客在酒店内随时可观赏到湖景、落日。
该酒店允许携带宠物入住。复活节期间提供免费停车服
务，24 小时酒店客服。
Amager Boulevard 70，2300 Copenhagen
乘坐 5A 公交巴士，在 Ørestads Boulevard 站下车，出站向
左步行 300 米，约 5 分钟即到

Radisson Blu Royal Hotel，Copenhagen

每晚房价 796 丹麦克朗起，套餐价格 1985 丹麦克朗起
www.radissonblu.cn/scandinaviahotel-copenhagen（中文）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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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hostel Copenhagen City

Palace Hotel Copenhagen

Danhostel Copenhagen City

哥本哈根王宫酒店 Palace Hotel Copenhagen

进行实时查询

高档｜适合人群：蜜月

palacehotelcopenhagen.com（英文版）

始建于 1910 年，隶属于北欧地区最大的酒店连锁集团
Scandic Hotels，整个大楼和客房内部的家具、阳台，

哥本哈根城市青年旅馆 Danhostel Copenhagen City

均由丹麦著名建筑师 Anton Rosen 亲自设计，酒店的

经济｜适合人群：背包客

尖顶塔楼上镶嵌有精美的金箔壁画，1985 年被定为丹

由丹麦政府管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座 16 层楼

麦历史建筑。这家已有百年历史的豪华酒店，是哥本哈

高的现代化五星级青旅，可俯瞰运河海港，也是欧洲最

根市最著名的酒店和城市地标之一，地理位置极其优越，

大的城市青年旅馆。步行可达市政厅广场、步行街、

坐落于市政厅广场内，与市政厅和步行街比邻而居，因

歌剧院、趣伏里游乐园、中心火车站。旅馆内有免费

此受到各国王室、政要显贵、好莱坞明星艺人的青睐。

wifi。提供洗衣房、公共厨房、电视休息室、儿童游乐房、

城市观光巴士在该酒店附近停靠，房客可在巴士司机处

自行车，24 小时前台客服。

或直接从酒店购买车票。虽为复古式风格，但现代化配

H.C. Andersens Boulevard 50，1553 København V

套设施完备，提供洗衣按摩、会议服务、保险箱租用、

+4533118585

邮政服务、公共停车场等。酒店有 24 小时前台客服，

每年 1 月 2 日 ~12 月 20 日

并设有 24 小时商务中心，为房客提供电脑设备和免费

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 (Københavns Hovedbanegård) 下车，

上网服务。

出站后横穿马路，走到趣伏里游乐园南门，朝着市政厅南侧的

Raadhuspladsen 57，1550 Copenhagen
乘坐地铁、小火车、火车，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Københavns
Hovedbanegård）下车，出站后向市政厅方向步行 500 米，5
分钟即到。如果从哥本哈根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前往该酒店，
车程约 20 分钟，车资约 300 丹麦克朗
每晚房价根据淡旺季随时调整，需向酒店官方或旅行预订网站

安徒生大街方向，继续向东南方步行，约 10 分钟即到
155~1465 丹麦克朗；自助早餐 74 丹麦克朗 / 人；床单租金
60 丹麦克朗 / 条；正餐 75 丹麦克朗 / 款；打包午餐 65 丹麦
克朗 / 份（所有房价基于入住房客年满 18 岁、且持有国际青
旅会员卡；如果是非会员订房，则价格另计；会员卡可网订，
或到达酒店后在前台直接购买；床单 / 毛巾可以租用或者自带）
www.danhostelcopenhagencity.dk/home（英文版）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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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 Sky Comwell Hotel Copenhagen

酒店提供免费无线互联网，水疗及健身服务。同时该酒
店也是各种国际会议的主要举办地，有收费的停车场。
允许携带宠物入住（每晚除房费之外，额外收取 300 丹
麦克朗）。此外，该酒店特别为女性设计了专用楼层和
客房。
Center Boulevard 5，2300 Copenhagen S
乘坐地铁，在 Bella Center 站下车，出站步行 100 米，约 2
分钟即到
每晚房价根据淡旺季随时调整，需向酒店官方或旅行预订网站
进行实时查询
Cabinn Metro

城南
城南是去往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和瑞典马尔默的必经之地，
以海滨美景和森林、草原、湖泊风光为主，在此区域住
宿可以充分满足游人户外骑行、散步游玩的需求。

www.bellaskycomwell.dk/cn/forside（中文）

卡宾地铁酒店 Cabinn Metro
中档｜适合人群：商务
这家商旅酒店距离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约 5 公里，和贝拉
天空康威尔酒店同样位于哥本哈根城南的 Ørestad 新
区，两家酒店之间的步行距离只需 10 分钟。提供免费

哥本哈根贝拉天空康威尔酒店

的无线网络，客房内有电视机、办公桌和私人浴室。该

Bella Sky Comwell Hotel Copenhagen

酒店距离 Fields 商业中心仅 100 米，步行即可前往。乘

高档｜适合人群：蜜月、商务

坐地铁 7 分钟可达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乘坐火车 6 分

这家酒店也被称为贝拉中心，位于哥本哈根南部的新城

钟可达哥本哈根国际机场。

区 Ørestad，号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大的酒店。建筑

Arne Jacobsens Allé 2，2300 Copenhagen S

造型极具现代主义风格，也是丹麦高层建筑设计的杰出

乘坐地铁，或者 33 路 /500S 路公交巴士，在 Ørestad 站下车，

代表作品。酒店正对面有一座风光秀美的高尔夫球场，

出站后向前步行 700 米即到

附近有两座国家森林公园，可供租用自行车骑行，步行

每晚房价 495~1035 丹麦克朗

10 分钟可达 Fields 商业中心，进行购物和娱乐活动。

www.cabinn.com/en/hotel/cabinn-metro-hotel（英文）

Qunar 骆驼书

|

07

Danhostel Copenhagen Amager

哥本哈根阿玛青年旅馆

买，浴室的淋浴喷头采用节水设计，必须按压才会出水，

Danhostel Copenhagen Amager

有收费的自助洗衣房。户外有足球场和篮球场，可免费

经济｜适合人群：背包客

进行各项体育活动。

由丹麦政府管理的一家大型青旅，位于 Amager Fælled
森林公园内，占地面积广、周边环境优美宁静，有免费
的停车场，非常受游人欢迎，并且只对居住在哥本哈根
以外的外地丹麦游客和外国游人开放（不允许哥本哈根

Vejlands Allé 200，2300 København S
每年 1 月 7 日 ~12 月 20 日
在 Bella Center 地铁站下车，沿贝拉天空康威尔酒店方向，继
续步行，再朝右转，横穿马路即到

本地居民入住，从一定程度上保障外来游客的住宿需

160 ～ 790 丹麦克朗；早餐 60~195 丹麦克朗；儿童床租金（不

求）。来自外地的丹麦青少年经常在老师带领下，来此

超过 2 岁）25 丹麦克朗 / 人；床单租金 45 丹麦克朗 / 条；

过暑假，该旅馆也颇受邻近的瑞典、德国人喜爱，亦是

毛巾租金 15 丹麦克朗 / 条；国际青年旅馆会员卡（1 年会员

华人游客和日本、东欧旅行者的青睐之地。有自动贩卖机、

资格）160 丹麦克朗 / 人（所有房价基于入住房客年满 18 岁、

收费的行李寄存柜、带花园庭院的公共厨房和烹饪设备、

且持有国际青旅会员卡；如果是非会员订房，则价格另计；会

室内 / 露天餐厅和收费自助餐。房客可在 24 小时服务

员卡可网订，或到达酒店后在前台直接购买；床单 / 毛巾可以

的前台购买明信片、纪念品、哥本哈根卡、公交卡、蓝

租用或者自带）

色星球海洋馆门票等，旅馆工作人员非常国际化，除丹

danhostelcopenhagen.dk/en（英文）

麦本地职员外，也有德国、瑞典、波兰籍客服，以及华
裔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只会说中文的华人游客。整个青
旅内禁止吸烟，客房内禁止用餐。提供免费无线互联网。

Tips 小贴士

每一片宿舍区都附带男女分开的公共卫生间和浴室，基
于环保原则，不提供免费一次性洗浴用品，也没有公用

并非所有的丹麦青年旅馆都是全年 365 天开放，大部分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就会

的洗发水、沐浴液，房客需自行外出采购，或向前台购

客可以自行加工从超市采购的食材。

停止营业。所以出行之前，要注意选择入住日期。很多青旅都配备公共厨房，游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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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Hotel Østerport

游人在此区域内住宿，治安相对较好，与许多著名景点
的距离也很靠近。
伊斯特波特第一酒店 First Hotel Østerport
中档｜适合人群：蜜月、商务
该商旅酒店地理位置极佳，位于 Østerport 火车站的正
Park Inn By Radisson Copenhagen Airport Hotel

对面，出站后，横穿马路即到。城东是哥本哈根治安最
好的地区之一，丹麦女王及王室家族就居住在该区。该
酒店提供免费的停车场和免费无线互联网。供应收费的

机场

自助早餐。从酒店出发，步行或骑行，可前往附近多个

对于只打算在哥本哈根短期过境的商旅人士或者转机游

知名景区，例如卡斯特雷特要塞、吉菲昂喷泉、小美人

客来说，住宿在机场附近，既不耽误乘机，也可以尽量

鱼铜像、阿美琳堡王宫、罗森堡宫、新港等。乘坐小火

挤出时间就近游览。

车 5 分钟，即可抵达中心火车站和趣伏里游乐园，从该
酒店到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车程约 20 分钟。

哥本哈根机场公园酒店

Molestien 11，2450 Copenhagen

Park Inn By Radisson Copenhagen Airport Hotel

乘坐市内小火车，在 Østerport 站下车，出站即到。若搭乘

中档｜适合人群：商务

地铁前往，则需先抵达 Nørreport 站，然后换乘小火车，再于

这家商旅酒店位于哥本哈根机场附近，提供 24 小时前

Østerport 站下车

台服务，有免费的高速无线互联网、餐厅、市内游泳池、

每晚房价 644 丹麦克朗起

桑拿、日光浴、健身设施、会议设施、停车场。 酒店交

www.firsthotels.com/Our-hotels/Hotels-in-Denmark/

通便捷，距离阿玛海滨公园（Amager Strandpark）1.5

Copenhagen/First-Hotel-Osterport/Rooms（英文）

公里，蓝色星球海洋馆 5 公里，Fields 商业中心 6.5 公里，
阿美琳堡王宫 6.5 公里。

长期住宿

Engvej 171，2300 Copenhagen

对于打算在哥本哈根长期停留的游客（一般在三个月到

乘坐地铁，在 Femøren 站下车，出站即到。该酒店距离哥本

半年以上），以及多次到访的深度游旅行者而言，也可

哈根国际机场 3 公里（地铁 2 站，5 分钟车程）；距离哥本哈

以选择整月包租，例如哥本哈根的公寓式酒店、本地居

根中心火车站 7 公里（地铁 6 站，自驾 10 ～ 15 分钟可达）

民自行出租的别墅和度假房间、家庭旅馆和特色民宿等。

标准间：每晚房价 995 ～ 1495 丹麦克朗（含早餐）

详情可参考以下网站：www.apartmentincopenhagen.

www.parkinn.com/hotel-copenhagenen（英文）

城东

com（英文）
由于很多长期出租信息，有时只发布丹麦语版本，所以
更适合那些到欧洲探亲、有当地亲属协助办理租房手续

城东是哥本哈根的传统本地居民区之一，其中靠近市中

的旅行者，且最好是具备一定旅行经验的人群。

心的临海地段，也是丹麦女王和许多政府官员的居住地。

详情可参考以下网站：www.boligportal.dk/en（英文）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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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 通讯指南
大哥本哈根地区的公交票价十分昂贵，且按区间分段分时收费（总计有九个区），
所以游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确认自己活动的区域范围，以便选择对应的票价，
避免因购错票而被罚款。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交通
1、哥本哈根凯斯楚普国际机场
（Copenhagen Kastrup Airport）
作为整个大北欧地区的空中交通门户，哥本
哈根国际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也
是非常便捷的现代化空港。大部分游客的北
欧 / 丹麦旅程，都从这里开始，机场提供包
括城市地图、旅游住宿、票务信息在内的各

2、丹麦公共交通信息查询官网
该网站提供丹麦全国及丹麦与瑞典南部之
间、丹麦与德国北部之间的国际交通信息，
包括城际 / 国际火车、市内小火车、市内公
交巴士、夜间巴士、地铁、机场快轨、渡轮等，
可查询详细时间表、换乘路线图、常规 / 折
扣票价、步行距离，并可在网上购票。
www.journeyplanner.dk/ （英文）

类免费资料和咨询服务。同时特别针对逐年
增多的中国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中文服务（含

3、哥本哈根卡（Copenhagen Card）

接送机、商品导购、购物退税等），因此华

含景点门票和交通费用，配有多语种指南手

人游客无需担心语言障碍。

册，适合外来游客，可在官网上直接购买（使

Københavns Lufthavne A/S
Lufthavnsboulevarden 62770 Kastrup
www.cph.dk/en/china/（中文），机场提供
免费的中文 APP（使用 iPhone 和 Android 手机
均可下载）

用丹麦克朗或欧元在线支付，付款确认后，
可选择邮寄卡片，或前往哥本哈根国际机场、
市内旅游信息中心亲自取卡）；或在抵达哥
本哈根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时，在人工服
务柜台购买；也可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火车站
斜对面（即趣伏里游乐园的正对面）的旅游
信息中心现场购买（可使用现金或信用卡，
但只能以丹麦克朗进行结算，同时可选择中
文版的指南手册）。
如需在以上三地（官网、机场、旅游信息中
心）之外的酒店、青旅、商店购卡，务必通
知参考 www.copenhagencard.com/salespoints 代购，否则不一定保证随时有卡提供。
持卡人可享受的便利：
• 免费进入大哥本哈根地区的 75 个博物馆和
观光景点（除哥本哈根市的景点之外，还包
含罗斯基勒市和赫尔辛格市的部分景点，详
情可参考随卡配备的中文指南手册）
• 免费搭乘公交（巴士、火车、地铁）
• 可享受餐馆用餐、租车服务、观光游览的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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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价

文，需可上网的电脑，或可接入移动互联网

• 可免费携带两个十岁以下的儿童同行

的智能手机，并开通国际信用卡或网络银行

www.copenhagencard.com （丹麦文、英 文、
德文）
Tourist informationCopenhagen Visitor
CentreVesterbrogade 4A1620 Copenhagen V

支付）
• 单程票可从公交巴士的司机处购买
5、丹麦及哥本哈根的公交类型及标识：
DSB：丹麦国家铁路局的缩写，经营丹麦境

哥本哈根卡的四种价格（16 岁以上为成人票，

内、境外所有火车及城市市区小火车路线，

10~15 岁为儿童票。第一次使用时，需在卡

在哥本哈根机场和中心火车站内均设有 DSB

上填写开始日期，并在卡的背面签署持卡人

的人工客服柜台

的全名）：
•24 小时卡：成人票 299 丹麦克朗，儿童票

www.dsb.dk/om-dsb/in-english（英文）

159 丹麦克朗

S-train：哥本哈根市内小火车，标识为红底

•48 小时卡：成人票 449 丹麦克朗，儿童票

白字的字母 S，部分车厢内可免费搭载自行

199 麦克朗

车（车厢外涂有显著的自行车专用标识）。

•72 小 时 卡： 成 人 票 529 麦 克 朗， 儿 童 票
239 丹麦克朗

www.dsb.dk/s-tog（丹麦文）

•120 小时卡：成人票 749 丹麦克朗，儿童

M： 哥 本 哈 根 市 内 地 铁，24 小 时 全 天 运

票 349 丹麦克朗

营， 标 识 为 带 下 划 线 的 棕 红 色 字 母 M 或
Metro，在车厢内搭载自行车时，需额外为

4、哥本哈根主要的交通卡和公交票

自行车缴费。地铁是从哥本哈根机场到市内

• 常规票：在 2 至 8 个区，或者全区之间使用，

的必乘交通工具（租车自驾者除外）

价格取决于乘客个人的旅行范围。
•City Pass Ticket：类似公交一卡通，可无

intl.m.dk（英文）

限次换乘整个大哥本哈根地区的所有公交工

DSB Øresund：丹麦与瑞典共同运营的厄勒

具，在 1、2、3 区和 4 区（市中心和机场之

海峡跨国火车，可网上订票，也可在丹麦或

间往返）使用，24 小时（75 丹麦克朗）或

瑞典的火车站内购票。

72 小时（190 丹麦克朗）内有效。一张成人
票可以免费携带两名 12 岁以下儿童同行；

dsboresund.dk（丹麦文）

16 岁以下儿童可以买半价票

Movia：哥本哈根市内公交巴士，标识为黑

•7 天灵活票：7 天内有效，在售票时选定的

色双向箭头，可网上订票，或者在自动售票

区域内，可无限次搭乘巴士、火车、地铁，

机上购票，也可上车后找司机购票。

这种票可以供多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分享使
用。一张成人票可以免费携带两名 12 岁以

www.moviatrafik.dk（丹麦文）

下儿童同行；两名 16 岁以下儿童可共用一
张成人票
交通票的购买方式及地点：
• 哥本哈根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24 小时人
Tips 小贴士

工柜台和自动售票机）
• 哥本哈根各大车站的人工服务柜台，或自

哥本哈根的 Nørreport 站，
既是地铁和市内小火车的接

动售票机（需持有国际通用的信用卡、借记

驳站，也是往返哥本哈根机

卡）

场的重要换乘站，旅客万一

• 市内各地的便利店和自动售票机（大多带

在市内游玩途中迷路，可设
法先找到该站，然后乘车前

有 KIOSK 标志）

往中心火车站或机场。

• 快捷购票网站 www.1415.dk/?lang=en（英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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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 自行车租赁服务：

借车人可向该组织做一定的回报捐献（金额

汽车：

不限，主要用于免费自行车的维修翻新和网

• 哥本哈根机场国际 / 国内航站楼附近，有

站的日常运营，也欢迎捐赠废旧自行车）。

Hertz 和 Avis 等国际汽车租赁公司的办事处，

所有自行车的免费借用期为 1~3 天，不收取

同时机场也提供短期 / 长期停车服务

任何押金，但会拍下借用人的护照、身份证、

www.cph.dk/en/parking-transport/parking/

• 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和火车站附近，也可以
找到 Hertz 和 Avis 汽车租赁公司的办公室。
www.hertzdk.dk/rentacar/reservation/#（英文）

驾照图片，作为归还凭证。当游客使用结束，
务必在同一地点将车交还给志愿者。所有自
行车借出和收回的时间，都固定在每天下午
六点。该组织的工作人员均为义工，利用业
余时间为公众服务。

www.avis.com/car-rental/location/EUR/DK/
Copenhagen （英文）

自行车：
丹麦作为一个知名的自行车王国，以骑行文
化著称，购买一辆全新自行车的价格非常昂
贵（普通车型的价格通常从 3000 丹麦克朗
起），所以租车骑行无疑是游览哥本哈根的

• 付费租用：
从哥本哈根市内的专业租赁公司，游人可以
租到比较便宜的自行车。
www.visitcopenhagen.com/copenhagen/
copenhagen-bike-rentals（英文）

最佳方式之一。在号称全球最佳自行车骑行

Baisikeli 有限公司，该公司的租车起始价格

城市的哥本哈根市内，有五花八门、日期灵

为 50 丹麦克朗 /6 个小时（有可能随时调

活的付费租赁服务。

整），除了普通款式的自行车之外，还可以

有一个名为“哥本哈根自行车免费租用”的非
Tips 小贴士

copenhagenfreebikerental.org（英文）

盈利公益组织，借车人应当至少提前三天在
官网上填表预订，该组织的志愿者基于“先到

租到哥本哈根地区独有的克里斯蒂安尼亚三
轮车（一种前面装有挎斗的人力自行车，可
载人载货），也提供额外付费的导游服务。

先服务”的原则，会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

Ingerslevsgade 80，Vestbro，1705 København

工具，租用 / 自带自行车，

（Radhuspladsen）附近的 Gloria Cinema

www.baisikeli.dk（丹麦语）

或者步行为宜。

大门外等候，将自行车借出。基于自愿原则，

丹麦的停车费用较贵，所以
建议游客尽量搭乘公共交通

Københavns Cyklebørs 是丹麦最大的自行
车租赁公司，创始于 1881 年，历史悠久，
提供自行车的销售、维修、租赁服务。租用
时间从一天到一个月均可，提供额外付费的
导游服务。
Gothersgade 157，1123 København K
www.cykelborsen.dk（丹麦文）

Copenhagen Bicycles，该公司位于哥本哈
根著名的新港风景区，提供自行车的出租、
出售、维修服务。租用时间从 3 个小时（70
克朗 /3 个小时）到一个月均可，可租到普
通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家庭自行车，还提
供额外付费的多语种导游服务（英语、丹麦
语、法语、德语、瑞典语、希伯来语等）。
Nyhavn 44, 1058 Copenhagen
info@copenhagenbicycles.dk
copenhagenbicycles.dk（英文）

Rent a Bike Copenhagen，该公司主要经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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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城市骑游，有多种租车价格和日期（例如

（符合国际通用制式的各类普通手机、智能

一天的租金是 95 丹麦克朗），也提供额外

手机），均可在丹麦正常使用。

付费的导游服务。

• 游客也可在丹麦的街头便利店（KIOSK 标

Adelgade 11，1304 København K 或 Gasværksvej
5，1656 København V
+4532125050 或 +4550321100，
周一到周日 9：00 ～ 16:00
www.rentabikecopenhagen.dk（英文）

志）购买本地手机 SIM 卡和充值卡，例如
Lebara 公司的电话卡，拨打中国长途电话的
费率相对便宜（手机和座机均为 1øre / 分钟，
短信 1.99 丹麦克朗 / 条）
www.lebara.dk/?isoCode=en_GB（英文）

通讯

3、免费 wifi

1、邮政

在哥本哈根的各大酒店、咖啡馆、旅游信息

丹麦国家邮政局总部位于哥本哈根中心火车

中心、市政厅、观光景点、国际机场、城际

站附近（标志为红底白字的丹麦皇家邮政徽

/ 国际火车、市内小火车、公交巴士、地铁上，

章），同时在中心火车站内设有邮政服务窗

均覆盖有免费 wifi 信号，大部分常见型号品

口，各类邮政业务都可交给柜台工作人员

牌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均可正常上网使

办理，也可在付清邮资后，将信件和明信片

用。

自行投入街头的红色邮筒。丹麦的邮车为橘
黄色，车身喷涂红底白字的丹麦皇家邮政徽

4、哥本哈根旅游局官网

章，哥本哈根城内各地都设有分理处和红色

该网站是哥本哈根城市旅游信息服务的官方

邮筒，在一些大型超市内也有邮政服务窗口，

机构，提供包括城市地图、旅游住宿、票务

具体地址和收费价格可查询官网。

信息在内的各类免费资料和咨询服务。

www.postdanmark.dk/en （英文）

Wonderful Copenhagen Nørregade 7B1165
Copenhagen K

2、手机通讯

www.visitcopenhagen.com/copenhagen-

• 已经开通国际漫游服务的中国大陆手机卡

tourist（英文）

Tips 小贴士
若新购买的手机号码为丹麦
电话卡，在本地接听境内外
的来电，均为免费。但如果
想要在其他国家继续使用丹
麦的手机卡，必须开通国际
漫游。
丹麦邮局的工作时间是周一
至周六，周日不开门。
在哥本哈根的各大车站和酒
店、青旅等场所，均可拿到
免费的旅游地图和各类观
光、购物、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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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必看

Top5 美食好去处
对于那些渴望口腹之欲得到满足的游客、特别是堪称美味老饕的亚洲人来说，包括丹麦在内的北欧国家，
并非是出产美食的胜地，当地的菜式品种大多比较朴实简单，本土餐饮主要以小麦加工品、肉蛋类家禽、
奶制品、海鲜水产等作为食材，例如面包、牛排、啤酒、酸奶、沙拉等。因此建议游人对于旅途中的餐饮，
不妨以饱腹和补充体能作为核心目标，而不必刻意去追求味蕾舌苔的极致口感。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1

丹麦知名面包连锁店
（Lagkagehuset）

哥本哈根最著名的的面包连锁店，游人必尝的本地
美食品牌之一。提供丹麦特色面点，如黑麦面包、
牛角面包、肉桂面包、三文治、水果蛋糕、巧克力
蛋糕、果汁、咖啡等。
步行街分店 :Frederiksberggade 21，1459 København K
周一至周日 7:00~20:00
机场 T3 航站楼分店 :Terminal 3，2770 Kastrup
周一至周日 5:00~20:30
三文治每份 55 丹麦克朗，糕点 25 丹麦克朗起
www.lagkagehuset.dk（丹麦语）

2

丹麦知名牛排连锁店（A Hereford
Beefstouw）

丹麦知名的牛排连锁店，游人必尝的本地美食品牌之一，在趣
伏里游乐园正门外就有一家分店。1971 年创立，提供丹麦风
味的洋葱牛排、铁板牛排、沙拉、美酒、咖啡等。除了在丹麦
本土拥有多家分店之外，还在格陵兰岛的努克、澳大利亚的阿
德莱德、瑞典哥德堡设有连锁分店。因餐馆的座位供应有限，
在旺季前往品尝之前，最好在官网上提前预订座位。请注意——
这家餐馆禁止抽烟。
Vesterbrogade 3，1620 København V
周一至周日 11:30~16:00，17:00~10:30
beefstouw.com（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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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本哈根知名咖啡馆 & 英格兰式足
球酒吧（The Old English Pub）

位于趣伏里游乐园正对面，哥本哈根市最著名的英格兰
风情咖啡馆，也是游人必到的旧英式足球酒吧，有两百
年的悠久历史。此外还附设了一家具有法国风情的咖啡
吧，在这里能够喝到不错的咖啡，也包括英格兰威士忌酒、
法国红酒，当然更少不了丹麦的本土特产——嘉士伯啤
酒。每个月酒吧内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演奏，游客
可以提前给酒吧打电话，咨询当月节目单详情，有时候
会供应半价啤酒。

4

Vesterbrogade 2B，1620 København V
周一至周四、周日 11:30~ 次日凌晨 2:30，周五、周六
11:30~ 次日凌晨 4:30
一杯啤酒约 50 丹麦克朗起
www.oldenglishpub.dk/html/front.html（英文）

哥本哈根知名夜店 & 墨西哥风味餐
馆（Rosie McGees ）

哥本哈根知名夜店之一，与 The Old English Pub 仅一
墙之隔，餐厅的美食口味主打墨西哥风格和美国德州风
格，是年轻人非常喜爱的娱乐派对场所。正门入口左右
各有一个装啤酒的大木桶，成为这家夜店的醒目标志。
提供歌舞、酒水餐饮服务，可以在此举办生日派对、家
庭纪念日等庆祝活动。
Vesterbrogade 2A，1620 København V
餐厅（周一至周四 17:00~22:00，周五、周六
12:00~23:00，周日 12:00~22:00，每年一月份的所
有周日都关闭）；夜店（周一、周二 23:00~ 次日凌晨
3:00，周三、周四 23:00~ 次日凌晨 4:00，周五
23:00~ 次日凌晨 5:00，周六 13:00~ 次日凌晨 6:00）
用餐价每人 239 丹麦克朗起
www.rosiemcgee.dk/fe（英文）

Tips 小贴士
BISCA 丹麦曲奇——最知名的丹麦传统点心之一，如超市出售的红色 / 蓝色 400
克平价纸盒包装，约从 15 丹麦克朗起，便宜且便携。

5

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特色餐饮

哥本哈根国际机场也是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如 Caviar
House & Prunier Seafood Bar 提供鱼子酱、熏三文鱼以
及包括龙虾、小虾和牡蛎在内的其他海鲜；Le Sommelier
Bar & Bistro 提供法国美食，包括早晨的巧克力面包和牛
角面包以及晚上的烤海鲜和烤鸡肉；MASH 提供牛排大餐。
更多具体菜单可以直接下载官网链接中的机场各餐厅的中
文 PDF 文件。
www.cph.dk/en/china/eating-and-dining（中文）
www.cph.dk/en/china/shopping/confectionary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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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 & 礼品

采购指南

丹麦的生活消费水平高，衣食住行物价昂贵，且缺乏丰富的美食选择，所以无论是初来乍到的游客，还是
停留时间较长的旅行者，学会如何善用本地的各种超市资源、以及酒店旅馆提供的自助式厨房烹饪设施，
从而取得具有一定性价比的饮食购物体验，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旅行经验和节省方式。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超市采购指南
1、高档超市
Irma
价格相对较贵，当然商品质量也相对较好。属于丹麦
本地中产人士偏好的购物场所。
9:00~21:00
www.irma.dk

Irma City
周一到周日都开门营业，价格略贵。
8:00~22:00
www.irmacity.dk

Super Best
蔬菜水果较为新鲜，价格也相对贵一些，特色是可以

2、中档超市

买到鸡胗、鸡心、鸡肝、猪心、猪蹄、牛尾骨、茶叶

Føtex

等华人喜欢的商品，平时肉制品打折也比较多。在这

规模相对较大，商品价格中等偏贵。

家超市内通常设有邮政服务窗口、
饮料退瓶回收机器。
周一至周五 8:00~20:00，周六 8:00~18:00
www.superbest.dk

周一至周五 9:00~20:00，周六 8:00~18:00，
周日 10:00~17:00
www.foetex.dk

Bilka
规模较大，周一到周日都开门营业，商品较多，价格中等，
缺点是位置分布较远。在这家超市内通常设有邮政服务
窗口、饮料退瓶回收机器。
8:00~22:00
www.bilka.dk

Super Brugesen
属于中小型超市，价格中等偏贵。
周一至周五 9:00~21:00，周六和周日 9:00~20:00
www.superbrugsen.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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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价超市

4、德国平价超市

Netto

Lidl

周一到周日都开门营业，特色是土豆和蔬菜经常打折，

周一到周日都开门，价格总体较便宜，特色商品是该超

洗漱日化用品也较便宜。

市自制的面包。种类不太多，门店较少。

8:00~20:00
www.netto.dk

8:00~21:00
www.lidl.dk

Fakta

Aldi

周一到周日都开门，算是哥本哈根地区营业时间最长的

价格总体较便宜，北欧地区最廉价超市之一。种类不太多，

超市，例如每年的复活节，丹麦各大超市都会关门停业，

门店较少。

而这家超市通常会延长营业一天。最大特色是平价，也
是丹麦本地普通百姓最常光顾的超市之一，肉制品和水

周一至周五 8:00~20:00，周六和周日 8:00~18:00
www.aldi.dk

果、果汁、牛奶等商品经常打折。在这家超市内通常设
有饮料退瓶回收机器。
8:00~21:00
www.fakta.dk

Kvikly
属于大型超市，门店较少，位置分布较远。通常设有邮
政服务窗口。
周一至周五 8:00~20:00，周六和周日 8:00~18:00
www.kvickly.dk

KiWi
居民区附近的小型折扣超市，蔬菜水果价格相对便宜。
周一至周五 7:00~23:00，周六和周日 8:00~22:00
kiwiminipris.dk

Rema1000
小型超市，价格较便宜。
8:00~21:00
www.rema1000.com

5、国际移民开设的特色超市
华人超市：零散分布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城南、城东等地，
门口有中文招牌。可以买到辣酱、豆瓣酱、油盐酱醋等
华人常用调配料和香料，以及大米、面条、粉丝、零食
副食品等各类亚洲商品。
市中心火车站对面的中国城超市 (China Town Market)
Reventlowsgade 24，1651 København V

津天超市
Colbjørnsensgade17kl th，1652 København V

中东人超市：通常为街边小店，门口有醒目的遮阳棚，
遍布哥本哈根街头和各大居民区。可以买到新鲜或冷冻
的牛羊肉，也销售亚洲食材和大米。
Tips 小贴士
因为宗教禁忌，中东人超市不提供任何猪肉产品，顾客也不宜向店主提出购买猪
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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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礼品采购
哥本哈根市内有许多大型商业中心，大部分是
百年老店，也有崭新的现代化商铺，可满足不
同游客的购物娱乐需求，同时提供退税服务，
甚至是中文客服人员
此外，哥本哈根各大景区，以及博物馆出售的
一些北欧特色服饰及手工艺品，游客也可根据
个人喜好，有选择性地购买。值得购买的还有
丹麦服饰品牌（如 ECCO、Vero Mode 等）；
丹麦琥珀；皇家哥本哈根瓷器等等——具体价
格可以咨询店内售货员。
www.visitcopenhagen.com/copenhagen/shopping/
department-stores-shopping-centres（英文）

城区商业步行街：
• 伊路姆百货公司（Illum）
1891 年由 Anton Carl Illum 先生创立，是一家拥有 123

Tips 小贴士

年悠久历史的丹麦本土百货公司。伊路姆百货公司的
“双飞燕”标识，来自创始人 Anton Carl Illum 向未婚妻

丹麦的商业中心、百货公司和超市一样，每逢重要公众节假日，会
暂时关门停业，所以游人应当提前查询，确保避开休业日期，以免
白跑一趟。

Marie Andersen 求婚的一段浪漫故事——Anton 向未
婚妻 Marie 写情书求婚，而 Marie 给他的回信上有一幅“双
飞燕”插图，以及“yes”的肯定答复。商场内提供大量国际
品牌，以及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时尚、美容、家具设计
商品，是本地居民和外来游人打发休闲时间的不错去处。
Østergade 52，1001 København K
周一至周六 10:00~20:00，周日 11：00~18：00
哥本哈根市中心步行街（Strøget）内
www.illum.dk（丹麦语）

• 皇家哥本哈根瓷器（Royal Copenhagen）
创立于 1775 年，以青花瓷的设计制作著称，作为丹麦
最知名的瓷器品牌和陶瓷产品制造商，亦为全世界的瓷
器收藏爱好者所喜爱。在哥本哈根步行街的旗舰店内，
顾客除了直接购买现成商品，也可以在店员的专业指导
下，亲自参与瓷器图案设计，作为定制礼品馈赠亲友。

• 琥珀屋（House of Amber）
琥珀原石和琥珀加工品，是丹麦及波罗的海地区的知

Amagertorv 6，1160 Copenhagen K
随季节调整，最好提前与客服联系确认
哥本哈根市中心步行街（Strøget）内
www.royalcopenhagen.com/en（英文）

名特产。自 1933 年以来，创立超过 80 年的琥珀屋，
既是丹麦琥珀的代表性品牌，也是全球最古老的琥珀
珠宝制造商之一。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开设有三家门店
和一座博物馆。
Nygade 6，
1164 Copenhagen K( 步行街入口处，
上海饭店楼下 )
参考 www.houseofamber.com/cn/denmark（中文）
哥本哈根市中心步行街（Strøget）内
www.houseofamber.com/cn（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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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大型购物中心
在哥本哈根城南阿玛地区（Amgaer），有两个大型
商业购物中心，靠近本地居民区，交通方便，商品种
类丰富。
•Fields
位于哥本哈根城南 Ørestad 新区，它是整个斯堪的
纳维亚地区最大的购物及娱乐中心，距离市中心约
10 分钟车程，有 3000 个停车位（第一个小时免费，
超过一小时后开始收费）。商场内覆盖免费 wifi 信号，
有 H&M，Zara 等时尚品牌的专卖店，运动健身及
户外装备专卖店，也有 Magasin，Starbuck，Bilka
超市，眼镜店，药店，儿童商店，收费的儿童游乐场，
FitnessDK 健身房，Dansk Bank 和 Nordea 银行的
ATM 机。
Arne Jacobsens Allé 12，2300 København S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周六和周日 10:00~18:00
可乘坐地铁，或者 33 路 /500S 路公交巴士，在 Ørestad 站下车，
出站口即到
www.fields.dk/info-in-english（英文）；

• 阿玛中心（Amager Centret）
这 家 商 业 中 心 的 历 史 可 以 追 溯 到 150 多 年 前， 位 于
Amagerbro 地 铁 站 旁， 内 有 Apotek 药 店，Irma 超
市 和 Føtex 超 市， 瑞 典 品 牌 H&M 专 卖 店， 丹 麦 品 牌
ECCO、Vero Moda 专卖店，还有各种咖啡馆和餐馆，
电信服务商，健身和户外运动品牌，自行车专卖店等。
Reberbanegade 3，2300 København S
周一至周五 10:00~19:00，周六 10:00~17:00，周日
11:00~17:00
可乘坐地铁，在 Amagerbro 站下车，出站口即到
www.amagercentret.dk（丹麦语）

• 玛格辛百货公司（Magasin du Nord）
创始于 1868 年，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有两家分店，一家在
步行街附近、位于国王新广场（Kongens Nytorv），其
建筑原址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曾经生活写作的地
方；另一家分店则开设在城南大型综合商业中心 Fields
内。既出售国际知名品牌，也经营推广丹麦本土和斯堪
• 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免税店：
从 T3 航站楼乘坐电梯上楼，通过安检口之后即到。
哥本哈根机场免税店有中文客服导购，是华人游客离
境之前，采购旅游纪念品和北欧特产的不错选择。在
这里还可以购买到北欧出产的各种名酒（如瑞典绝对
伏特加酒），以及丹麦知名的水貂皮草制品等。
www.cph.dk/en/china/shopping （中文）

的纳维亚风格的时尚商品。除免税商品之外，居住在丹
麦境外的所有外国公民，还可以凭有效护照或身份证件，
获得 10% 的购物折扣。商场内设有餐厅。
Arne Jacobsens Allé 12，2300 København S
周一至周日 10:00~20:00
可乘坐地铁，或者 33 路 /500S 路公交巴士，在 Ørestad 站下车，
出站口即到
www.magasin.dk/sider-om-magasin-services/pages_about_
fortourists.html（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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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Hrs

畅游哥本哈根

最完美的哥本哈根城市游览路线，为在短期停留二日的游客，介
绍必访的经典历史古迹和丹麦文化体验。总的来说，北欧人的生
活节奏悠闲缓慢，哥本哈根非常适合公交 + 步行 + 骑行的体验模
式，比起费用高昂的租用汽车自驾来说，更加便捷自在。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1
从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乘坐小火车，
在 Østerport 站下车，出站后沿着标
识牌，向东步行约 10 分钟即到

9:00
长堤公园——海风吹拂的浪漫樱花散步道
长堤公园 (Langelinie) 是一处风光优美、环境雅致的海滨公园，举世闻名
的小美人鱼铜像就坐落在海港边。这里不仅是哥本哈根市民最喜爱的户外
休闲场地之一，也是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地，例如每年春季四月，
日本驻丹麦大使馆会在樱花林附近举办名为“哥本哈根樱花节”的日本文化
祭，不仅有太鼓、茶道、模拟相扑表演，还有日系动漫 Cosplay 和野餐聚会，
届时有许多丹麦人像日本侨民那样，身穿和服，穿梭于粉红樱花中。
Langeliniekaj 2，2100 2100 København Ø
免费景点
全天 24 小时
www.sakurafestival.dk （哥本哈根樱花节）

Tips 小贴士
如果游客不愿在投宿的酒店、青旅吃早餐，或者刚抵
达哥本哈根时，街头餐馆尚未开门，建议在中心火车
站内的快餐店里简单用餐，或者买一些食物携带，以
便节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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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堤公园内

10:00
吉菲昂喷泉——神牛耕地的北欧传说
吉菲昂喷泉 (Gefion springvandet) 是一座大型青铜雕像喷泉，生动再现
了吉菲昂女神得到瑞典国王允许，让她的四个儿子化身为力大无穷的神
牛，以一整夜的勤劳耕作，从瑞典得到一大块领土的北欧神话传说。有许
多丹麦家庭喜欢周末来此散步，游客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丹麦儿童在喷泉周
围嬉戏、玩滑板。
Churchillparken 6，1263 København K
免费
全天 24 小时

长堤公园内

10:10
圣阿尔班教堂——英格兰风情的绿色环保教堂
圣阿尔班教堂（St Alban's Anglican Church）是紧邻吉菲昂喷泉的一座
外观造型极其精美的教堂，棕灰色的外墙镶嵌着白色方砖，哥特式尖顶直
插云霄。欧洲英格兰教会和世界圣公会的成员，经常在此举办各类宗教活
动，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和现任妻子卡米拉，时常来此访问。游客如为教
徒，可参与祷告仪式，若是提前向教堂预约，也可以在此举办婚礼。
Churchillparken 6，1263 København K
免费
夏季的周一至周五 10:00~16:00
www.st-albans.dk（英文）

从圣阿尔班教堂的西南侧，沿着石桥
向北直走即到

10:20
卡斯特雷特要塞——奇异五芒星
卡斯特雷特要塞（Kastellet）由五座军事要塞组成，四面环水，从空中鸟瞰，
整个要塞呈现出一颗五芒星的奇妙形状。岛上有教堂、大炮、荷兰式风
车，以及军乐队表演。很多丹麦本地人也经常来此，缅怀祖辈的军营岁月。
2014 年是卡斯特雷特城堡的 350 周年纪念。要塞的公共开放区域允许拍
照，不能带狗进入，不能在军营内燃放篝火或者明火烧烤，不得倾倒垃圾。
作为军事禁区，外来汽车不得入内。
Gammel Hovedvagt，Kastellet 1，2100 København Ø
部分区域对公众免费开放，遵循城堡警卫和工作人员的指引
每天 6:00~22:00
www.kastellet.info（景区信息，丹麦文），www.kastelletsvenner.dk（导游服务，
丹麦文）

从长堤公园沿着海边向北步
行，即可直达

10:40
小美人鱼铜像——海的女儿
丹麦最具代表性的“国宝”级景物小美人鱼铜像（Den lille Havfrue），由
雕塑家 Edvard Eriksen 根据安徒生童话经典故事《海的女儿》为蓝本，
并以他的妻子 Eline 作为模特，以青铜浇筑而成。这尊铜像平时被安放在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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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堤公园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它曾经被运到
丹麦馆现场展出。目前小美人鱼铜像的相关权益归 Edvard Eriksen 的孙
辈们所有，在其家族官网上可以订制三种不同尺寸的仿真小美人鱼铜像。
Langelinie，2100 København Ø
免费
全天 24 小时
www.mermaidsculpture.dk（英文）

延伸阅读：安徒生小故事
安徒生是丹麦 19 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也是世界童话文学的代表人物之
一，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最著名的童话故事有《小锡兵》、
《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
帝的新装》等。

从小美人鱼铜像沿着海边，一路朝南
步行，直到看见右侧的一座圆形喷泉
广场，入内即到

10:50
阿美琳堡王宫——去丹麦女王家做客
阿美琳堡王宫（Amalienborg Slot），是丹麦现任君主玛格丽特二世女
王和她的家族日常居住之地，内部装饰是典型的洛可可式风格。通往王宫
的海边有一座大型喷泉，广场上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的骑马青铜
像。当游客参观完阿美琳堡博物馆之后，可以回到广场来，观赏丹麦皇家
卫兵仪仗队在中午十二点进行的换岗仪式。
Amalienborg，Christian VIII's Palæ，1257 København K
王宫外部参观游览免费；博物馆可使用哥本哈根卡免费进入。若无此卡，成人票
90 丹麦克朗，学生票 60 克朗，18 岁以下免费
周二至周日 11:00~16:00（12 月 30 日至 4 月 30 日），周一至周日 11:00~
16:00（4 月 15 日至 4 月 21 日），周一至周日 10:00~16:00（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dkks.dk/amalienborg-palace（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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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美琳堡王宫大道只隔一条马路，
向西直走即到

11:50
腓特烈教堂 - 皇家大理石教堂——在神圣庄严穹顶下
这座腓特烈教堂皇家大教堂（Frederiks Kirke - Marmorkirken）紧邻阿
美琳堡王宫，俗称大理石教堂，因为它的主体建筑以灰色大理石砌成，最
初是作为哥本哈根的一个城市地标而建立，归属于丹麦国家教会，即基督
教路德宗。教堂外部有一个绿色镶金边的巴洛克式精美穹顶，在上面放置
许多宗教、艺术、历史、文化名人的石雕像，内部穹顶上的藻井绘有壁画。
腓特烈教堂也可用于举办婚礼，入内可拍照，但需保持安静，并关掉闪光
灯和相机快门的声音。
Frederiksgade 4，1265 København K
免费
周一至周四、周六 10:00~17:00，周三 10:00~18:30，周五和周日
12:00~17:00
www.marmorkirken.dk（丹麦文）

沿着腓特烈教堂和阿美琳堡王宫之间
的大街主干道，笔直向南步行即到

12:00
新港酒吧街——大航海时代的怀旧港口风情
这是一条狭窄的人工运河，当年是水手们装船卸货的旧码头，如今是哥本
哈根最受欢迎的户外餐饮场所新港酒吧街（Nyhavn），游人必到之地。
港口两岸都是色彩鲜艳的老式楼房，充满荷兰风情，安徒生也曾经在此居
住并从事创作。河畔到处都是餐馆酒吧和咖啡吧，随时弥漫着爵士乐的美
妙旋律。游人可在此坐下休息，一边欣赏运河风光，一边听着音乐享用午
餐。在新港，一个小时以内，可免费停车。
Nyhavn 1-71，1051 København K
免费景点
街道全天 24 小时通行；运河港口附近的酒吧餐馆营业时间，随季节变化，请自行
联系确认
www.nyhavn.com（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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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港一直向西步行，看到右侧的一
座大型绿地花园时即到

14:00
罗森堡王宫博物馆——金碧辉煌玫瑰宫
罗森堡宫（Rosenberg Slot）俗称玫瑰宫，是哥本哈根内城国王花园内
的一座古典建筑，采用荷兰式文艺复兴建筑风格，有三个尖塔，红墙绿顶，
小巧而秀美，护城河里常见白天鹅浮水畅游。宫殿周边是大片的鲜花绿
茵草坪，环境幽雅。历史上的丹麦王室曾经在此居住，或举办王室婚礼，
王室成员使用过的珠宝首饰、王冠权杖等珍品，大都收藏于罗森堡宫内。
此地还经常举办音乐会。
Øster Voldgade 4A，1350 København K
可使用哥本哈根卡免费进入。若无此卡，成人票 90 丹麦克朗，学生票 60 克朗，
18 岁以下免费
1 月 2 日至 4 月 30 日 10:00~14:00；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10:00~16:00；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10:00~17:00
dkks.dk/english（英文）

16:00
从罗森堡王宫博物馆向西走 300 米约
5 分钟，到 Nørreport 站乘坐小火车，
在 Vesterport 站下车后，再向东南方
步行 300 米约 5 分钟即到

哥本哈根马戏团大厦——魔幻夜宴
这座建筑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84 年，它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穹顶，
还 有 弧 形 的 走 廊， 节 日 大 厅， 彩 色 的 座 椅。 马 戏 团 大 厦（Wallmans
Cirkusbygningen）一直被用于举办哥本哈根市民的大型文化活动，包
括马戏、魔术在内的室内表演秀和音乐会，以及音乐剧和芭蕾舞剧，此外
还有知名的电视秀节目，比如丹麦的歌唱比赛等，观众可以一边观看飞檐
走壁的演出，一边享用四道菜的晚餐。这家演出机构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
挪威奥斯陆等地也设有分馆。
Jernbanegade 8，1608 København V
演出票价和餐饮价格，根据不同的节目安排，约从 495 至 1195 丹麦克朗
周四 17:30~ 次日 2:00，周五和周六 18:00~ 次日 2:00
www.wallmans.dk/en（英文）

从马戏团大厦正门出来，面向趣伏里
游乐园正门，朝南步行即到

18:00
硬石咖啡餐厅哥本哈根店——摇滚乐主题餐厅
硬石咖啡餐厅哥本哈根店 (Hard Rock Cafe Copenhagen) 由两名美国人
在英国伦敦创立，是一家遍布全球的连锁餐馆，以摇滚音乐作为餐厅的主
题氛围。提供咖啡套餐，除了主菜之外，还有沙拉，烟熏三明治，甜品等
各式菜肴。
Vesterbrogade 3，1620 København K
10:00~23:30
请参照每日摆放在餐馆门口的户外餐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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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下车，出站后
向东北方向直走，步行约 5 分钟，横
穿马路即到

Tips 小贴士

2
9:00
哥 本 哈 根 市 政 厅 及 广 场 ——丹麦首都之心
哥本哈根市政厅（Københavns Rådhus & Rådhuspladsen）对市民和

如果到达市中心火车站时，街头餐馆还未开门，可以

外国游人免费开放。正门内设有信息中心，负责提供展览活动资料，解答

步行到市政厅广场内，到 7-11 便利店或小贩们的流

问题，也出售纪念品。一楼大厅平时可自由参观，有时也是市民举办婚礼

动餐车处购买早点。
丹麦本地风味早餐推荐：丹麦特产牛角面包 + 咖啡，

的场所。二楼及以上区域是办公场所，游客在保持安静、不影响办公的前

价格约为 5~10 丹麦克朗

提下，可参观丹麦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著名的安徒生铜像在市政厅左侧，
广场上有时会举办音乐会和各种娱乐演出。
Rådhuset，1599 København V
免费；游人如需登上钟塔，则收取 20 丹麦克朗；可提供付费导游服务（30 丹麦克朗），
周一至周五 10:00~15:00 为丹麦语导游，13:00 为英语导游，周六 10:00 为英语导游
主建筑（周一至周五 9:00~16:00，周六 9:30~13:00）；钟塔（周一至周五
11:00~14:00，周六 12:00）；内部花园（每天 9:00~16:00）。每年复活节期间
市政厅例行关闭
china.kk.dk（中文）

从市政厅广场东侧的安徒生大街向东
南方直走，然后在第五个路口往东北
方左转即到

10:00
丹麦国家博物馆——维京人的千年荣耀
国家博物馆（Nationalmuseet）的主体建筑原为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五
世和路易斯王储妃的旧寝宫，本身就是一处 18 世纪的文物古迹。博物馆
为游人全面展示丹麦王国自石器时代以来的漫长历史文化，以及维京人的
传奇生活，也经常举办欧美及亚非拉文明展览。游人可自带餐饮，在博物
馆的午餐室、露天花园内食用，周末也可以在博物馆内的丹麦餐馆享用传
统烹饪自助餐。登山包和超大件行李不可以带入展览室，可投入 10 元丹
麦克朗硬币的押金，存入博物馆的储物箱内，参观完毕再取回行李和押金。
不可将自带婴儿车推入展览室，可向服务台借用童车和婴儿床。轮椅可自
由进入展览室。博物馆内有免费 wifi，拍照时必须关闭闪光灯，不得使用
三脚架。可与前台联系，提供英文导游服务，同时出售维京文化纪念品。
Ny Vestergade 10，1471 København K
免费
周二至周日 10:00~17:00，周一例行闭馆。每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5 日、12
月 31 日关闭，附设的儿童博物馆每天 16:30 关闭
natmus.dk/en/start（英文）

从丹麦国家博物馆正门出来，继续向
北直行，过桥即到

11:00
克里斯蒂安堡王宫——丹麦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
克里斯蒂安堡王宫（Christiansborg Slot）是一座超过 800 年历史的王
室古迹，也是丹麦国会、首相办公室、最高法院等多个官方机构的所在地。
丹麦首相在此接待外国领导人，举办官方外交宴会。不得携带宠物入内
参观，但可以携带导盲犬。登山包和超大件行李不可带入，可存入储物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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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内，室内拍照时必须关闭闪光灯，不得使用三脚架。导游费包含在各
处门票里，其中皇家接待室每天 15：00 提供英语导游，皇家马厩每周
六 14：00 提供英语导游。
Prins Jørgens Gård，1218 København K
可使用哥本哈根卡免费游览。当国会召开会议时，游人可以免费进入观众席，并享
受免费导游服务。如果没有哥本哈根卡
皇家接待室（每天 10:00~17:00，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的周一闭馆）；皇家
马厩（每天 13:30~16:00，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的周一闭馆）；王宫教堂（每周
日 10:00~17:00，复活节期间即 4 月 12 日至 21 日，整个 7 月份，秋季假期即 10
月 11 日至 19 日，都对外开放）；戏剧博物馆（周二和周四 11:00~15:00，周六和周日
13:00~16:00）
www.christiansborg.dk/english（英文）

与克里斯蒂安堡王宫仅相隔一条马路，
向东步行即到

11:30
旧证券交易所——商人之港的古老见证者
旧证券交易所（Børsen）始建于 1619 年，是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为了
繁荣丹麦的商业贸易而下令建造，最初是个以物换物的海外商品交易中
心，后来成为股票经纪们的集中工作场所。数百年来不断被翻修维护，
交易所内配有图书馆，最出名的标志物是建筑外部顶部的四条尾巴互相
扭曲缠绕的青铜龙像，接待处大门外的左边是海神波塞冬（罗马名：纳
普顿）石像，右边是商业守护神赫尔墨斯（罗马名：墨丘利）石像。通
过提前预约，可以租用交易大厅举办各种会议和宴会、时装展、品酒会、
拍卖会。
Børsen，1217 København K
周一至周五 8:00~16:30，如果在其他时间到访，请提前与工作人员预约
english.borsbygningen.dk（英文）

从旧证券交易所乘坐公交巴士 2A，在
中心火车站下车（即趣伏里游乐园的
西门）

12:00
Nimb 酒店餐厅——童话花园里的餐厅
五星级的精品酒店，专营各种吃住玩项目，提供各种风味的葡萄酒、威士
忌，海鲜烧烤、铁板牛排等美食。
就在趣伏里游乐园内，也就是与中心火车站一条马路之隔的正对面
和趣伏里游乐园的开放时间基本一致
请参照餐厅的当日菜单
www.nimb.dk/en（英文）

从旧证券交易所乘坐公交巴士 2A，在
中心火车站下车，出站口横穿马路即
到

13:00
趣伏里游乐园——畅游北欧童话世界
趣伏里游乐园（Tivoli Gardens）哥本哈根最受欢迎、最知名的大众景区，
男女老少咸宜，提供全方位的吃喝玩乐、娱乐演出、住宿服务。是一个能
够让各年龄层的游客都能找到无限乐趣的休闲胜地。
Vesterbrogade 3，1630 København V
可使用哥本哈根卡免费入场游玩；如果没有哥本哈根卡，门票详情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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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ivoligardens.cn/zh/praktisk/priser
夏季（4 月 10 日至 9 月 21 日），周日至周四 11:00~23:00，周五 11:00~00:30，周
六 11:00~24:00；万圣季（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 日），圣诞季（11 月 15 至 12 月 31 日）
www.tivoligardens.cn（中文）

从趣伏里游乐园向东步行，穿过市政
厅广场的东北角，进入第一个路口即
到

16:00
哥本哈根商业步行街——北欧逛街购物大暴走
游人在离开哥本哈根之前，可在哥本哈根商业步行街（Strøget）享用晚
餐，并采购纪念礼品。世界知名的品牌专卖店都在这里设有门店，不仅有
LV 等国际大牌，还有如 H&M、ECCO 等北欧本土品牌。又如皇家哥本哈
根瓷器（Royal Copenhagen）创立于 1775 年，以青花瓷的设计制作著称，
作为丹麦最知名的瓷器品牌和陶瓷产品制造商，亦为全世界的瓷器收藏爱
好者所喜爱。
从市政厅左侧直接进入
街道全天 24 小时可进入；街内商铺营业时间，可自行联系客服查询
免费
stroget-kobenhavn.dk/language/en.html（英文）

从哥本哈根商业步行街走回市政厅
广 场， 然 后 搭 乘 公 交 巴 士 6A， 在
Enghavevej 站下车，向东步行 2 分钟
即到

19:00
Ngoc Linh 越南玉灵餐馆——私家小厨越南菜
一家越南菜餐馆，除了家常炒菜之外，还有馄饨、春卷、烤串、虾片、咖
喱饭、椰奶等。
Vesterbrogade 89 st. tv，1620 København V
16:00~23:00
套餐每人约从 149 丹麦克朗起
www.ngoclinh.dk（丹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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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s & Don’ts ! 入乡随俗 & 注意事项

Do's 入乡随俗
必须携带的随身物品清单：
1、个人护照是随时可能用到的重要
身份证件，务必妥善保管，谨防丢失。
丹麦看病买药不如亚洲方便，游客
最好自备感冒、腹泻急救药品，以
及治牙痛的抗生素等个人用药。

可直接联系前台工作人员。

的免费黑色塑料袋，妥善处理宠物

Forex Bank 是一家知名的国际货币

的排泄物，保持环境清洁。

兑换公司，在哥本哈根国际机场、

6、丹麦的商业服务费通常已经包含

中心火车站，以及市内主要街道，

在消费税里，因此不必额外支付小

均设有服务窗口。

费。

www.forexbank.dk/en（英文）

2、丹麦夏季总体感觉比较凉爽，但
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强度大，可携
带一件轻薄的长袖外套，一些防晒
护肤品和一顶遮阳帽；冬季则必备
一件保暖的羽绒服，一双雪地行走
用的防滑厚底靴。
3、在丹麦春冬的暴风雪季节，游客
外出自驾时，请常备一副墨镜，以
防止雪盲症发生。
4、电源转化插头（德标）一至两个。
游人不论男女老少，请至少携带一
双较为轻便的鞋子，尤其女士们除
高跟鞋之外，不妨尽量穿着平底鞋，
不仅因为哥本哈根非常适合步行游
览，更因为城市历史悠久，有许多
古老街道仍然保留麻石路面，高跟
鞋非常容易卡进路面缝隙，造成足
部扭伤。夏季如果想下海游泳，可
提前自备泳装、泳帽、泳镜。
5、哥本哈根的最佳旅游季节，是每
年的 6、7、8 月（天气晴朗，气候
状况稳定），在其他时节，偶尔会
有飓风雷电、暴雪暴雨的极端天气，
所以游人应依照自身旅行日期，常
备雨伞、防水外套，遇到刮大风和
雷雨天时，切记不要在广告牌和大
树附近站立，以免发生意外。

医疗
丹 麦 急 救 电 话：112（ 包 括 火 警，
盗窃和突发事故）

Don'ts 注意事项

7、北欧虽然属于欧洲乃至全球治安
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但由于近年
来经济不景气和大批国际难民的涌
入，使得各国的公共安全水准均有
不同程度下降，因此不管单身还是
团体，务必看管好自己的背包和行
李，谨防重要证件和钱包、现金、
信用卡被盗。

1、大多数丹麦人的性格安静内向，

8、如果在街头遇到专门拦住华人游

所以游人在车厢内和公共场所请不

客搭讪，要求交流所谓“中国功夫”

要大声喧哗，播放音乐时请插上耳

的可疑中东裔或者东欧裔男女，请

机（酒吧、游乐场等娱乐场所除外）。

尽量小心避开他们——因为这些人

2、丹麦有很多外来移民和国际难民，

通常是盗窃团伙的成员。

因此整个社会拥有不同的宗教文化
背景，与不同族裔打交道的时候，

哥本哈根失物招领电话：+4538748822
丹麦报警电话：114

请注意不要冒犯对方的宗教信仰和
民族习惯，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9、丹麦国家警察局

冲突。

（Danish National Police）：

3、丹麦与中国大陆一样，行人和车

Polititorvet 141780 Copenhagen V

辆均遵守右行交通规则，并依照街

+ 453314 88 88

头红绿灯指示。

www.politi.dk/en/servicemenu/

在丹麦，车辆必须礼让行人，因此

home （英文）

自驾旅行者必须注意控制车速，让
路人先行。
同时持有中国驾照原件和经过公证
的英文翻译件，可以在丹麦短期租
车驾驶。
4、丹麦各大城市的主要马路、大小

Tips 小贴士
丹麦的现金支付交易，只接受本地流通货币——丹
麦克朗。游客在兑换现金时，可要求工作人员提供
一些 5 元、10 元和 20 元的丹麦克朗硬币，在租借

街道乃至景点，都有专门的自行车

保管箱和自行车时，通常会用到这些硬币。

现金兑换机构：

道，无论是行人还是机动车辆，都

且很难正确发音，建议游人将目的地的详细地址打

哥本哈根的高级酒店和商务酒店，

5、如果游客携带猫狗等宠物同行，

街头挂有丹麦语“Apotek”标识的零售店。可购买非

请尽量使用放置在街头垃圾桶附近

才可购买。

基本上都向房客提供现金兑换服务，

不可占用自行车道。

丹麦的常见地址名称，往往包含北欧特殊字符，而
印或抄写在纸条上，便于问路和咨询。
处方药， 至于处方药，则必须持有医生的签名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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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自然

设计鉴赏之旅
丹麦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坚守古典浪漫主义与现代实用主
义的完美融合。所以，这条探索路线将引导旅人漫步在哥本哈根
街头，欣赏不同风格的、有代表性的古旧经典建筑和现代知名建筑，
并在那些各具特色的艺术博物馆、工作坊中，亲身感受北欧人独
特的生活设计理念。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从市政厅广场对面的趣伏里游乐园
正 门 乘 坐 公 交 巴 士 2A/66 路， 在
Holmens Kirke 站下车即到

10:30
小岛教堂——丹麦女王的婚礼教堂
小岛教堂（Holmens Kirke）是始建于 1543 年的一座海军教堂，属于文
艺复兴式建筑，是丹麦唯一一座直接建在水面上的教堂。除了宗教活动和
音乐会，它主要用于王室活动和国家纪念日，丹麦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与法国籍贵族外交官丈夫亨里克亲王曾在此举行婚礼，王储弗里德里克和

Tips 小贴士
如果游客不愿在酒店和青旅内吃早餐，或者不愿自
带食品，可以到市政厅广场的 7-11 便利店购买快餐，
或者等到上午 10:00 点，位于市政厅广场的麦当劳

王储妃玛丽也在这里为双胞胎儿女举行过洗礼仪式。每年 7 月和 8 月的
周三，还可以欣赏到免费的管风琴音乐会。
Holmens Kanal 21，1060 København K

或者 Burger King 等餐厅开门营业时，再解决早饭

免费

问题。

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 10:00~16:00，周二和周四 10:00~15:30，周日及公
众假期 12:00~16:00
www.holmenskirke.dk（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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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岛教堂乘坐公交巴士 2A/66 路，
在 Glyptotek 站下车即到

11:00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丹麦啤酒大亨的私藏秘宝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Ny Carlsberg Glyptotek）由丹麦著名的啤酒大亨
兼艺术爱好者卡尔·嘉士伯出资建立，艺术爱好者必访。馆内藏品都是这
位富豪的私人收藏。拥有精美的古典和现代艺术作品，如大理石雕塑和油
画等。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特别是透明玻璃穹顶之下
的花园，种满绿色热带植物。内设咖啡馆，可供游人小憩。
Dantes Plads 7，1556 København V
可使用哥本哈根卡免费进入。无卡则成人票每人 75 丹麦克朗，十人及以上团体票
每人 50 丹麦克朗，季票 200 丹麦克朗，18 岁以下儿童免票，每周日免费开放。如
有特殊展览，另行单独收费
周二 ~ 周日 11:00~17:00，每周一和重要节假日例行闭馆
www.glyptoteket.com（英文）

从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出门朝向东南
方，沿着安徒生大道，走到海边后不
过桥，转向东北方，继续直行，跨过
一条运河即到

12:00
丹麦皇家图书馆——象牙塔上的黑钻石
丹麦皇家图书馆（Det Kongelige Bibliotek）老馆建于 1906 年，扩建后
的新馆则是一座曾经获得建筑设计大奖的精美钢化玻璃大厦，黑色外墙，
跨海而立。它是丹麦的国家图书馆，也是哥本哈根大学的图书馆。收藏有
丹麦知名哲学家、思想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和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亲笔手稿。
不仅是一座学术殿堂、知识宝库，也常用于举办会展活动和音乐会。
Søren Kierkegaards Plads 1，1016 København K
公共开放区域参观免费，如果需要使用图书馆服务如影印、文献搜索等，则需付费
www.kb.dk/en（英文）

就在皇家图书馆的花园内，与图书馆
旧馆仅一墙之隔

12:10
丹麦犹太人博物馆——犹太人在丹麦的四百年
丹 麦 犹 太 人 博 物 馆（Dansk Jødisk Museums） 由 丹 麦 顶 级 建 筑 师
Daniel Libeskind 亲自设计。前身是一座皇家造船厂，采用倾斜式的内部
空间设计和几何抽象结构。馆内用图文和影像的多种方式，展示犹太人在
丹麦四百年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生活。建筑外部的红墙上爬满青绿色的常
春藤，整个博物馆和附近的皇家图书馆自然地融为一体。博物馆附近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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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两岸停泊有复古式帆船和私家游艇。
Proviantpassagen 6，1218 København K
可使用哥本哈根卡免费进入，无卡时收费不定，需随时查询官网
周二至周五 12:00~17:00，周六和周日 10:00~17:00，周一例行闭馆
jewmus.dk/en/the-danish-jewish-museum（英文）

从 皇 家 图 书 馆 往 西 南 方 向， 沿 着
Frederiksholms 运河，过桥即到（即
克里斯蒂安堡王宫斜对面 )

12:30
Kanal Cafeen——运河咖啡餐馆
一家始建于 1852 年的老餐厅，主要提供午餐服务，用餐氛围和食物均受
好评，提供烤猪肉、烤牛肉，烟熏三文鱼、酸菜肉丸等本土风味。它和克
里斯蒂安王宫所在的城堡岛，以及皇家图书馆之间，只隔着一条狭窄运河，
因此许多丹麦政要也曾来此用餐。
Frederiksholms Kanal 18, 1220 København k
11:30~19:00
套餐约从 135 丹麦克朗起；单品每份约从 55 丹麦克朗起
www.kanalcafeen.dk（丹麦语）

从运河咖啡馆向北过桥，穿过克里斯
蒂 安 堡 王 宫 后 门 的 Christiansborg
站， 乘 坐 公 交 巴 士 66 路， 在
Kvæsthusbroen 站 下 车 后， 向 东 走
到海边，再向北直行即到（途中会经
过阿美琳堡王宫的圆形喷水池

13:30
皇家铸像收藏馆——可以亲手制作雕像的艺术馆
皇家铸像收藏馆（Den Kongelige Afstobningssamling）属于新古典主
义建筑，前身是丹麦西印度公司用于存放砂糖和朗姆酒的仓库。如今它是
丹麦国家美术馆的分馆，一个经常被大多数游人忽略的小景点，主要展示
雕像艺术品。虽然它不是哥本哈根最知名的博物馆，但在欧美游客中却拥
有不错的口碑。一到三楼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雕塑
和浮雕，两千多个石膏模型，画廊里则展示各种现代雕塑，馆内还有来自
丹麦皇家剧院的演出服装陈列。博物馆靠近海港的一侧，树立着一尊非常
醒目的巨大青铜大卫像。这里有免费的休息室和浴室，工作人员也很乐意
陪参观者聊天。游客还可以通过提前预约，在这里参加工作坊，亲手制作
石膏艺术品。
Vestindisk Pakhus，Toldbodgade 40，1235 København K
免费参观。提供英文导游和工作坊服务，收费 20 丹麦克朗
周二 10:00~16:00，周日 14:00~15:00，周一例行闭馆
www.smk.dk/en/visit-the-museum/exhibitions/the-royal-cast-collection（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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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家铸像收藏馆门前的大道向西步
行，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即到

15:00
丹麦设计博物馆——北欧设计艺术宝库
凡 是 喜 欢 北 欧 风 尚 和 丹 麦 工 业 设 计 的 人， 都 值 得 到 丹 麦 设 计 博 物 馆
（Designmuseum Denmark）一游。它的前身是皇家弗雷德里克医院（丹
麦第一家公立医院，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 1855 年在此病逝）。
目前馆内展示各种东西方装饰艺术，比如中世纪晚期到当代的工业设计工
艺，还有颇受消费者喜爱的丹麦家具。那些享誉国际的丹麦设计大师，如
Arne Jacobsen 等人，都在此留下了不朽之作。在博物馆商店里，可以买
到许多有特色的纪念品，如陶瓷、玻璃制品和纺织物等。丹麦最大的艺术
设计图书馆对公众免费开放，游客还可以参加工作坊的创意设计实践。
Bredgade 68，1260 København K
可使用哥本哈根卡免费进入。如果没有此卡，成人每人 90 丹麦克朗，26 岁以下的
年轻人和儿童免费，团体票（至少 10 人以上）50 丹麦克朗，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
免费参观。季票 200 丹麦克朗。博物馆内的图书馆、设计工作室、花园、咖啡馆和
纪念品商店，都可免费进入
周二至周日 11:00~17:00，周三 11:00~21:00，周一和重要公众节假日闭馆
designmuseum.dk/en（英文）

从丹麦设计博物馆向东走回皇家铸
像 收 藏 馆， 然 后 沿 着 海 边 向 北， 走
到 Nordre Toldbod 站（ 就 在 码 头
上），乘坐水上巴士 991/992 路，在
Operaen 站下车即到

19:00
丹麦皇家歌剧院——歌舞升平的海上明珠
丹麦皇家歌剧院（Operaen）由丹麦著名建筑师 Henning Larsen 设计建
造，是一座临海而立的钢化结构的透明玻璃建筑。丹麦人的建筑美学曾经
创造过许多传世杰作，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同样是丹麦建筑师的经典作品。丹麦皇家歌剧院内有高级餐厅和咖啡厅，
疲累游玩一天的旅人们，可以在此安静地享用晚餐，惬意地休息，然后入
场观看歌舞剧和芭蕾舞等艺术节目。
Ekvipagemestervej 10，1438 København K

Tips 小贴士

参观免费；英文导游服务每人 100 丹麦克朗。餐饮服务和演出门票，根据个人实际
消费另计

由于歌剧院四面环海，从交通便利和节省时间考虑，
建议游客直接在皇家歌剧院的餐厅内享用晚餐。

周二至周五 11:00~23:00，周六 10:00~23:00，周日 10:00~16:00，周一闭馆
kglteater.dk（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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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生活

创意体验之旅

在北欧，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慢慢来”。和东亚人那种风风火火
的快节奏工作生活 style 对照，北欧人一贯遵循的就是祖传的“慢
动作”。最像哥本哈根本地人的休闲方式，显然是骑自行车闲逛，
或者迈开双脚散步溜达。从另一方面来说，亲自深入到居民区，
也是体验感知本地人日常生活状态的最佳方式。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乘坐小火车在 Svanemøllen 站下车，
向西步行约 500 米，右转横过马路即
到

9:00
海之光咖啡馆——在居民区小酌一杯
海之光咖啡馆（Cafe Strandlyst）一家气氛温馨的街头小型咖啡馆，住在
哥本哈根城东的丹麦本地居民，平时会来这里和朋友们小坐，听着轻音乐，

Tips 小贴士
在哥本哈根湖区，会遇到很多白天鹅，它们生性警觉，
防御性强，容易攻击人类，所以游人最好与天鹅保持

聚会聊天，玩掷飞镖游戏。除了手工研磨咖啡和小点心，还可品尝嘉士伯
集团旗下的另一知名品牌乐堡（Tuborg）啤酒。

一定的观赏距离，更不要向鸟类投掷塑料瓶和石块等

Nygårdsvej 1，2100 København Ø

物品。

每天 6:00~24:00

从 海 之 光 咖 啡 馆 附 近 的 Nygårdsvej
站， 乘 坐 公 交 巴 士 1A， 在
Århusgade 站下车即到

9:30
Østerfælled 广场——旧军营改建的生活广场
Østerfælled 广场（Østerfælled Torv）前身是哥本哈根的一座军营，现
在是一个综合性露天广场，主要用于经营零售业。这里还保存了许多古老
的建筑，与新的公寓楼结合重建，融为一体。每年复活节期间，广场上有
露天花卉市场，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各种各样的鲜花和盆栽，特别是不
同颜色品种的玫瑰和郁金香，非常受到女性顾客的喜爱。游客在此停留时，
可以买上一两枝鲜花，然后在旁边的露天餐馆里，像本地居民们那样，在
玻璃杯中点着蜡烛用餐。丹麦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 Gunnar·Nu·Hansen
的纪念雕像也树立在这里。
Østerfælled Torv 1，2100 København Ø
24 小时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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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Østerfælled 广 场 乘 坐 公 交 巴 士
1A，在 Gustav Adolfs Gade 站下车
即到。也可从 Østerfælled 广场向西，
沿着街道步行，距离非常近

10:00
哥本哈根 Brumleby 居民区——全球最早的社会合作廉租房
通过参观这个黄白色外墙的老式住宅群落，可以深刻了解丹麦公共福利
社会的发展，以及哥本哈根市民的生活历史沿革。Brumleby 住宅区始建
于 1853 年，当时哥本哈根发生严重霍乱疫情，由东区医师学会倡议，为
低收入的多子女家庭和穷苦工人建造了几座两层高的联排小楼，统一规划
每户面积约 25 平方米，配有开放空间和社区设施，如洗衣房、商店、公
共浴池、木工学校等，后来这里也产生了丹麦第一个住房合作协会。自
1872 年整个住宅区建成后，曾多次面临拆迁，最后被作为丹麦文化遗产
保存下来，至今它仍然是本地居民日常居住的家园。
Vester Voldgade 17，1552 København V
免费
居民区的公共场所、花园及周边外围 24 小时开放，但居民家中不可随意进入
brumleby.dk（丹麦文）

与 Brumleby 居民区只隔着一条马路，
从居民区向北步行，穿过马路即到

10:30
帕肯体育公园（Parken）——探索丹麦国家体育场
这座帕肯体育公园（Parken）可以容纳 5 万人，是丹麦的国家体育场，
也是丹麦国家足球队的主场。喜欢足球和音乐的游客们，可以在此购票观
看一场比赛或者音乐会，丹麦全国比赛的球票非常抢手，这里也是丹麦国
家足球队进行欧洲杯和世界杯资格赛的场地。当然，父母们也可以带着孩
子在附近的帕肯公园里踢球运动。帕肯体育馆同样可以用来举办各种会议。
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如滚石乐队、迈克尔·杰克逊、艾尔顿·约翰、席琳·迪
翁、罗宾·威廉姆斯、U2、麦当娜等人，都在帕肯体育馆成功举办过演唱会。
除了足球比赛，这里还提供更多运动娱乐服务，比如飞靶射击、垒球比赛、
赌场、野餐、游泳池、热气球飞行等等。
Per Henrik Lings Allé 2，2100 København Ø
免费；足球赛或音乐会的购票信息可参考 parken.dk/english/tickets
周一至周四 8:30~16:30，周五 8:30~16:00
parken.dk/english（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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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肯体育馆的 8 楼

11:00
Geranium 天竺葵餐馆——米其林最佳创意餐厅
这家二星米其林餐馆主打的是改良创新的丹麦有机菜肴，2013 年入选世界
最佳餐厅第 45 位，并获得 2011 年的世界最佳主厨奖。内部装修设计是典
型的简约清新北欧风格，厨房采用透明可视玻璃，游客用餐时可以俯瞰整
个帕肯体育公园。甚至有一些来自北美的美食家也是这家餐馆的回头客。
Per Henrik Lings Allé 4，8. 2100 København Ø
12:00~15:30，18:30~ 次日 0:00
约从 650 丹麦克朗起
geranium.dk/#/en/restaurant/welcome（英文）

从帕肯体育公园走回 Brumleby 居民
区 对 面 的 Gustav Adolfs Gade 站，
乘 坐 公 交 巴 士 1A， 在 Svanemøllen
St 站 下 车， 改 乘 小 火 车， 到
Nørreport 站 后 换 乘 地 铁， 之 后 在
Christianshavn 地铁站下车即到

12:00
克里斯蒂安港人工岛及湖区——学做半日哥本哈根人
17 世纪初，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为了修筑防御工事，下令在城南开
挖堆填人工岛。克里斯蒂安港人工岛及湖区（Christianshavn）由三个岛
屿组成，与趣伏里游乐园仅仅相隔一条运河，同时，这条运河也把克里斯
蒂安港分成了城区和老城墙区两个部分，夏日晴空之下的湖光水色，美轮
美奂，几个世纪以来，运河两岸的新旧建筑鳞次栉比，码头上停满游船，
到处是音乐声和咖啡啤酒的香味。在这里，外来游客完全可以像本地人一
样，从超市里买一打嘉士伯啤酒，坐在码头的木制栈道上，打开一盒披萨
当做午餐，吃饱喝足之后，在栈道上躺平晒太阳，或者蹲在湖边喂野鸭，
围观白天鹅夫妇带着灰色的天鹅宝宝们游过。当然，这里最知名的热门景
点，就是“克里斯蒂安尼亚”哥本哈根自由城。
Christianshavn，København K
免费
全天 24 小时

从 Christianshavn 向东步行即到

14:00
“克里斯蒂安尼亚“哥本哈根自由城
——自由自在的波西米亚嬉皮世界
“克里斯蒂安尼亚“哥本哈根自由城 (Fristaden Christiania) 是哥本哈根
居民最引以为傲的个性文化景区，著名的克里斯蒂安尼亚三轮车就诞生
于此。自由城是一个独立于丹麦官方管制之外的地方，很多旧建筑原本
是丹麦海军的废弃军营。某些地方类似于中国北京的 798 区，但不限于
艺术创造——克里斯蒂安尼亚居民拥有自己的地方议会，不接受哥本哈
根市管辖。这里到处都是波西米亚式的嬉皮文化，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
艺术家、做小生意的移民和难民。其实，与某些热门旅行指南和网络论
坛所描述的不同，这里虽然允许大麻贸易，但并不是那种危险到不可进
入的地方，甚至现在的一部分自由城居民打出了“可以拍照”的标识牌，
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开艺术工作坊和时尚小铺，向游人兜揽生意，甚至
可以在居民开设的小餐厅里喝杯咖啡，吃些点心。特别值得一看的，是
自由城居民们自己亲手设计打造的房子和绘画涂鸦，充满天马行空的幻
想，以及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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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området 4，1440 København K
免费
露天景区 24 小时开放，但居民家中未经许可，不可随意进入
www.christiania.org（丹麦语）
从哥本哈根自由城向北直走即到。救
世主教堂有一座非常醒目的螺旋式金
边尖顶，所以非常容易找到

17:00
救世主教堂——天籁声中的夕阳湖景
救世主教堂（Vor Frelsers Kirke）游客必访景点，也是哥本哈根市民钟爱
的登高望远之地，以镶嵌金边的螺旋高塔著称，在塔顶可以鸟瞰到夕阳落
霞把湖面染成油画般的奇妙美景，以及哥本哈根内城秀丽旖旎的海港运河、
水上彩色建筑。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曾在哥本哈根居住，他在《地
心游记》中就写到了这座教堂。建议游人除了登塔远眺，也在这里听一场
免费的教堂音乐会（救世主教堂的音乐会在本地是非常出名的，春夏秋冬
四季都会举办）。
Sankt Annæ Gade 29，1416 København K
参观教堂和音乐会免费；登螺旋塔，成人票每人 35 至 40 丹麦克朗，8 至 14 岁的
儿童票 5 至 10 丹麦克朗
教堂（周一至周日 11:00~15:30）；塔楼（冬季周一至周六 10:00~16:00，周日
和公众假期 10:30~16:00，下午 15:45 停止登塔。夏季周一至周六 10:00~19:30，
周日和公众假期 10:30~19:30，下午 19:15 停止登塔。仲夏夜一直开放到晚上 23:00。
如果遇到雨雪大风天气，塔楼关闭）；每周五 20:00~23:00 举办教堂之夜
www.vorfrelserskirke.dk（英文）

从 救 世 主 教 堂 出 来， 向 西 回 到
Christianshavn 地铁站所在马路的主
干道，再朝南直走，看到大桥东侧湖
畔的一座独立房屋即到

19:00
护城河花园餐厅——在征税所里品尝纯正的北欧古早风味
护城河花园餐厅（Ravelinen）一家相对比较实惠的哥本哈根本土餐馆，
提供没有被现代厨艺改良过的北欧古早风味。露天座位允许抽烟，室内座
位则禁烟。这家湖畔花园餐馆的前身，其实是 1728 年建立的通往哥本哈
根内城的一个征税所，当时来自郊区的丹麦农民，带着货物进入首都之前，
要通过一座城门，并在这里为货物交税，所以这家餐馆的房屋主体实际上
已经有 286 年的历史。该餐厅拥有绝佳的花园湖景，露台的正前方濒临
克里斯蒂安运河，左侧上方是救世主教堂的螺旋塔。就餐时一般要求正装
（至少穿着外套），可携带儿童。欧美旅行者对此地以鱼类料理为主的丹
麦式菜肴，颇有好评。很多丹麦人过圣诞节和新年时，都喜欢在这里和亲
友们聚餐，如果游客厌倦了旅行指南上常见的那些热门餐厅，以及步行街
上热闹拥挤的时髦连锁店，这里也许会是一个既能够安静欣赏风景，同时
可以细心品尝食物的合适选择。
Torvegade 79，1400 København K
人均约 150 丹麦克朗至 349 丹麦克朗不等
周一至周日 11:30~21:00
www.ravelinen.dk/index.php?id=431&L=1（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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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童趣

亲子休闲之旅
北欧可以说是儿童的天堂乐园。到了童话王国丹麦，如果是带着
孩子一同出游的家庭，一定要珍惜这份难得的好时光，在此共叙
天伦亲情。如果是没有孩子的游人，也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儿童，
以充满童心童趣的态度，放开一切，像儿时那样尽兴玩耍。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维京飞鸟

哥 本 哈 根 市 政 厅 广 场 西 北 角，The
Square 酒店一楼

Tips 小贴士
这一天的游玩路线以户外活动为主，在进行水上运动
时，要听从教练的安全指引，在海洋馆内参观时，不

8:30
Baresso Coffee 市政厅广场店
——丹麦排名第一的本土咖啡品牌
一家丹麦本土的连锁咖啡餐馆，提供口感不错的手工咖啡和丹麦牛角面包、
肉桂面包等西式餐点。

要敲打玻璃缸、投喂动物，在海滩和森林中游玩时，

Rådhuspladsen 14，1550 København V

要注意防火、防溺水。

周一至周四 7:00~22:00；周五 7:00~23:00；周六 8:00~23:00；周日 8:30~21:00
请参照当日餐牌
baresso.com（丹麦文）

从 Baresso Coffee 市政厅广场店，向
南走回趣伏里游乐园正门，乘坐公交
巴士 2A，在 Børsen 站下车，继续向
东南方直走，步行到临海的内港运河
码头即可（对岸就是丹麦国家银行大
楼 Danmarks Nationalbank）

9:00
皮划艇环游哥本哈根运河海港——踏上维京时代的远洋征途
不论是古代维京人，还是现代北欧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航海高手，游人
可以租用皮划艇，在专业教练的陪伴下，穿过市中心，参观哥本哈根曲折
的运河，靠近当地的船屋和丰富多彩的克里斯蒂安尼亚等地区，亲自体验
一场海上巡游，想象当年的维京舰队驾船远洋的恢弘场面。同时，很多皮
划艇俱乐部还有自己的浮动海滩、咖啡酒吧、桑拿房，提供三明治、沙拉、
海鲜和烧烤、冷热饮品和甜品，还经常举办 DJ 音乐会、唱片发布会、生
日庆祝会等节庆文化活动。
推荐的皮划艇租赁公司：Kayak Republic（皮划艇共和国）
Børskaj 12，1221 København K
+4530498620（租皮划艇），+4530490013（酒吧预订）
皮划艇租金（单人艇 1 小时 150 丹麦克朗，2 小时 250 丹麦克朗，半天 425 丹麦

Tips 小贴士
海洋馆所处位置较偏僻，附近的就餐地点很少，建议

克朗，全天 575 丹麦克朗；双人艇 1 小时 250 丹麦克朗，2 小时 350 丹麦克朗，
半天 425 丹麦克朗，全天 725 丹麦克朗；

游客在下文提到的海洋馆内的餐厅享用午餐，以便节

单人海上独木舟 1 小时 150 丹麦克朗，2 小时 250 丹麦克朗，半天 550 丹麦克朗，

省时间。

全天 575 丹麦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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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点菜 75 丹麦克朗起，汤 65 丹麦克朗起，沙拉 50 丹麦克朗起，烧烤每人 175
丹麦克朗起。桑拿浴 1 小时 1000 丹麦克朗，2 小时 1500 丹麦克朗
酒吧（周三至周六 17:00~ 次日凌晨 2:00），咖啡吧（周六周日 11:00~16:00），
桑拿（周六周日 11:00~16:00）
从皮划艇共和国的码头走回 Børsen
站，乘坐公交巴士 2A 到趣伏里游乐
园正门下车，然后在中心火车站转乘
小火车，到 Nørreport 站后换乘地铁，
之后在 Kastrup 地铁站下车，向东面
海边直走约 600 米，约 14 分钟即到

11:00
蓝色星球海洋馆——静听北海涛声
蓝色星球海洋馆（Den Blå Planet）2013 年春天正式落成，丹麦女王玛
格丽特二世亲自出席开馆仪式。这座北欧地区最大的水族馆，坐落于风光
旖旎的厄勒海峡之滨，也是丹麦的国家海洋馆，整个建筑的平面截图呈现
出漩涡式的螺旋状。建议没有哥本哈根卡的游客，提前在官网上购买门票，
不但价格更低，而且可以避免长时间排队入场。室内提供免费 wifi，禁止
吸烟，为了安全起见，不能携带任何宠物包括导盲犬入内。入口处有免费
衣帽间，也可以自备 10 元丹麦克朗硬币，租用免费储物箱，取出物品后
自动退还硬币。
Jacob Fortlingsvej 1，2770 Kastrup
持有哥本哈根卡可免费参观。如无此卡，在线购买门票，成人票（12 岁起）144
丹麦克朗，儿童票（3 至 11 岁）85 丹麦克朗；在入口处现场购票，成人票（12 岁起）
160 丹麦克朗，儿童票（3 至 11 岁）95 丹麦克朗
周一 10:00~21:00，周二至周日 10:00~18:00。电话咨询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16:00
www.denblaaplanet.dk/en（英文）

从蓝色星球海洋馆走回 Kastrup 地铁
站，然后坐到 Amager Strand 站下车，
出站后，面向东面的海滩，步行约 3
分钟，横穿马路即到

13:00
阿玛海滨公园——蔚蓝壮阔的天海之间
拥有漫长海岸线的阿玛海滨公园（Amager Strandpark），附近是连接
瑞典马尔默与丹麦哥本哈根的厄勒海峡大桥，壮观的海上风力发电风车群，
以及哥本哈根国际机场航站楼。每逢盛夏时节，这里是哥本哈根人最爱的
全民露天活动场所之一，无论是沙滩排球、跑步竞走、滑翔伞、海钓、风
筝赛，还是铁人三项、皮划艇、冲浪、帆船赛，各种精彩刺激的户外水陆
运动，应有尽有。游人可以自带食材，在海滩上野餐、烧烤，或者到公园
小商店购买食物饮料。除了哥本哈根瑜伽节之类的健身活动，有时还举办
盛大的嘉年华庆典，人们尽兴玩闹之后，都会躺在垫子上，慵懒地享受沙
滩日光浴。公园内设有自行车骑行专道。
Amager Strandvej，2300 København S
免费；个人的餐饮费用、运动器械租金等请自付
海滩全天 24 小时开放
www.amager-strand.dk/en（英文）

从阿玛海滨公园走回 Amager Strand
地铁站，然后坐到 Bella Center 地铁
站下车，向西沿着贝拉天空康威尔酒
店方向，继续步行，在丁字路口朝北转，
横穿马路即到（即阿玛青年旅馆的所
在地

15:00
阿玛森林公园——童话森林与奇趣大自然
阿玛森林公园（Amager Fælledpark），是一个让人类在城市里就能接
近大自然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它曾经一直被用作丹麦军方的打靶射击
训练场地，但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为儿童及成人提供与大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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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们的亲近体验。公园内开辟有自行车骑行道，游人也可缓缓步行，爬
到中央山坡的最高处，站在风中，远眺市政厅钟楼和国际机场。除了湖中
的白天鹅、海鸥和野鸭等水鸟，儿童们也有机会亲手触摸那些被放养在草
原上的牛羊，游人同样可以在此进行家庭野餐会。
Njalsgade 13，2300 København S
免费
全天 24 小时

就在阿玛森林公园和阿玛青年旅馆的
南面，只隔着一条马路（也就是贝拉
天空康威尔酒店的西面）

17:00
皇家高尔夫俱乐部——绿草原上的小白球之舞
皇家高尔夫俱乐部（Royal Golf Club）一座国际锦标赛级的 18 洞高尔夫
球场，可容纳 3 万到 4 万名观众。这家顶级高尔夫俱乐部由一个家族企
业进行管理，它与近在咫尺的贝拉天空康威尔酒店、位于市政厅广场的哥
本哈根王宫酒店，都是合作伙伴。游客除了打高尔夫，饮酒喝咖啡，也可
在此用餐，自助餐每人约从 98 丹麦克朗起。俱乐部还为顾客提供其他设施，
如更衣室、淋浴室、桑拿按摩、休闲健身会所、个人练习场所和商务设施。
为了确保个人服务可用，请记住提前预订场地。
Center Boulevard 4，2300 København S
会员价约从 290 丹麦克朗 / 场起，非会员加收果岭费 990 丹麦克朗
周一至周日 11:00~22:00
www.royalgolf.dk（丹麦文）

从皇家高尔夫俱乐部正门的大道，向
东直行，穿过地铁高架桥即到

18:00
Restaurant Rasoi 印度餐馆——北欧风格的印度餐馆
一家印度风味的新式餐馆，内部装饰为北欧风格，以南亚菜和东南亚菜为
主。吃腻了西餐的游客，可以在这里换一换带有辣味和亚洲香辛料的菜肴，
如印度烤鸡肉串、咖喱角、炸洋葱圈、咖喱饭、烤饼、素菜等。
Ørestads Boulevard 55，2300 København S
周一至周四 17:00~22:00，周五和周六 17:00~23:00，周日 17:00~20:00
人均消费约 150 丹麦克朗 ~350 丹麦克朗不等
www.rasoi.dk（丹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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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募中
去哪儿骆驼书
城市系列 City Guide
海岛系列 Islands Guide
舌尖系列 Food Guide
主题系列 Special Interest Guide

更多骆驼书下载

如果你热爱旅行和分享
如果你对国外某地了若指掌 如果你有最聪明的当地秘笈
欢迎加入 去哪儿骆驼书全球签约作者的行列
请把个人简历及详细旅游经历发送至

travelfans@qunar.com

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去哪儿骆驼书下载／ guide.qunar.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lvyougonglve
想法、建议，请告诉我们／ travelfans@qun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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