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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典：众神护佑下的智慧之城 

看过动漫《圣斗士星矢》，了解到世上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听过希腊神话的传说，知道了希腊

诸神居住的雅典。相信看过《星矢》的女生，很少有没有研究过星座的；读过希腊神话的人，很

少有不爱上那个梦幻般瑰丽世界的。在西方文化里，希腊诸神永远是真实的，肉欲的，就如同我

们人类自己。而能够把其它文化中高高在上的神明塑造得如此可爱的希腊人，也更让人倾慕和向

往了。 

宙斯神庙(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雅典，这个诸神居住的城市，更是深受智慧女神的疼爱。它如一曲古老的赞歌，在欧洲漫长的原

始文明里聆听女妖塞壬美妙的歌声；它更是一段古老的历史，在卫城与爱琴海的交相辉映中缓缓

延续。这里没有维也纳的天籁，没有巴黎的浪漫，也没有马德里的痴狂，雅典给人的是一种神秘

，它超越了时光、空间以及任何可以触碰的事物，就这样不知不觉走进了人们的期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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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雅典：

雅典是以其守护神雅典娜命名的。相传有一天，雅典娜和她的伯父海神波塞东来到希腊半岛南部

的一片土地，都起了爱恋之心，想将这座美丽的城市据为己有。为此两位闹到主神宙斯面前，请

他裁夺。宙斯左右为难，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两神各自送给这座城市一个礼物，谁的礼

物对这座城市最有用，这座城市就归谁所有。

于是这场奥林匹斯山上的著名较量就开始了。波塞东把自己的三叉戟投向地面，顿时排山倒海、

巨浪翻腾，表明他愿意赐予这座城市强大的武力，使其成为强硬的霸权。而女神雅典娜则将自己

的长矛刺入土地，长矛立刻化作一颗果叶茂盛的橄榄树，表明这位女神要赐予这片土地以和平，

使其居民安居乐业。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宙斯和这座城市的居民都选择了雅典娜，于是雅典娜

便成了这座城市的保护神，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

方位：

雅典是希腊的首都，也是希腊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位于希腊半岛东南的阿蒂卡平原，西北和

南面临科林斯湾和萨罗尼克湾，东北西三面山地环抱，山麓地带接近城市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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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雅典最棒的体验

   

1、在繁华落尽的卫城，找寻雅典不可一世的辉煌

雅典卫城，希腊的眼睛，尘世间每一个旅行者精神与理想的栖息地。早晨醒来，迫不急待登上楼

顶，目睹卫城的风采，感受雅典娜的神韵，只这一眼，必定终生难忘。

——美国国家地理《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初登卫城，让人百感交集，昔日的壮观华美，如今只余断壁残垣。帕特农神庙屋盖无存，内里空

空如也，女神像流落异邦，地面到处坑坑洼洼，墙根躺着坍塌的墙石残柱。乱石嶙峋间惟有那几

根大理石柱依然擎天而立，依稀可见当年的辉煌，却也尽是往日烟尘了。但眼前的种种残损破旧

丝毫不带凄凉之意，反倒让人无端生出些许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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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神殿的石柱下，日光从迤逦的云朵中照射下来，微风吹过廊柱，彷佛欢快的手指拨动着竖琴

琴弦，悬崖下浩瀚的爱琴海一片澄蓝，波光粼粼，卫城笼罩着几分神秘安详之美，让人不由得闭

上眼睛，与之开展一番心灵的对话。这份历经苦难战乱洗礼却留存下来的平静或许正是卫城的精

神所在。那一根根屹立千年的石柱，摸去粗糙坚硬，叩之锵然有声，无言无语，却自有灵魂在内

里跳舞。

旅人提示：利卡维托斯山是拍摄卫城夜景最好的角度。

   

2、在无名战碑前看穿着“芭蕾舞裙子”的卫兵换岗

无名战士纪念碑是雅典一个著名旅游景点，位于国会大厦和宪法广场之间。纪念碑建于1928年，

是为了纪念在摆脱土耳其统治的战争中捐躯的希腊无名英雄。这里经常会有精彩的士兵换岗仪式

，免费供游客参观，是各国游客最不容错过的节目。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这里的卫兵可是百里挑一，身高大多在1.90米左右，他们身着奇特的民族服饰：头戴红色的圆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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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垂下一绺黑色的流苏，上穿400个折褶的宽摆短大衣，腿缠白色的高筒紧腿裤袜，在腿弯处

系着一块黑色的布片，夸张的红色翘头鞋上结着一个硕大的绒线球。海明威曾戏称他们是“穿着

芭蕾舞裙子打仗的男人”。换岗仪式完全按古典方式进行，士兵沿斜线从纪念碑的一角走到对角

，如同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步伐缓慢，高高地举起手，保持抬高脚，停留足足有几秒钟，落地

时还要蹭一下地面。他们由远及近，待临近哨位时，便变换出各种夸张而有趣的动作，极具喜感

，让人忍俊不禁，可这些卫兵军容威严、纹丝不动，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旅人提示：每半个小时两名士兵会有简单的换岗仪式，上午11

点的换岗会有另外3名士兵加入，略显隆重。

   

3、在还原千年历史的博物馆，看雅典的前世与今生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艺术珍品，也是了解一个国家历史文明的窗口，对于雅典这个千年古城，要

了解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当然要到博物馆。雅典是博物馆爱好者的家园，市内70多家国有和私有博

物馆举办各种展览，藏品涉及希腊古代珍宝以及其它更加专业的领域。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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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当推的就是新卫城博物馆。先不说馆内藏有上千年悠久历史的数千件文物，但就建筑本身

就很吸引人。博物馆大量使用了玻璃，除了有玻璃地板，博物馆的外墙也是由玻璃制成，整栋建

筑就像是一个玻璃盒子。玻璃的运用，可以让人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观赏这些文物，回归它们在

数千年前的状态。同时当人穿行于馆内欣赏文物时，抬头透过大扇玻璃窗，北望便能看见历经千

年风雨的卫城，而南眺则是密密麻麻挤满各种建筑的雅典城区，置身其中仿佛有时空交错的感觉

。如果站在博物馆二楼的露台往回看，会发现卫城的影子正好映在眼前的玻璃幕墙上。

   

4、乘地铁，看雅典最有艺术气息的地铁站

到了雅典，即使不需要坐地铁，也要去地铁站看看，雅典的地铁系统不仅是全世界设计最完善，

最优美的，而且还兼职博物馆，很容易就能和千年古物来个亲密接触。众所周知，雅典是一座千

年古城，自然少不了古遗迹、古文物，因此雅典在修建地铁时，难免就会挖掘到某个古城墙、古

墓⋯⋯再加上雅典人秉承“文物要尽量在原来的位置上恢复”的理念，于是，雅典的地铁站就有

了兼职博物馆的功能，也造就了具有艺术气息的地下艺术网。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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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广场、Akropoli车站的展品最好，其中Egaleo有一段30米长的5世纪圣路（Sacred Way），玻璃

通道下还摆放着其它展品。所有地铁站还有希腊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如Metaxourghio地铁站里有

法斯诺斯（Alekos Fassianos）的作品，Larisis里有Yiannis

Gaitis典型的小人物装置，Evangelismos还有现在纽约艺术家安托纳科斯（Stephen

Antonakos）的霓虹灯装置。

   

5、夏夜在卫城脚下的阿迪库斯音乐厅看场露天表演

阿迪库斯音乐厅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剧场，也是同时期最杰出的建筑物之一。唯美绝伦的建筑以及

位于卫城之下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世界上最令人震撼的音乐会和表演场馆之一。音乐厅内

没有扩音设备，但在任何一点都能听清楚舞台上演员的台词及音乐席的表演。1993年，希腊的钢

琴王子雅尼，带着他充满希腊风情的梦幻作品，在此开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成了雅尼本人一生

中最美好的一次经历。 

雅尼音乐会(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如今音乐厅仍是雅典最激动人心的国内外戏剧、音乐和舞蹈艺术家的夏季表演场地。夏夜在这里

看场演出绝对是令人难忘的体验之一。坐在数世纪以来雅典人曾坐过的大理石座位上，头顶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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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夜空，耳边回响着现代、热情的乐曲，想象那些丰腴优雅的诸神或许就在你的身旁与君共听，

不免会发起思古之幽情。

旅人提示：可登陆www.hellenicfestival.gr

查看及购买票。节目开始三周前售票，很快就会售空。节目演出当天剧场票房也会售票，但队伍

很长。很多演出凭国际学生证可以购买半价票。

   

6、品尝以健康著称的希腊美食

希腊饮食跟其它国家的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菜里一般都放有橄榄油，其独特的香味在其它地

方根本品尝不到。除了放橄榄油，希腊美食追求自然，从调料、材料，再到饮料，全部选用最新

鲜的，保证原汁原味。一顿典型的希腊大餐包括一个热汤或葡萄酒，一道莴苣色拉，一道热的肉

菜或是海产品，加上一小篮面包。整体的饮食结构比阿特金斯（Atkins）提倡的几乎完全禁止碳

水化合物的食谱更为均衡，也比低脂肪膳食法更有饱食感。在雅典，找一家可以看得见卫城夜景

的餐馆，边品美食，边赏夜幕下静谧的卫城，定将成为你旅途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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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欧洲最“夜”的城市，享受如爱琴海般令人陶醉的夜生活

雅典很疯狂！数以百计的酒吧，餐馆和俱乐部把雅典的夜生活妆点的活泼又美丽。在任何一个夏

日的夜晚，这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演出，从你最喜爱的摇滚乐团到古典音乐，芭蕾舞，拜占庭

宫廷音乐演奏，卫城声光歌舞团（Acropolis Sound and Light ）以及Dora Stratou Dancers舞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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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还有一种最独特的，最有趣的夜晚休闲方式之一就是去众多户外电影院欣赏一下户外电影。雅典

全市各区都有很多这样的电影院，有些在屋顶，有些在公园，这些公园大多都有些珍贵的文物。

所以你有时候会纳闷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允许电影院放电影。决大多数这种电影院都播放的是原

版电影，而且90%都会是英文。

   

8、在苏尼翁角看世上最美的日落

苏尼翁角是阿提卡半岛南端一个三面环水的岬角，此处一向被雅典人视为雅典娜和波塞冬的圣地

，从前亦曾是边防前线，如今却已成为观赏爱琴海和日落的浪漫地点。尤其在傍晚时分，红色的

太阳缓缓落在蓝色爱琴海上，这一画面已成为苏尼翁角的经典景观，吸引更多的人前往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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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除自然景致外，这里还有著名的波塞东神庙。波塞东神庙建于公元前444年，现在虽只剩16根白色

大理石石柱，但其排列之匀称、结构之雄伟，仍令人赞叹。神庙在18、19世纪很受文人墨客的喜

爱，为了纪念到此一游，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石头上，著名诗人拜伦曾在19世纪初访问

过这里，并在其中的一个石柱上留下他“到此一游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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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雅典气候温和宜人，一年四季适合旅游。其中6、7和8月份天气炎热，且空气干燥，要避免在中午

到午后3点出游。夏天雅典的温度大约为26-32℃，冬天为10-15℃。1月、2月和3月初，天气有点冷

，而且会有一点风。整体上看，最佳旅游时间是4-6月以及9-11月。4月份的复活节，是希腊最盛

大的节日，在雅典会有游行等节庆活动，伴着教堂的钟声，观看着宗教仪式，相信会有不一样的

感触。8月份是游客最多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冬天到希腊，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一份清静和悠闲

了。

   

2、签证

希腊签证所需资料：

1）签证申请表，附近照两张，申请表上贴一张，另外一张申请签证时递交；登陆希腊住中国大使

馆官网下载签证申请表：

http://www.grpressbeijing.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37&Itemid=58&lang=

zh

2）护照（其有效期在签证到期后仍不少于三个月）；

3）护照第一页（有照片的一页）复印件；护照上所有签证页复印件以及使馆章复印件；

4）如更换过护照，更换页的复印件及旧护照；

5）对于中国籍的申请人，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及所有户口信息页的复印件；

6）往返机票订单确认及在申根国家旅游期间的酒店预定、交通和日程安排确认证明；

7）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比如最近三至六个月的由银行出具的工资对帐单或存折（不要提供银行

存款证明），及房产证明、机动车所有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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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作单位用中文及英文出具的准假证明信（信中须注明单位地址、联系电话、传真、申请人职

务、签字人的姓名和职务并加盖单位公章）和一份企事业单位及各机关团体有效营业执照副本或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并加盖红章。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原件和一份复印件，学生须提供学校出

具的在读证明；

9）出具在申根国家逗留期间的境外医疗保险证明，其中境外医疗补偿一项的保险金额不得低于3

万欧元，须提供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旅人提示：1）最关键的是工作单位证明信，真实有效是最关键的，一定不能做假。

2）经济状况证明：只要能证明有能力支付你此次旅行，并一定会按时归国，一般情况下签证官是

不会发难。

3）所有材料须翻译成英文或希腊文；领事处可能要求补充其他材料。

签证费用：

旅游类签证600元，提交签证申请需同时缴纳签证费，如退回申请材料或拒签，签证费不退回。

希腊免签：

据希腊驻华使馆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希腊允许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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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临时免签入境：

1）护照上有过期申根居留证或者过期申根签证；

2）持有希腊签发的居留等待纸；

3）持有人护照上的申根出境验讫章日期为2011年1月1日或者以后，并且自中国入境时的验讫章日

期为次日。

同时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临时免签入境希腊。希腊居留等待纸是外国人在希腊提交居留

申请或延长居留申请后得到的一份居留等待纸，在法律上不允许用作出入希腊的凭证。持居留等

待纸的免签入境一般属临时性措施。对该政策有疑问的可与希腊驻中国使领馆机构联系。

希腊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9号天阶大厦17层，100600

电话：010-65872838

签证热线：010-65321588

传真：010-65872839

邮箱： grconspek@mfa.gr

工作时间 : 09:30 - 11:30（周一至周五）

希腊驻广州领事馆

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居民可向希腊驻广州总领事馆提交签证申请。

地址：广州天河区林河中路8号天誉大厦2105室

电话：020-85501114，020-85501124

传真：020-85501450

邮箱：grgencon.guan@mfa.gr；grcongen.guan@mfa.gr

网站：http://www.mfa.gr/guangzhou

希腊驻上海领事馆

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长驻居民在上海办事处提交申请。

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336号华讯国际大厦21层

电话：021-33303033

邮箱：infosha.grcn@vfshelpline.com

网站：http://gr.vfsglob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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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成员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法国，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

冰岛，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拉脱维亚，葡萄牙，波兰，西班牙，瑞典，瑞士，

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申请了希腊的签证可以在签证有效期内前往其它申根国家

旅游或停留在申根国家境内。

   

3、货币和小费

货币：

希腊货币符号为CRD，主币为德拉克马（Drachma），辅币为雷普塔（LePta），进位是1德拉克马

=100雷普塔。2001年1月，希腊正式加入欧元区，至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与欧元正式挂钩，其汇

率被确定为1欧元：340.75德拉克马。有面额€500、€200、€100、€50、€10和€5的欧元。 

信用卡：

在希腊使用信用卡消费很普遍，一般观光地点的旅馆、餐厅和商店都可以使用信用卡。但是便宜

的民宿和偏僻地方的小餐馆可能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虽然使用信用卡很方便，但在希腊购物时

若用信用卡支付，不好杀价，因为店家若收信用卡，他们还得付给银行手续费。因此对于数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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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商品，除非付现金，不然杀价空间不大。VISA和MASTER是最普遍也是最好用的信用卡。

银联卡在希腊开通银联卡POS刷卡消费。花旗银行的ATM可接受银联卡的取款和余额查询。银行

的办公时间：9：00～14：00

小费：

在餐馆、咖啡厅、旅馆和出租车以及船舶等的费用里面一般是包括了服务费的，可以不用付小费

；为了表达你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并想表示一下赞赏，可留10%～15％的小费。

   

4、通讯

公用电话：

最简单的打电话的方法是从报亭买一张电话卡到电话亭上打。电话卡有三种，100、500、1000德

拉克马，数值越大价值越高。报亭内也有电话，花25-30德拉克马就可以打一个市内电话，如果那

有计时电话，便可以打长途电话，但在报亭打电话明显要比用电话卡贵得多。另外还有新型的投

币电话，面值为 10、20、50德拉克马的硬币均可使用，在许多饭店大厅和餐厅内都有投币电话。

如果你在饭店客房内打电话，除了要付电话费外，还要支付100%的附加费。

手机：

欧洲的手机都是四频的，一般的手机都能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手机用户不能使用，除非为手机装

置双频或三频系统。

如果你使用的是兼容GSM的手机，而且有覆盖希腊的国际漫游支持，那么在希腊仍可以使用自己

的手机。不过要在出发前要确认开通国际漫游服务。中国移动和联通都开通了希腊漫游服务，收

短信免费，发短信只要在接受号码内输入00+国家代码+用户号码即可（希腊国家代码是30）。

希腊有几家移动通信服务供应商，其中最有名的是Panafon、CosmOTE和Wind。它们都提供2G连

通服务。在这三家中，CosmOTE的偏远第五覆盖性能最好。这三家都提供按通话时间付费服务，

可以买一个可充值的SIM卡，会有一个希腊电话号码。

   

5、衣着与防晒

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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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应多带一件薄外套，避免早晚温差过大或者空调房间、车内冷气太低着凉。正式场合进入时

，不可穿拖鞋、短裤短裙、无袖上衣等不适宜的衣服。鞋应以轻便合脚、适宜行走为主，不宜穿

新鞋、高跟鞋。前往海边的话，视自身需要携带泳衣、泳帽、泳镜、游泳圈、可汲水的鞋等。

防晒：

希腊气候干燥日照时间长且猛烈，需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戴上一瓶保湿的水，时不时的做个补水

面膜会好很多。防晒用SPF50+++即可，除了面部防晒之外戴上一顶大檐帽子和墨镜也是必要的行

头。

   

6、其它

电源电压：

雅典电压220V，50Hz；圆头的欧标插座，分为两项圆孔、三项圆孔，建议带万能插座。

时差：

与北京时间晚七个小时，但是在每年3-9月实行夏令时，在此期间希腊时间比北京晚6小时。

入境相关：

来自欧盟以外第三国的游客可携带下列物品入境：香烟200支或雪茄50支或烟草250g,酒2瓶,香水50g

。外币入境不限金额，但应先申报数额，出境时方可如数携出。至于古董则可自由携入，但拟再

携出者，应在入境时先申报，至于希腊古董若未经其文化科学部许可，不准输出。

17岁以下的旅行者不能免税携带烟草或酒精制品。

希腊为一外汇管制国家，黄金、外国货币可自由携带入境,

如超过1000美元应申报。而入境时若未在货币管制（Curency Control）窗口事先申报携入数额时

，则出境时只允许携带1000美元。出境时希腊海关会抽验，故须诚实申报。至于旅行支票的携入

携出则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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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巧夺天工看雅典古迹

雅典面积很大，但所有的景点都被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区域里，北边有Omonia广场（Plateia

Omonias），西面是Monastiraki广场（Plateia Monastirakiou）、东有Syntagma广场（Plateia Syntagmat

os），南边是Plaka区。从这个区域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雅典的两个标志性建筑：卫城和利卡

维托斯山（Lykavittos Hill）。

Syntagma广场是雅典的市中心。广场上有一些豪华的旅馆、银行和快餐店，古老的王宫是广场上

的中心建筑，从1935年开始就是希腊议会的所在地。 

卫城景点分布图

Omonia广场曾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为了妓女和扒手的聚集地，失去了往日中心广

场的风采。Omonia广场是雅典所有主要街道的交会地。Panepistimiou和Stadiou大街两条平行的街

道，向东南方向一直延伸到Syntagma广场；Athinas街则向南一直延伸到Monastiraki广场的市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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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tiraki广场又通过Ermou街和Mitropoleos街与Syntagma广场连接起来，Ermou大街拥有希腊最

精致的商店。

Mitropoleos街位于热闹非凡的老城区Plaka的北部边缘。位于卫城的东北脚下的Plaka城区保持了19

世纪浓厚的雅典风情，狭窄拥挤的街道纵横交错，这里不但可以找到最古老的店铺、餐馆，而且

随处能够看到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雅典的大部分古迹都在城区的附近。

   

1、卫城Akropoli

卫城位于雅典西南部，雄踞于市中心一座高一百五十多米的四面陡峭的山丘上，是供奉雅典庇护

者雅典娜的地方。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古代的遗址，它们包括道路、水井、墓

穴和住宅，这些遗址证明此处于公元前2800年便有人居住，一千年后的雅典王也是在这里建起了

他的王宫，宫殿被一道牢固的围墙完全圈在里面，利用雅典卫城的陡峭山岗进行有效的防卫。整

个卫城由著名的帕特农神庙、埃雷赫修神庙、雅典娜胜利神庙和卫城山门等古建筑组成，这些建

筑几乎全部用洁白的大理石建成。

A城门

众议院大门（Boule Puli）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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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卫城的入口在山丘西侧，这座门和登爬山丘的阶梯都是罗马时代的建筑。步上右侧阶梯，中途

阳台的左侧可以展望山丘下朝南延伸的古安哥拉遗址（Ancient

Agora）。也有阶梯从阳台通往地下层，可以一路下到古卫城底边的古井。

卫城前门（Propylaea）

于公元五世纪建造，这座门通往卫城的圣殿，门分三部份：由左至右为北翼、中央楼及南翼。中

央楼有六根粗大的多利亚式列柱，入口共有五处，入门两侧各有三根爱奥尼亚式列柱。外侧多利

亚式列柱令人升起威严之感，而内侧的爱奥尼亚式则优雅迷人。北翼建筑保存较完整，房间壁面

有古代著名画家霍里克勒特斯的画，称为Pinakothiki。南翼乍看下似乎和北翼成对，但它其实只

是柱廊建筑，且规模比较小。

山门（Propylaea）

卫城的真正的入口，多利安式及奥爱尼亚式列柱巧妙地穿插并列，气势雄伟。以前山门是由两侧

的宫殿组成的，如今仅剩五个门的柱子。

B神庙

帕特农神庙（Temple of Parthenon）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卫城上最负盛名的一层建筑，更是举世闻名的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帕特农神庙可以说是西方，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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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古代大庙宇，出现在基督教产生以前430年，是原始宗教的庙宇，神庙长70米、宽31

米，被48根多利安式列柱所环绕，每根柱子高10米，直径2米，总面积达1200平方米，大约是巴黎

圣母院的1/3，但较之早了1500年。

雅典娜胜利女神殿（Temple of Athena Nike）

也称无翼胜利女神殿。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技艺与战争女神，她与海神波塞顿争夺雅典

获胜，成了雅典的保护神。位于卫城前门南翼旁，是座具有爱奥尼亚式列柱的优美神殿。传说雅

典市民为了使胜利永驻，就将胜利女神的双翼砍下，这就是无翼胜利女神殿的由来。这座神殿历

经兴废盛衰与战火洗劫，17世纪英国人又拆走了许多浮雕，现在只剩下几座11米高的圆柱。

阿尔蜜斯神庙（Artemis Brauronia）

阿尔特蜜斯在希腊神话中是月神与狩猎女神，这里原本是奉祀阿尔特蜜斯女神的地方，左侧还有

四方形的土台遗迹。

埃雷赫修神庙（Erechtheum Temple)

于公元前406年建成，位于帕特农神殿的对面，是建筑优美的爱奥尼亚式神殿，集雅典娜与海神波

赛顿两座神室合一的复合造型。

伊瑞克提翁神庙（Erechtheion）

山门后的伊瑞克提翁神殿，建于公元前395年，内部有一雅典娜的木雕像，在这座神殿南侧廊台的

六尊女像柱(Caryatids)，是属于爱奥尼亚式的变形；现在所看到的优美女像列柱结构完美，不至让

视觉上产生不自然的现象，不过这些并非真品，由于空气污染，而由复制品取代。要看真品得到

卫城博物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C其它建筑

阿迪库斯音乐厅（Odeon of HerodesAtticus）

位于卫城入口南侧的阿迪库斯音乐厅建于罗马时代，是可容纳6000多人的户外剧场，现在夏季仍

有表演在此举行。

Halkothiki

位于雅典娜胜利女神殿北侧的建筑，是武器与青铜的储藏所，近旁有通往帕特农神殿前方阳台的

阶梯，此处也是置放祭品的所在。

卫城博物馆（Acropolis Museum）

卫城博物馆位于卫城东南角，于1878年完工。为了使博物馆的高度不超过卫城山上的古建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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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是挖开土层建成的。除了青铜器和希腊古瓶由国家博物馆保存外，自1834年卫城山各神庙出

土的所有文物都保存在这里，包括“扛小牛的男人”、“赤足的有翼胜利女神”及四根存于氮气

箱内的伊瑞克提翁神殿女像列柱等珍品。此博物馆对研究和发展古希腊雕刻艺术提供了可贵的资

料。

开放时间：4-10月08:00-19:00，11-3月08:00-17:00

电话：210 321 0219

门票：€12，为通票，包含卫城内各景点门票（古市集），有效期4天（各景点也独立售票，具体

见各自的详细介绍）。希腊学生、导游、新闻工作者、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等人员免费；超过65

岁的欧盟国家老人、欧盟国家学生可享受半价优惠，票价为€6。此外，国庆日（3月25日）、3月

6日、4月18日、5月18日、6月5日、每年9月最后一个周末、除7、8、9月之外的每个月第一个星期

日、11月1日到3月31日间每个星期天，对全部游客免费开放。

交通：可乘坐地铁二号线，在Akropoli站下即可。

旅人提示：

去卫城游玩的人较多，要么赶早要么傍晚去。穿厚底结实的鞋，山路崎岖陡滑。带背包或大包（

包括相机包）的游客只能从正门进入，必须在那里的存包处存包。

   

2、古市集the Ancient Agora of Athens

古市集是古代雅典城邦的心脏。它是雅典城邦政治、商业、行政管理、社会集会、宗教与文化中

心，同时也是公民法庭的所在地。苏格拉底用大量时间在这里阐释他的哲学，公元49年，圣保罗

为了让人们改信基督教，每天都在这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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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市集地区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包括：

宙斯自由柱廊（Stoa of Zeus Eleutherios）

这座柱廊建于公元前5世纪末，为了纪念那些为了雅典城邦的自由与安全而战斗的人们。据说，苏

格拉底曾在此柱廊会见他的友人。

阿波罗父神庙（Temple of Apollo Patroos）

这是建于公元前340年至前320年的一座规模较小的艾奥尼亚人神庙。阿波罗被尊为艾奥尼亚人的

始祖，在神庙内部有由著名雕塑家安菲拉诺所塑的阿波罗神像。

议事厅（Bouleuterion）

这是500人议事会举行常规集会的地方。这座建筑建于公元前5世纪末，取代了原来的老议事厅。

老议事厅的废墟在众神之母档案馆之下发现。

赫菲斯托斯火神庙（Temple of Hephai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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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神庙由多利安柱式构成，拥有门廊与后殿。它位于克罗诺斯阿格赖厄斯山的山顶，是古市集最显

著和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两位神，锻造之神赫菲斯托斯与智慧工艺女神雅典娜。

在神庙内部，有这两位神的青铜雕像。这座神庙建于公元前449年。

众神之母档案馆（Metroon）

这座建筑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有一个艾奥尼亚式的入口。它容纳着众神之母的圣地（饮鸩止渴：

此处的“众神之母”应指女神瑞亚，即宙斯之母）与国家档案，这些档案包括了500人议事会的会

议记录以及其他政府文件，受女神的庇佑。

齐名英雄纪念碑（Monument of the Eponymous Heroes）

遗迹是一个被围墙环绕的长方形底座。它过去支持着传说中的英雄们的青铜像，阿提卡10个宗族

被认为以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除了表达敬意的功能外，这座纪念碑还充当城市的官方标志建筑

。它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

十二神祭坛（Altar of the Twelve Gods）

一个被围墙环绕的祭坛，建于公元前522/521年。这个圣地是出名的收容所，也被认为是城市的中

心。它是个中心标志性建筑，与其他建筑之间的距离被谨慎地测量过。

阿格里帕音乐厅（The Odeion of Agri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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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建筑始建于公元前15年，建筑者为阿格里帕。这座建筑包含了一个可以容纳1000人的听众席

，以及复式拱柱门廊。公元267年，这座建筑毁于一场大火，后来，大约在公元400年前后，体育

馆（Gymnasium）在此处落成。它的北面装饰着4座巨人族与海神特里同的巨大雕像（立于底座之

上），这些雕像是从阿格里帕音乐厅的火灾中抢救出来的物品。

皇家柱廊（The Royal Stoa）

建于公元前460年，它是执政官的席位。这里陈列着梭伦制定的法规；战神山议事会的会议也在此

处举行。

圆形会场（Tholos）

建于公元前460年的圆环形建筑。500人议事会的行政官们用餐和晚间聚会娱乐的地方。在这座建

筑中，保存着度量衡的标准。

门票：成人4欧元，优惠价2欧元

   

3、古罗马市集和风塔Roman Agora & Tower of the Wind

古罗马市集是西元前1世纪～西元2世纪之间建造，为罗马时期的遗迹，最早这里是市民集会的场

所兼市场，中央一条大道可以直接通往雅典卫城，但现在看到的几乎是黄土一片，并没有残留什

么特殊的建筑，周围被铁网围起来有点煞风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八角形的风塔，塔上雕刻

还清晰可见，是西元1世纪时由天文学家安德罗尼可思所建造，据说有方向指标、计时、测量风向

等功能。

门票：成人2欧元，优惠价1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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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4、凯拉米克斯墓地Keramikos

这是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一个墓地，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一些雕塑陈列就是出自此处。墓地

是在1861年修建通往比雷埃夫斯的街道Pireos时发现的。它是雅典古代遗址中最绿、最安静的一个

。

Keramikos考古博物馆

墓地的小博物馆由其赞助者德裔美国人Gustav

Oberlaender建立，内游墓地里的碑片和雕塑，还收藏了很多不错的花瓶和陶像。

门票：成人2欧元，优惠价1欧元（含博物馆）

   

5、奥林匹亚宙斯神庙Olymp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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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位于奥林匹亚村，是为了祭祀宙斯而建的，也是古希腊最大的神庙之一。宙斯庙尤以象牙和

黄金的塑像而闻名于世。整个建筑坐落在一块205米长，130米宽的地基上，神庙本身长107.75米，

宽41米，共有104根科林斯柱。每根石柱高达17.25米，顶端直径达1.3米，约计用大理石1.55万吨。

和众多的古希腊神庙一样，宙斯神庙也遭受严重的破坏，104根柱子中仅存13根。宙斯神庙和哈德

良拱门隔路相望，宙斯神庙位于路南，而哈德良拱门则位于路北，这两座建筑都是由距今1900多

年前的罗马帝国国王哈德良时期修建的。现在已无法看到宙斯神庙和哈德良拱门的原始形态，只

能通过断壁残垣来回忆当时的辉煌。

门票：成人2欧元，优惠价1欧元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6、狄厄尼索斯剧院Theatre of Diony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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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卫城的南坡坐落着两个古剧院，狄厄尼索斯剧院和阿迪库斯剧场。其中狄厄尼索斯剧院建于

公元前342～前326年间，据说当时剧院有64排座位，最多可容纳17

000名观众，而现在只剩下20排座位了。

门票：成人2欧元，优惠价1欧元

                                               34 / 89



�������

雅典：智慧之城
  

五、雅典的前世今生：博物馆之旅

   

1、卫城博物馆Acropolis Museum

博物馆坐落于希腊雅典卫城山下，占地约2.5万平方米，是一个现代与古典相结合的建筑。现代化

气息非常突出，地板和外墙都由玻璃制成。游客在欣赏馆内珍贵文物的同时，透过玻璃窗，不远

处的帕特农神庙就映入眼帘。步入其中仿佛置身于时空走廊，在古老与现代间徘徊。博物馆3层将

被设为帕特农神庙馆，据神庙复原图将神庙的浮雕全部呈现出来。对于流失在大英博物馆的帕特

农神庙雕塑，将制作不同颜色的复制品展出。

门票：与卫城联票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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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考古博物馆Nationa Archadeolo-gical Museum

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收藏有希腊各地的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迈锡尼的黄金工艺

品和壮观的克里特文明时期的壁画。 博物馆共二层，摆满了来自各个时期的文物，通常要花半天

的时间才能看完。如果时间不够，建议可挑重点文物欣赏。

入口后，首先看到的是迈锡尼（My-cenae）展示室，里面收藏着“阿加曼农黄金面具”（Mask of 

Agam-emnon），是专家在锡尼国王阿加曼农死后，依其面貌所制成的黄金面罩，是强盛一时的迈

锡尼文明的最好明证；此外还有迈锡尼青铜时期的陶器，以及从伯罗奔尼萨半岛（Peloponnese）

出土的史前文物。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第15室的海神波赛顿铜像（Poseidon of atremision），第21室的少年和马（Horse and Jockey Of a-rem

ision），和左侧依年代展示的Kouroi站立人众，都是不可错过的收藏。有从圣托里尼（Santorini）

南部的Akrotiri出土的壁画， 壁画上描绘希腊日常生活的情形，如打拳少年、航海图等。这些壁画

在西元前1500年时因火山爆发被埋没于地下，现在在岛上的都是复制的壁画。其他的展示室陈列

了古希腊人日常生活用红色及黑色的瓶和瓮，上面画着几何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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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成人6欧元，优惠票3欧元

地址：28 Oktovriou-Patission 44

电话：2108 217 717

开放时间：4-10月周一10：00～17:00，周二至周日08:00～17:30，11-3月周一10：30～17:30，周二

至周日08:00～17:00

网址：www.culture.gr

   

3、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

希腊综合性文物博物馆，主要收藏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的文物。现在分为20多个展厅展出。博

物馆内有中国的陶器、波斯的丝绸、希腊各岛的刺绣以及希腊的民间工艺品，甚至还有瑞典王后

的钻石耳环。贝纳基博物馆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门票：成人/优惠票6/3欧元

地址：Odos Koumbari 1 Vasilissis Sofias Avenue Athens Greece

电话：2103 671 000

开放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周六：9：00-17：00，周四：9：00-午夜，周日：9：00-15：00，

周二闭馆。

网址：www.benaki.gr

交通： 地铁到Syntagma站下

   

4、基克拉迪文化与古希腊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Goulandris Museum of Cycladic and Ancient Greek Art）内收藏了古基克拉迪文化艺术的杰

出作品，其重要性仅次于国家考古博物馆中的藏品。博物馆内以青铜时代早期的艺术品为主，涵

盖了从基克拉迪到罗马的所有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理石雕像。双臂交叠于胸前的大理石

小雕像也在展品之列，其简朴的造型曾激发了很多20世纪艺术家的灵感。

门票：成人/优惠票5/2欧元

地址：Leoforos Vasilissis Sofias 和Neofytou Do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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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107228321

开放时间：周一、周三至周五10am～4pm，周六10am～3pm

   

5、拜占庭博物馆Byzantine Museum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博物馆前身是一座佛罗伦萨式的别墅，于1930年被改为博物馆，专门收藏5至15世纪拜占庭时期的

文物。博物馆为双层建筑，底层包括门厅和5个展览室，门厅陈列着公元4到6世纪有早期基督教特

征的雕刻作品。第二室是重建的5至6世纪的长方形教堂。第三室全部用来陈列9至15世纪拜占庭时

期的雕塑作品。第四室为重建的11世纪拜占庭式的十字形教堂。第五室是后期拜占庭教堂的复制

品。二楼也有门厅和两个展室，收藏巨幅的画。博物馆前有庭院，正中是一个大水盆。两厢的拱

廊下面是5世纪的镶嵌画和按地区、年代顺序排列的各种神像。

门票：成人/优惠票4/2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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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2 Vasilissis Sofias Ave

电话：2107211027

开放时间：5-9月周二至周日8am～7:30pm，10-4月周二至周日8:30am～3pm

网站：www.culture.gr

交通：从市中心宪法广场（Syntagma Sq）沿皇后索非亚大道（Queen Sophias

Ave）走大概15分钟可以到达。

   

6、内卡罗波罗博物馆Kanellopoulos Museum

这个博物馆里面展出的东西，都是艺术家内卡罗波罗收集得来的，从手工艺品到昂贵的珠宝都有

涉及，涉及年代非常古老，风格各异，值得一览。

门票：成人/优惠票4/2欧元

地址：Theorias 12，Panos交叉路口

电话：2103212313

   

7、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Greek Folk Art Museum

希腊民间艺术博物馆隶属于国家政府，受文化部的领导。它始建于1918年，起初的名字是“希腊

手工艺品博物馆”，坐落于Tzami。1923年更名为“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1959年才改为现在的

名字。 

                                               39 / 89

http://www.culture.gr


�������

雅典：智慧之城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博物馆的藏品包括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形式的代表作品，如刺绣、针织、服装、化装饰品、银制

品、金属制品、陶器、木刻、漆器、石刻等等。包括了从1650年直至今天的民间艺术品。博物馆

展示了100多年来希腊女子婚嫁之前为自己准备的各种嫁妆服饰，包括刺绣，钩编和编织品，同时

还有在新娘到达圣坛前带走的够用一辈子的刺绣亚麻品，垫子和地毯等，非常有趣。

门票：成人/优惠票2/1欧元

地址：Athens, Kydathinaion 17, Plaka, 10558

电话：30-210-3229031

交通：地铁到Syntagma或Acropolis站下。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10：00-14：00

   

8、雅典钱币博物馆Numismatic Museum

雅典的钱币博物馆，建立于1829年。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钱币博物馆之一，而且是巴尔干半岛上

仅有的一个钱币博物馆。它为研究希腊文化中的钱币史、艺术史提供了丰富有力的资料。

博物馆拥有的60万件钱币藏品跨越了整个希腊历史，包括罗马和拜赞庭时期、西方中古时期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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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希腊时期。藏品包括钱币、印章和稀有宝石。博物馆还藏有大量丰富的书面档案资料。

门票：成人/优惠票3/2欧元

地址：Panepistimiou 12 Syntagma

电话：2103643774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08: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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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雅典主要景点一览

   

1、雅典议会大厦Parliament Building

议会大厦原是希腊第一代国王奥托的王宫，由德国拜恩州宫廷建筑师加卢道纳设计建造。1942年

完工，1931年加以改造，作为议会大厦使用至今。遗憾的是议会大厦并不对外开放，游客无法入

内参观，只能在广场上远远欣赏这座美丽的建筑。大厦正面的一排多利亚式大理石非常引人注目

。另外这里的图书馆是向公众开放的。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前院的战争纪念碑名为无名烈士墓，由雅典著名的庄严优秀的总统卫兵守卫，他们有短裙和咔咔

作响的皮鞋构成的制服，是仿造Klephts（独立战争时的山中斗士）的服装设计的。每个小时都会

有卫兵交接，但每周日上午11点会有个规模较大的卫兵交接仪式，士兵们全副武装，并有军团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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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2、Kaisarianis修道院

坐落在距市区5公里的Hymettos山，是个安静的所在，修道院建在一座古庙的遗址上，支撑教堂圆

顶的四根柱子也是神庙的遗物，建筑群四周有围墙，中心庭院四周是厨房，食堂，修士的卧室和

澡堂。穹顶的大教堂呈十字形风格。保存完好的壁画大部分来源于17和18世纪.尽量避开周末，因

为来此郊游的人很多。

门票：2欧元

地址：Mt Hymettos

电话：2107236619

开放时间：建筑周二至周日8:30-14:45，场地8:30-日落

交通：从Plateia

Kaningos或Akadimias和Sina的交叉路口乘224路公共汽车到终点，然后走半小时或打车到修道院。

   

3、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Athens Olympic Stadium

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是雅典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组成部分，为200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体育

场。这座体育场也被称为斯皮里宗�路易斯体育场，得名于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比赛

的金牌得主、希腊人斯皮里宗�路易斯。体育场可容纳55000名观众，将进行开闭幕式、田径和足

球比赛。 

                                               43 / 89



�������

雅典：智慧之城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只有参加有组织的团队游（最少15人，每人3欧元，下午和周末需另外收费）才能进入。如果就一

个人，可以请求加入一个旅游团（传真2106834021；oakaprel@otenet.gr）乘地铁1号线Irini站。

   

4、雅典第一公墓First Cemetery

公墓里长眠着很多又名的希腊人和热爱希腊的人。虽然这里游客不多，但却是个宁静迷人的所在

。

大部分墓碑和陵墓都十分奢华。其中有些则矫揉造作，其他则出自19世纪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之

手，如哈雷帕斯的《沉睡的少女》就在一个小姑娘的墓上。

地址：Anapafseos，Trivonianou

开放时间：7:30-日落

   

5、雅典国家花园National Garden of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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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国家花园虽处于雅典市中心部，但却十分安静。花园面积很大，走一圈会很累。夏天，可以

在树阴下的长椅上乘凉；冬季，可以在长椅上或在草坪上晒太阳。花园原为王宫专用花园，由奥

托国王德王妃道利亚亲自设计，由旧花园改建而成。现在已向市民开放。

地址：入口Leoforos Vasilissis Sofias & Leoforos Vasilissis Olgas

开放时间：07:00-黄昏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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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暴走雅典周边

   

1、苏尼翁角Sunion

苏尼翁角是位于雅典城南的阿提卡（Attica）半岛南端一个三面环水的岬角，是人们从爱琴海上的

岛屿或小亚细亚来到希腊所看到的第一片陆地，因此，从古时候起，人们便开始建造神庙来献给

他们所敬畏的海神波塞冬。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波塞冬神庙位于海岬南面的山顶上，建于公元前444年，在它的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便受

到了波斯人战争的毁灭性侵袭。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遗迹则是在公元前440年～前445年间在原波塞

冬神庙遗址上重新建造的多立克式石柱的建筑。其内部构造包括希腊建筑中常见的门廊、内殿、

后殿三大部分。其外部与著名的赫菲斯托斯神庙十分相似，并且在爱奥尼亚式的大理石柱间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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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的石雕，表现的是与亚马孙族女战士的场景及少年的精美雕像，这些珍品目前都在希腊国家

考古学博物馆展览。

门票：4欧元，11-次年3月周日免费

地址：雅典东南70公里处

电话：2292039363

开放时间：夏季09:30-日落时分，冬季09:30-17:00（最好在清晨或傍晚前往观赏，那时多数旅游巴

士都已经离开了）

交通：内陆河海岸观光巴士每隔一个小时从雅典的Mavronmateon总站（Areos

Park；2108230179；车票5.4欧元）出发，在宪法广场附近的Filellinon（Xenofontos拐角处）停车。

   

2、德尔斐Archaeological Site of Delphi

德尔斐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这里主要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

罗（Appollon pythien），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就在这里颁布。德尔斐位于福基斯，现已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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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神庙的选址被精心选择在2495米高的帕那索斯山的山坡上，可以被圣地的任何角度所看到。圣地

有体育场、体操馆和跑马场，每四年一度会举办皮托运动会，纪念阿波罗神战胜巨蟒皮托，这个

运动会当时是与奥林匹克运动会齐名的，全希腊最有影响的祭典仪式，如今却早已经被世人所陌

生，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兴旺了。

门票：9欧元（含博物馆），11-次年3月周日免费

地址：雅典西北178公里处

电话：2265082312

开放时间：4-10月07:30-19:30，11-次年3月08:00-17:00；博物馆4-10月07:30-19:30，11-次年3月周一

至周五08:30-18:45，周六、日和公共假期08:30-14:45

交通：到达Terminal（liossion 260；13.6欧元，3小时）；租一辆汽车或参加一个有组织的旅游团。

大客车团队游

Chat

地址：Xenofontos 9，Syntagma

电话：2103230827

网站：www.chatours.gr

古迹团队游

Athenian Days

电话：2108640415 6977660798

网站：www.atheniandays.co.uk

   

3、伊兹拉岛Hydra

伊兹拉岛离雅典约3个多小时航程，小岛细长细长的，干干净净的小巷里，毛驴载着游人悠闲地晃

来晃去。白的墙、蓝的窗、粉红的屋顶，衬得小岛越发的可爱。小院里不时探出一丛丛红花、紫

花，柠檬树上结满了明黄的柠檬果，累累的，压得枝头都弯了。这里海水的透明度是最高的，而

且，海岸上有许多深入岛内的河口、海湾。这些僻静的河口是那些喜欢独处的游人游泳的好去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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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地址：萨罗尼克湾（Saronic），距离比雷埃夫斯南50公里处

电话：伊兹拉旅游警察局2298052205，www.hydra-island.com

交通：每天有数班高速双体船，包括Hellenic Seaways（2104199000），每天数班，行程一个半小时

，此外，还有一种速度较慢的渡轮，行程三个半小时，每天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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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雅典推荐行程

   

1、一日游

清晨出发登上雅典卫城，沿着曲折的山路向下，穿过古市集。进入普拉卡街区，经过罗马市场和

土耳其浴室，前往莫纳斯特纳基，在Thanasis来根烤肉串。逛完莫纳斯特纳基跳蚤市场后，去Dios

kouri喝杯咖啡，感受一下那里的气氛。下午与新建的雅典卫城博物馆看看源自圣石的宝藏，然后

沿着不行去散步，经过狄厄尼索斯剧场和阿迪库斯音乐厅，爬上菲洛帕玻山观赏迷人的风景，然

后绕道前往锡斯奥周围的咖啡馆和餐馆。在灯火辉煌的雅典卫城下用晚餐，然后前往普西里的酒

吧喝杯睡前酒。

   

2、二日游

在宪法广场的国会大厦前观看换岗仪式。在克罗纳基浏览橱窗，或去时尚的咖啡馆观察过往行人

，然后前往贝纳基博物馆，在俯瞰国家公园的屋顶露台上用午餐。步行前往古老的泛雅典娜体育

场，然后去国家考古博物馆看希腊最珍贵的古代文物，前往富有艺术气息的伊哈瑞亚喝下午茶。

日落时分，乘坐缆车登上利卡维托斯山，观看壮观的雅典全景。去加兹的一家时尚餐馆用晚餐，

再选择一个受欢迎的酒吧喝上一杯。

   

3、三日游

在古希腊艺术博物馆、拜占庭和基督教博物馆或国家美术馆感受另外一种文化。在雅典中央市场

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午饭，然后去Ermou或普拉卡购物。乘坐观光电车游览海岸，沿海滨步行区

散步，在海边的一家咖啡馆或餐馆稍作停留，也许还能泡个海水澡，提提神。全年的任何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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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比雷埃夫斯风景如画的Mikrolimano港吃海鲜，然后再去附近的酒吧喝上一杯。去一家大型

的海滩夜总会体验夏季的夜生活，冬天则可以选择一家雅燃音乐欣赏现场音乐表演。

   

4、神话古迹四日游

第一天：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埃雷赫透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

早餐后，前往著名的雅典卫城参观，在帕特农神庙瞻仰雅典娜女神。下午到埃雷赫透神庙中想象

当年的豪华壮丽。伊瑞克提翁神庙是雅典娜女神和海神波塞东为争做雅典保护神而斗智的地方，

在这里了解学习希腊神话故事。

第二天：哈德良拱门→雅典宪法广场→无名战士纪念碑→希腊议会大厦

上午首先经过雅典哈德良拱门，这是新旧雅典的界碑，然后想宪法广场进发，在喷水池边休息，

或是在咖啡店中饮一杯咖啡，享受这个古老城市的文化。正午时候，无名战士纪念碑前有庄严的

换岗仪式。然后，在议会大厦前观赏这座壮丽的建筑。

第三天：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奥林匹克竞技场→布拉卡区

第一站是去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中观看展览，在精美的出土文物中了解这个古老城市的昔日辉煌

。然后，前往奥林匹克竞技场，这是近代第一届奥运会比赛场地，想象当初盛大的运动场面。最

后，到热闹的布拉卡区逛逛，享受雅典的别样风情，体味这个城市的魅力夜市。

第四天：德尔菲古迹

早餐后，去德尔菲古迹看看曾经的“地球的中心”，参观那里的阿波罗太阳神庙、雅典女神庙、

剧场、体育训练场和运动场，感受这里的壮丽与辉煌。在古迹里穿梭、思考、感叹，探索这个古

希腊的神秘之地！

                                               51 / 89



�������

雅典：智慧之城
  

九、雅典购物

雅典的市区就是一个购物者的天堂。那些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现在已经禁止一切汽车的交通，这

里已经成为了商业的中心，步行购物者的天堂。一切你能想象到的商家在这里应有尽有。这里甚

至还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商店。雅典还有许多出售各种小商品的街头小贩，从丝巾到剥葡萄皮或

者挖空黄瓜的奇怪厨房用具，千奇百怪。服装店出售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优质各色服饰。

   

1、特色产品

风格独特的首饰

金银珠宝是雅典的特色产品，具有独特的希腊风格。雅典的首饰大都是当地的工匠手工制作的。

白银镶嵌品和玳瑁首饰是由洛尼纳和埃皮罗斯出产的。在辛塔玛和科洛纳基的珠宝店里，还可以

看到很多博物馆的复制品。在希腊，甚至有里亚斯-拉拉奥尼斯首饰博物馆。

橄榄油

希腊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橄榄树，它生产的橄榄油世界闻名。其独特的味道使希腊的食品具有独特

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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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味希腊葡萄酒

酒里放有树脂，味道独特，用木桶盛放。希腊人早在6000年前，就掌握了酿酒艺术，1800年前，

雅典就有6000多家酒馆销售这种葡萄酒，每年的产酒量位于欧盟第八位。

陶器

古希腊陶器可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发展到公元前七世纪早期，是高兰特人将古希腊陶器艺术发

展到一个高峰。高兰特的黑色人像陶当时非常有名。而在公元前七世纪末期，崛起了一批优秀的

雅典陶器艺术家，在黑色人像陶艺术上与高兰特并驾齐驱。到了公元前五百三十年，雅典陶器艺

术家发明了红色人像陶，自此，雅典陶器艺术又发展到一个新高峰。

仿古地图

仿古地图文明古国的希腊曾经是许多探险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还有旅行家的最爱，他们也为

希腊绘制许多甚具质感和历史价值的地图。仿制的古地图多在书店、艺廊，一张A4大的仿古地图

约7Euro。

FOLLI FOL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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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I FOLLIE品牌是希腊的本土品牌，是现在国际上四十岁以下女士最喜爱和推崇的品牌之一，

她的主要产品手表、首饰和皮包，代表着时尚与品位，又不能完全属于奢华的范围内。就好比一

位风韵的少妇，典雅高贵但并不失平易和朴实。

   

2、购物场所

蒙纳斯提拉奇跳蚤市场

蒙纳斯提拉奇跳蚤市场（The Monastiraki flea market）是周日必去的地方，好像所有的雅典人要么

来这里买东西，要么在这里卖东西。一定要提早来这里，因为到了11点以后这里的人群会使移动

变得不大可能。如果想在疲劳的淘宝之后小憩一下，在这附近也有一些不错的咖啡店和餐馆。你

可以在这里漫无目的的游览闲逛，想找某一种特殊小物品的时候，也可以询问一些当地人，让他

们带你去要找的地方。绝大多数跳蚤市场的范围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跳蚤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一

些小礼品商店，准确点说是旅游礼品商店。这里出售的礼品同样能在普拉卡（Plaka）的Adrianou

街上的同类商店里面找到。但到了周末，特别是周日，这里就成为了真正的跳蚤市场了。人们在

这里出售你能想到的任何物品，从古董到在你眼中一文不值的老垃圾。

雅典中心市场

如果从跳蚤市场（Flea Market）出发，一路逛到蒙纳斯提拉奇广场 （Monastiraki ），就可以走

Athinas 大街来到奥孟尼亚广场（Omonia）。 然后找到Evripidou大街，你就会发现雅典市场就在

眼前了。早晨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这里闹哄哄的场景同样非常有趣，而且时刻提醒着人们雅典

并不是那个死去的历史，而是活生生地在你眼前。这里的一些屠夫出生于屠夫世家，从他们的祖

辈开始在这个市场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

辛塔玛地区Syntagma

辛塔玛地区的服装比较有名，有各种风格的大衣、皮衣、毛衣和皮鞋等。科洛纳基区和厄尔若（

Ermou）大街是时装专卖店集聚地，还有刺绣和手工制作的服装、古董、家具、小雕像和各种小

饰品出售。在马罗里（Marouri）的北郊有典型希腊风格的陶瓷制品。

波拉卡旧市街Plaka

费勒昂街有段缓坡路，登到高处后就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堂阿吉奥斯-尼克迪莫斯，从此往卫城方向

转入吉达斯内昂街，这一带可说是波拉卡区最热闹、人潮最多的地方，两旁商店林立，各种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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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艺品、希腊小饮食店，都在此可找到。

欧摩尼亚广场Omonia Square

欧摩尼亚广场以南连接宪法广场的斯塔迪奥街，是雅典主要街道之一，新式的街道，戏院、百货

公司和许多商店都在这条街上。而另一条雅典娜街通往罗马市集遗迹阿果拉（Roman Agro）及古

市集遗迹（Agro），属于旧式的街道，沿路可见商店贩卖着家用日品和宗教用品；沿着雅典娜街

会经过中央市场，这里贩卖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也有餐厅卖便宜且份量很足的餐点。

购物退税：

在同一家商店购物超过40000希腊币或120欧元，即可办理购物退税，可以省下加值税

VAT，只要记得向店家领取退税用的表格，填写之后，再到海关的退税柜台。

旅人提示：

1）Omonia广场附近的街道、Athinas和Monastiraki跳蚤市场是扒手们最爱聚集的地方，一定要提高

警惕。

2）波拉卡区范围很大，商店非常多，需要多花些时间好好的比较一番。除了货比多家外，别忘了

拿出你的杀价工夫来，有时商家也会自动给予6－7折的折扣，通常付现金可有较大的折扣，付美

金更可好好讲价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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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雅典夜生活

《国际先驱导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Kathimerini增刊上每天都有娱乐活动一览表，《雅典新闻》（Athens

News）周刊上也有娱乐指南。

雅典的酒吧不胜枚举，有学生经常去的低价酒吧，也有价格较贵的酒吧。夏季大多数人去岛上游

玩，酒吧的生意也随之淡下来，而在其他时间，Kolonaki区和Psiri的酒吧最受欢迎。

   

1、咖啡馆和酒吧

咖啡馆：

希腊人喜欢喝咖啡，雅典有些咖啡品种的价格是欧洲最高的，如果想领略最地道的雅典咖啡文化

，Kolonaki区是最好的选择。位于Skoufa和Tsakalof大街的Kolonakiou广场上的咖啡馆会让你目不暇

接。可以随便找一个位子坐下，点上一杯泡沫冰咖啡（frappe）慢慢地喝，你一定会觉得奇怪，旁

边的那些当地人为什么一直不去上班。

酒吧：

小蜜蜂酒馆（2103 212 624；Miaouli & Themidos，Psiri；时间 8pm～1am，周六周日中午供午餐，

周一休息）有好吃的沙拉、意大利面、素菜，晚上人很多，常常没有位子。

Brettos（2103 232 110；Kydathineon 41，Plaka；时间10am～午夜）白天卖瓶装酒，晚上则坐满来品

尝其颜色各异的酒的人们，位于Plaka区的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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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klis酒馆

在Tripodon路（在普拉卡一区环卫城的一条路）和Epiharmou路连接的地方有一家当地人称为Kouk

lis的希腊式小酒馆（ouzerie）。如果你看到一座阳台被藤蔓和人群覆盖，往二楼会看到更多人的

建筑物，你就可以肯定这是Kouklis酒馆了。这里的小瓶装希腊饭后酒，以及口感介于韦氏葡萄汁

（Welch's Grape Juice）和Manachevitz之间的红酒都还不错。这家酒馆的招牌菜是烈火香肠。这道

菜要等到香肠上的火焰烧尽了才能享用。同时，你还可以品尝这里独特的鲑鱼。

O Glikis酒馆

在Geronda和Eperidou街的转角，Byzantino餐馆的后面有另一家希腊式小酒馆O Glikis，在希腊年轻

人中十分流行。在这里，不光晚间的希腊饭后酒香醇宜人，这里的日间咖啡也是一绝。如果你想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一封家书，阅读报纸或者仅仅坐着休息，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

Paradosiako酒馆

这家希腊式小酒馆位于Voulis和Nikodimou街的转角。环境并不十分安静，但这里的料理味道十分

纯正。建议你试试他们新鲜的海鲜，章鱼，炸kalamarkia以及galeos。这里菜肴的口味是整个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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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区希腊式小酒馆最好的一家。

   

2、夜总会

午夜才是夜总会的黄金时间，大多数人都会在酒馆里一直待到那个时候。一杯啤酒至少5欧元，在

周末和有嘉宾DJ的时候，还需要支付服务费。

Decadence（2108 823 544；Voulgaroktonou 69，Pouliherias，Lofos Strefi；门票6～8欧元 包括一杯饮

料；时间10：30am～4am）是电影和另类音乐喜爱者的最好去处。俱乐部有两层，一层的酒吧较

为安静，楼上是夜总会。

Lava Bore（2103245335；Filellinon 25，Plaka；10:00-17:00）位于市中心的Lava Bore是雅典最好的夜

总会之一，不过它全年开放，主要面对游客。这里的情况基本不变：主流摇滚乐、舞曲和相对便

宜的饮料。比雅典大多数夜总会要随意得多。

   

3、剧院和电影院

电影院：

雅典人热衷去影院。大部分影院放映英文新片，不过艺术影院的外国片有字幕。夏天，雅典人更

喜欢看露天电影，票价7欧元左右。

Apollon & Attikon（2103236811；Stadiou 19，Syntagma）

Astor（2103231925；Stadiou 28，Syntagma）

Asty（2103221925；Korai 4，Syntagma）

Ideal（2103826720；Panepistimiou 46）

Herod Atticus剧院（这家剧院通常上映一些古典剧，芭蕾以及戏剧。）

剧院：

Lykavettos Outdoor 剧院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从Ray Davies到Nikos Papazoglou等众多希腊杰出艺术家的表演，可从四处张贴的

海报得知是否有巨星在此举行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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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乐

音乐会门票在售票处（2103 608 366；Panepistimiou 42）有售。

Rodon Club（2105 247 427；Marni 24；Omonia；时间10pm开始）雅典的主要摇滚俱乐部。

Gagarin 205 Club俱乐部（2108 547 601；Liossion 205；时间9：30pm开始）一个较新的现场音乐厅。

Dora Stratou Dance Company（2109 216 650；Filopappos Hill；票价13欧元；时间5月至9月周二至周

六9：30pm，周日8：15pm）90分钟的75人传统民间舞蹈表演会让你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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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雅典交通

   

1、航空

雅典拥有希腊最大的机场—雅典国际机场（Eleftherios Venizelos International Airport），曾被评为20

04年欧洲最佳机场，距离市中心16公里，机场分为东、西两个机场。现已开通了35条希腊国内航

线，同时还可到达世界各地个主要城市，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有直达雅典的的航班。

雅典国际机场电话：(+30) 01 9694111、9369111

目前乘坐地铁、火车、机场特快巴士均可到到市中心和比雷埃夫斯港口（Piraeus）。

公交巴士

机场有六条公交巴士线连接雅典市中心和比雷埃夫斯港口

X92路往返于机场和基菲萨(Kifisia)，45分钟或一小时一班，全天有车。

X93路往返于机场和基菲索斯(Kifisos)，半小时一班，全天有车。

X94路往返于机场和艾斯尼基-阿米納 (Ethniki Amina)，15分钟一班，运营时间为07:30-23:30。

X95路往返于机场和宪法广场，30分钟一班，全程约1小时，。

X96路往返于机场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20分钟一班，全天有车。

X97路往返于机场和达夫尼（Dafni），30分钟一班，全程25分钟。

其中X95线该车终点站就是雅典的宪法广场(Syntagma／Sindagma Square)。如果随身行李不多，这

是个很好选择。车程在60-90分钟，时间长短取决于路况，全天24小时运营，每30分钟一班车。单

程3.2欧元。买票就在旁边的一个小亭子。车子停靠在宪法广场右手边的上坡处，去机场在同一个

地方上车。上车一定要记住在车上的红盒子打票。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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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李很多则可选择搭乘地铁，乘坐3号线Egaleo- Athens International Airport。来往机场的地铁

班次间隔时间比较长，30分钟一趟，车程在35-45分钟。如果你打算乘坐3号线去机场，要注意月

台指示牌上有没有飞机的图案，如果有表明该趟车是开往机场的。

购票可以通过自动购票机购买，如果是买两张票，选择2 Person Group，这样比买两张单人票划算

。购票后，要在站台自动验票机上验票，一定别忘了，否则被抓到要受到重罚。

机场地铁成人票是单程6欧元，往返10欧元（但往返票有效期只有48小时）。不过两个或更多人一

起免票平均每人5欧元，所以一定要一起免票（郊区铁路也有这种优惠政策）。如果快到90分钟了

你还在转车，那就在最后转乘的公交上说明你还在同一条路线上，以便延长有效期。

出租车：

出租车费用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和交通情况有所变化，但估计乘出租车从机场到市中心需20～30欧

元，乘出租车从机场到比雷埃夫斯需20～25欧元。这两段路程均耗时1小时到90分钟。

旅人提示：

希腊的国家航空公司多年来一直在管理和劳务上存在着问题。以前，许多航班被取消或被延误（

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的迹象）都是由于罢工或墨守陈规造成的。所以，乘坐飞机前一定要注意航

班时刻表。

   

2、铁路

雅典有拉里西斯火车站等两个火车站，可到达希腊西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主要国内城市及希

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现已开通了开往土耳其等中欧、北欧等国际线路。希腊的火车票价便宜，

但是速度较慢，购买往返票会享受八折优惠。此外，欧洲火车联票（Eurail

Pass）在希腊可以使用。

旅人提示：

1）想要查询火车时刻表以及票价可在希腊当地拨：145或147，拉里西斯火车站问讯电话：(+30)

01 8237741。

2）由于火车上的食物索价昂贵，上车前先准备好饮用水及食物。搭乘火车时要小心个人财物。

                                               61 / 89



�������

雅典：智慧之城
   

3、长途巴士

希腊的公营巴士(KTEL)速度虽然慢，然而巴士的路线却十分密集并且便宜。在较大都市之间来往

的巴士都属新型的车种，而在山区或希腊北方行驶的巴士就没有那样令人满意了。在较小的乡镇

中，巴士的停靠站往往设在咖啡馆或面包店前面，可以向店家索取时刻表。上车别忘记先向司机

确定是否为预计要搭的巴士，并且请求司机在到站前提醒你。

KTEL的巴士通常是绿色的，偶尔也可看到橘色的车子，来往大城市之间的巴士则是蓝色的。长程

的旅程必须在票亭先买好车票划好位子，否则可能得站一路。短程的市内巴士则在上车後向查票

员购买就可以了。

决定搭乘巴士来往各地之前最好前确定出车的时间，巴士站的布告栏上所张贴的时刻表常常是过

期的，开口问问比较妥当。此外，在周末时，巴士的班次往往很少，在国定假日中，巴士也通常

不开。

由于希腊的巴士通常会提早出发，建议最好在预计发车的前十分钟到车站等候。在较大的城市中

，KTEL会有两个以上的发车站，搭车前一定要先确定好前往目的地的巴士是由哪一个发车站出发

。

长途巴士的时间表可在旅游服务中心及车站拿到，每周出刊的英文报—雅典新闻(Athens

News)上刊有雅典巴士的时刻表，买一份带在身上绝对有大帮助。

   

4、水运

希腊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按总吨位计算约占世界1/6。因此到希腊旅游没有坐船是无法想象的

。几乎所有的希腊岛屿都通航，不论是大型游轮，还是小船或水翼船，总有一种会通往你想去的

岛。

船班的时刻表每周更新，时刻表可以在各家渡轮办公室、观光局取得，港口的警察局也会张贴。

上面会标明船班时间、航行路线、渡轮名称多家渡轮公司有多条航行路线提供便捷的方式来往各

个岛屿间，船票也相当便宜，然而船班却不固定，航行速度也慢。

若想要在船上找到舒适的座位，建议在航行前1-2小时就到达码头。须自备厕所所需的卫生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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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食物。

   

5、公交车及轻轨电车

公交车：

在雅典，公交道路纵横交错，可乘坐公交到达雅典各主要街道，非常方便。雅典的公交车分为桔

色、绿色、蓝色等很多颜色，多为无人售票，使用无人值守检票机，需在车站、指定摊点等地购

买车票，发车时间从每10分钟一班到30分钟一班不等，运营时间：05：00-00：30。票价为0.5欧元/

张，可拨打185，了解每一辆公共汽车的起点、终点和路线等详细情况。185每天的开通时间为07

：00-21：00。

轻轨电车：

雅典轻轨电车网络发达，2004年奥运会的举行，使雅典的轻轨电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乘坐轻轨

电车可到达当时举行过奥运会的各主要场所，票价为0.6欧元，可以在站台上的售票机里买。运营

时间为05：00-00：15，每5分钟到每10分钟发车一班，也为无人售票，需在上车前买票。此外，雅

典的公交站牌和道路标志多为希腊文，少见英文。

   

6、地铁

雅典有三条地铁线，可登录www.ametro.gr地铁的最新信息。以下是三条路线的基本情况：

1号线（绿色）是原来的从Kifissia至比雷埃夫斯的路线。在地图和路牌上显示的是绿色标志。途径

站点有：比雷埃夫斯（可去港口）、Monastiraki和Omonia广场（市中心）、Viktorias广场（国家

考古博物馆）和Irini（奥林匹克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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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线（红色）从西北的Sepolia到东南部的Dafni。在地图和路牌上显示红色标志。途径站点有：La

risa（可到火车站）、Omonia广场、Panepistimiou和Syntagma广场（市中心）和Akropoli（Makrigia

nni）。

3号线（蓝色）从Syntagma广场向东北至Ethniki Amyna。在地图和路牌上显示的是蓝色标志。途径

两个主要站点：Evangelismos（可由此去Vasilissis Sofias大街的博物馆）和终点EthnikiAmyna（有开

往机场的公共汽车）。可在起点Syntagma广场站换乘2号线。

2号线和3号线的票价为0.8欧元，而1号线则分为三个区间：比雷埃夫斯－Monastiraki；Monastiraki

－Attiki以及Attiki－Kifissia。一个区间的票价为0.7欧元，乘坐两个区间或两个区间以上票价为0.8欧

元。地铁的首发时间是早上5时，一直运营到午夜时分。交通高峰期列车每3分钟就有一趟，其余

时间每10分钟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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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郊区铁路

郊区铁路将雅典与机场、比雷埃夫斯、市区周边地区和伯罗奔尼撒连接起来。它在Larisis站和Dou

kissis Plakentias站与地铁相接，从机场一直延伸至Kiato（105分钟，10欧元）。

   

8、出租车

雅典出租车多为黄色，有奔驰等不同车型，起步价为1欧元，从港口、火车站和汽车站出发要加收

1欧元，从机场出发要加收3.2欧元。除去这些，白天的价格（计价器上的价目表是1）是0.3欧元/

公里。右边的价目表（计价器上的价目表2）在午夜到早晨5点之间是0.6欧元/公里，每小时等候费

为7.1欧元。超过10公斤的行李每件0.3欧元，最低消费2.65欧元，在雅典市区内一般不会超出这个

限度。另外，预定一个带收音机的出租车要多花2.5欧元。

预定出租车电话：

Athina1：2109217942

Enotita：8011151000

Ikaros：2105152800

Kosmos：18300

Parthenon：2105323000

旅人提示：

在雅典乘出租车，或许会成为你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情。在希腊乘出租车，可被分为三段：

首先：招车。雅典的街头日日夜夜挤满了黄色的出租车。但是，你想要打到出租车却不是件容易

的事，尤其是在凌晨2点到3点钟出租汽车司机交班的时候，通常，他们只愿意在回家顺便的情况

下捎带你一程。当你招来一辆车后，最好先上车再说去哪儿。因为那些司机都非常挑剔，如果你

去的地方与他想走的方向不一致，那他可能连车都不让你上。如果你必须先说去哪儿，那就大声

清楚（发音标准）地说出来，说不定他会送你去，不然他可能连车都不会停。

其次：乘车。上车后先确认一下计价器是否完好，而且不是双倍计价（双倍计价仅限于0：00－5

：00，或是去城外）。上车后，你可能发现车上还有人，不必吃惊，希腊的司机经常会载两三位

，甚至四位单身乘客，只要他们去的方向大致相同就行。实际上，出租车就和小公共汽车一样，

                                               65 / 89



�������

雅典：智慧之城
价格会更便宜。

最后：付钱。如果你和别人合乘一辆车，那你上车前的路程都不用掏钱，你只用根据计价器上显

示的你上车到下车这一段距离给钱就行，但至少要再加2.5欧元。另外一种情况是，计价器直接显

示价格，这个价格是根据汽车计程表所通过的公里数计算出来的。机场和港口的出租车，对每一

件行李都要单独收取额外费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价格更高。许多司机都想抬高价格，特别是你

看起来不象希腊人时。如果价格真的太高发生争执，就给警察局打电话（100）。

   

9、租车

小汽车：

Leoforos Syngrou地势高的那一头，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殿的地方，沿线有很多租车公司。本地公

司比跨国公司价格便宜，所以多转几家很有必要。一辆小车每天的平均租金是60欧元，如果能租3

天或更久，每天平均价会低很多。

Avis

地址：Leoforos Vasilissis Amalias48

电话：2103224951

Budget

地址：Leoforos Syngrou8

电话：2109214771

Europcar

地址：Leoforos Syngrou43

电话：2109248810

Hertz

地址：Leoforos Syngrou12

电话：2109220102

Sixt

地址：Leoforos Syngrou23

电话：21092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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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电动脚踏车：

如果你有执照秉有勇气对付雅典恼人的交通，可以租摩托车或电动脚踏车。

Motorent

地址：Rovertou Galli 1,Makrygianni

电话：2109234939

网站：www.motorent.gr       

价格：根据车型，价格从50cc-250cc不等，旺季每天16欧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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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雅典美食

希腊独特的口味保证你在此驻足间会大“吃”一惊。与大家所认知的不同，希腊美食不仅有mouss

aka 、souvlaki 和choriatiki salata，还有很多能够适合肉食者和素食主义者口味需求的各类美味。

   

1、特色美食

Gyros

Gyros通常是猪肉或是羊肉。Gyros、薯条、番茄、洋葱加上酸羊奶所制成的酱，价格大约为1欧元

左右。

Moussaka

将碎肉、马铃薯与茄子炒过后，加上面皮、起司放入烤箱做成。

Dolmathakia

用葡萄叶包碎肉和米饭加柠檬汁、橄榄油蒸煮而成，或是把米饭填入番茄或青椒放入烤箱中烤等

。

烤肉串

希腊的烤肉串也是不可错过的美味，雅典街头上最普遍找到的美食有希腊烤肉（Souvlaki），将烤

肉包在薄饼（Pita）中就成了烤肉包（Gyros）。

patsa

如果你想体验希腊工薪阶层的生活，那就一定要去肉类市场任何一家餐馆去尝一碗热腾腾的patsa

。这种由羊内脏熬成的浓汤以期绝佳的醒酒功效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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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里拉提基萨拉塔Choriatiki Salata

山村沙拉，亦称为希腊式的沙拉。它通常主要由番茄（托马提斯 thomahtes），黄瓜（安哥利

angooree），洋葱（克利努伊萨亚 cremeethya），羊乳酪，油（拉斯lathee），醋（戈斯蒂 kseedee

）和橄榄（里奥也斯illyes）做成。如果你不想要上述配菜中的任何一种，仅仅只要告诉侍者：霍

里斯（hoeris，不要的意思）和配菜的名字就行了。

souvlaki kalamaki

一种典型的希腊外食，主要是由皮塔包着沙拉和烤肉组成的，肉有鸡，牛和猪。

Metropolis street街一直向卫城方向走到头就会看到雅典最多名人光顾的店——Taverna

Sigalas。在此店souvlaki kalamaki 1.8欧元。Thanasis 也在这条街上，就在Taverna

Sigalas对面，是雅典出租车司机最爱的店，在此店souvlaki kalamaki 1.7欧元。

   

2、餐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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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的普拉卡（Plaka）以及周边地区，聚集着众多的餐馆。近些年来，雅典的饮食变得越来越

丰富，此地区出现了很多快餐店。希腊人喜欢喝咖啡，很多人会选择在Flocafe咖啡店喝杯咖啡再

吃些点心，或者在Everest三明治店吃份快餐。需要注意的是，在希腊餐馆点鱼的时候一定要问清

楚鱼的价钱。这里的鱼都是按公斤算，不同的鱼往往在价格上相差很多。

A 普拉卡区

Byzantino餐馆

这是一家很多普拉卡当地人去的餐馆。它位于Kydatheneon街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拥有就绝佳的地

段，且这里的菜肴非常丰富美味，并将希腊的悠久文化融入其中。可以选择有鱼肉的鱼鲜汤或者

只品尝鲜美的鱼汤。这里有希腊传统沙拉（hor-ee- ah-tiko读音，下同）, 茄子沙拉（mel-eetsana sal

ata），酸奶酪沾酱（satziki读音）,以及所有的传统菜肴。餐馆还供应各式瓶装红酒，冰镇啤酒，

希腊饭后酒（ouzo）以及一种名为mezedes的下酒菜。菜单上有多种语言方便阅读，其中包括英语

。在这家餐馆，你可以看到厨师工作的情形。如果不知道某些菜肴的发音，可以问那里的服务生

或者厨师，或者干脆叫一个服务生来把你想要的菜指给他看。在享用了美味的午餐后，你可以在

马路对面的书报亭买上一份报纸，再点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在舒适的阳光下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

生的事情。

Thespidos餐馆

沿着Kydathenaon街向上走，经过Adrainou街并开始沿着台阶向上，会看到一家物美价廉，舒适优

雅，环境清新的餐馆，这便是Thespidos，餐馆毗邻古雅典遗址。如果点了下酒菜mezedes以及沙拉

的话，你甚至不用点主菜。虽然在这里可能会看到许多和你一样的游客，这家餐馆仍然是传统的

希腊餐馆，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当地人前来用餐。如果下面的普拉卡区十分炎热的话，这里是一

个不错的避暑用餐的好去处。

普拉卡餐馆The Plaka Restaurant

普拉卡餐馆（Plaka Restaurant）坐落在Kydatheneon街和Geronta街的夹角的小广场里。餐馆已经在

这里为当地市民以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服务了许多年。他们的特色菜式希腊烘烤料理，烤肉

以及烤鱼。同时他们还有一些小亚细亚地区的特殊菜肴。比如士麦那羊肉佐青菜（Lamb and

Vegetables from Smyrna）。你可以从菜单上面点选，或者在餐馆里面点想要的。这里还有各种鱼类

料理供人选择，可以从他们的水族箱里面选择想要的。甚至还可以从他们的猪大排，羊大排以及

牛大排中选择你想要的那一块地方的肉。他们有甘醇的自制红酒，而且不容易上头。同时也可以

                                               70 / 89



�������

雅典：智慧之城
尝尝他们的lamb fricasse（羊肉佐生菜并配鸡蛋-柠檬酱）。一定要试试烤Thrapsala，它是用餐馆密

制酱料配上柠檬汁烤的大鱿鱼。这里的服务生会讲英文，而且服务十分热情。

地下室餐厅Bakaliaro

这些被叫做Bakaliarzidikos的餐馆通常以他们的酥炸鳕鱼而闻名。雅典有三家比较著名。历史最悠

久的名为Domigos，位于Kydatheneon街和Adrianou街的交汇处，Brettos Ouzo的正下方。这些地下

室餐馆在夏天都不开放，因为餐馆的烤箱以及油炸锅在夏天会使餐馆变得酷热难当。但这些餐馆

通常都会有举世无双的自酿红酒（khee-ma）以及配有大蒜调味酱（skordaya）的鳕鱼（bakaliaro)

料理。来这里用餐的绝大多是雅典当地人，旅居海外的侨胞以及美食家。几乎菜单上的所有食物

都很好吃。他们提供各式牛排，猪排以及其他希腊特色菜。而且，桶装红酒也许是整个普拉卡区

最好的。餐厅还演奏希腊民间古乐。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Psaras Fish Taverna

Psaras是普拉卡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希腊酒馆之一，可以追溯到1898年。这里的食物非常美味，美

酒也很是甘醇。酒馆坐落于Erotocritou街和Erehtheos街的交汇，由普拉卡通向卫城的阶梯上，远离

汽车的喧嚣，就像在一座美丽的岛屿上。菜单是全英文的，建议品尝这里的克里特沙拉（Cr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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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d）。

Diros餐馆

Diros餐馆位于Xenofontos街。这是雅典仅存不多的老式餐馆之一，经常会有老一代的政客，希腊

名人以及许多商界人士来此进餐。餐馆配有空调设备，在炎热的七八月间这里是一个避暑的好去

处。环境干净而明亮，是享用午餐或者晚宴的不错选择。你可以通过如下线路找到Diros餐馆：从

宪法广场，走向Nikis街或者Fileninon街。如果选择Nikis街，餐馆在第一个左转处。如果是Fileneno

n街，在第一个右转处。

伊甸园素食餐厅Eden Vegetarean Restaurant

素食主义者可去在Misicleos街和Lissiou街转角的伊甸园餐厅用餐。从Adrianou街朝蒙纳斯提拉奇跳

蚤市场的方向前行，在Misicleos街左转，走上台阶就是了。这是一家地道而纯粹，且独一无二的

素食餐厅，同时你还可以尝尝在Apollonos街上，位于Patrou街和Pendelis街之间的面条店The

Noodle Shop

。餐单上有许多素食菜肴，还有一些中国，越南，泰国以及许多其他远东国家的菜式。

Peristeri餐厅

对于那些背包客和预算紧张的旅行者来说，这家位于 Patroou 街的小餐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餐

厅内有空调，格调浪漫。这里有自制红酒，冰镇啤酒，味道非常不错。这里的食物品种繁多，而

且各色菜式都展示出来，更加容易选择。这里烤鸡和马铃薯和猪排配红酱味道都不错。可以从Ap

ollonos 街走下去右转或者从Metropolis 街（大都会街）走下去左转找到这家Peristeri餐厅。

Platanos

在普拉卡，有另一家值得一去的老字号餐馆——Platanos。从Adrianou街朝蒙纳斯提拉奇的方向走

，在Mysicleos街左转然后第一转弯处右转上Diogenous街，餐馆就在这条街上的小广场里。里面所

有的食物都有样品呈现，每一样都跟看到的一样好吃。这里是享用晚餐的好去处，如果不是太冷

的话，在外面进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餐馆的隔壁就是希腊音乐博物馆（Greek Music Museum）

。博物馆中每件展品都配有耳机供参观者聆听，可以真切的听到每件乐器的不同风格的声音。继

续前行到达著名的风之塔（Tower of the Winds）。

Terina餐馆

位于Kapni Karea街和Adrianou街交汇的广场，Hadrian's Library图书馆的对面。餐馆拥有来自全世界

的各式菜色，同时也是早餐以及宵夜的好去处。当气候宜人的时候，Terina餐馆的餐桌和座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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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去四分之一的广场范围。这里的海鲜Pikilia是整个雅典最好的。如果你吃不惯希腊食物，推荐你

去那里，因为他们有更国际化的菜式。

Kapni Kareas咖啡馆

位于大都会街（Metropolis street）和 Ermou 届之间，毗邻Kapni Karea小教堂的小巷子，下酒菜 mez

edes非常棒。在悠闲的午后，来这里点上一杯希腊饭后小酒，并欣赏这里民乐二人组用bouzoukia

的演奏以及演唱传统 Rembetika 歌曲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通常来到这里，会发现整个咖啡馆

都在随着音乐轻唱。这里同时还制作各式三明治，沙拉以及咖啡，在晚上8点关门。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希腊传统文化中心The Center of Hellenic Tradition

这家传统式的酒馆位于展览馆和购物街的中心，蒙纳斯提拉奇区Pandrossou街的上面。这里有众

多希腊杰出的画家，雕塑家，木雕家，陶艺家以及许多其他艺术形式作家的格式作品。酒馆里有

各式各样的希腊饭后酒以及下酒菜，并有很多成品成列供君选择。可以从Metropoleos街的59号拱

门或Pandrossou街的36号进去。

B普西里区

普西里区有许多很好的餐馆以及传统式的小酒家，整个地区会在周五和周六的晚上成为一座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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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各式的酒吧，餐馆以及咖啡店主要提供的是传统希腊料理，也有其它多种选择。

小蜜蜂酒馆Bee restaurant

沿着Ermou街走，过了 Athinas 的第一个路口右转，会经过小蜜蜂酒馆。这家的沙拉，意大利面和

素食料理都很好吃，酒馆在夜间很疯狂，有点像同性恋酒吧。现在酒馆在蒙纳斯提拉奇开设了一

个方便游客的新入口。

Rebecca餐馆

继续往Maioulis街朝北走，就来到了Rebecca餐馆，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希腊小菜和绝佳的用餐氛围

。

Platia Iroon餐馆

继续朝广场的方向走，到了广场可以在 Platia Iroon餐馆享用美食。这个餐馆就像希腊小吃的天堂

，涵盖了数以百计的各地小吃。冬天的时候，来餐馆就餐的人们都环坐于内，聆听乐队的现场演

奏。这里的的鳄梨沙拉（Avocado Salad），炸芝士青椒，克里特沙拉，Spetsofai，Naxos

Saganaki，纳克索斯岛烤香肠（Naxos Grilled Sausages）以及意大利面都不错。另外你也可以试试这

里的海鲜沙拉。该餐馆也在普西里开了第一家希腊式酒馆。

C Fokionos Negri区

Fokionos Negri  是一条在 Kypseli 区的步行长街，有许多咖啡店和餐馆。

48 Koudounakia

一家psistaria 餐馆，有各类羊肉，鸡肉，猪肉料理以及许多其它肉类料理，外加沙拉，餐前小菜和

美酒。这里的服务员热情友善，餐馆本身也就像一座小的古董展览馆，拥有许多古董，古钟。

Bioletta

Fokionos Negri步行街上另一个不错的餐馆是位于这条街60号的Bioletta 。它是一家 Mezedopoleo-Ou

zerie式的餐馆，里面的招牌是各种鱼类料理，这里还有许多其它的美味料理。可选择在室内或者

户外进餐。餐馆有各式美食，酥炸gavros，炭烤章鱼，水煮甜菜、牛排，猪排沙拉等。餐馆从1961

年就在这里营业了，肯定会让你物超所值。

D 海鲜

小港口Microlimano因其有许多便宜的海鲜餐厅而著名。Fish Taverna Botsaris

是一家订价合理，而且十分美味的餐馆。同样物美价廉的还有Argos。

E Vari的烤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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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Vari位于沿岸小镇 Vouliagmeni 的附近，在去机场的公路上。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众多出售烤乳

猪，烤羊肉，烤山羊，kokoretsi和paidakia 的烤肉店。所有这些都是碳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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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雅典住宿

雅典的旅店分为A、B、C、D、E几个档次，价格差别很大。所有旅馆房间的背后都挂有希腊国家

旅游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旺季时约是淡季的1.5倍。多数房费含有早餐费用。过夜必须以护照抵

押，退房时交款拿回护照。

Plaka区地处卫城脚下，又有很多既便宜又舒适的旅馆，因此成为雅典最受欢迎的住宿地点。七八

月旅游旺季时，这里的旅馆很快爆满，所以最好提前预订。

   

1、青年旅社

雅典国际青年旅舍Athens International Youth Hostel

地址：Victor Hugo 16

电话：2105 234 170

传真：2105 234 015；

价格：宿舍床位HI会员8.66欧元，入会费15欧元

旅人点评：房子很不错，一直深受旅客们欢迎，但是旅馆附近住着一些吸毒者和妓女，别受他们

纠缠。坐机场大巴到宪法广场 Sigdama后，乘地铁到Metaxourghio，出站口往右看是一条和视线平

行的街，走约4分钟，左侧便是。有全世界最低价青年旅舍之称，很多国际学生聚此。

Tempi Hotel

地址：Eolou 29,Monastiraki

电话：2103 213 175

网址：www.travelling.gr/tempihotel

价格：公用卫生间的单/双30/42欧元，带独立卫生间的单/双/三40/48/60欧元

旅人点评：由私人经营的旅馆，环境安静，服务热情周到。旅馆前半部的房间里可以眺望Agia Irin

i广场的美景。旅馆离市场很近，内有公共的厨房、冰箱，如果喜欢自己做饭吃，这里是理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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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 Travelers’Inn

地址：Kydathineon 16,Plaka

电话：2103 244 808

网址：www.studenttravellersinn.com

价格：床位15～22欧元，单/双45/50欧元，带独立卫生间的双/三60/75欧元欧元

旅人点评：有各种大小的房间。主要设施包括一个庭院、大屏幕电视机，可以上网。里面还有一

个旅行社。

HOTEL DIOSKOUROS和HOTEL FIVOS

EMAIL：consolas@hol.gr

电话：00302103226657

旅人点评：主人STEVEN在英国留学十年，掌管着这两个旅店。每天自助早餐不仅是免费的而且

有两三种蔬菜、两三种水果和煮好的鸡蛋。HOTEL DIOSKOUROS有共用大冰箱， FIVOS的每间

客房都配免费冰箱。两个旅店价格是青年旅社的价格，但和FIVOS一墙之隔要价贵三倍的大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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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差不多：两个旅店都提供免费的毛巾，还能上网。STEVEN还专门请人把路线翻译成中文，

这样一来下了飞机按图所骥即可。STEVEN还能提供其它优质服务：可以在中国和他EMAIL联系

好，参加正规旅行社组织的各种一日游、二日游、五日游等，而且不必付定金。通过他给你定的

游览，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

   

2、中等

大理石公寓Marble House Pension

地址：Zini 35A, Koukaki

电话：2109 234 058

网址：www.marblehouse.gr

价格：双/三37/44欧元，带卫生间的单/双/三35/43/50欧元

旅人点评：位于一个安静的胡同里，是希腊较好的经济型旅社。房间内有冰箱、电风扇、供储存

贵重物品的保险箱和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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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polis House Pension

地址：Kodrou 6-8，Plaka

电话：2103222344

邮箱：htlacrhs@otenet.gr

价格：住宿51-79欧元，单/双/三含早餐60/87/113欧元

旅人点评：这个情调十足的家庭旅馆在一座保存完好的19世纪住宅里。房子保留了很多原初特色

，墙壁粉刷得十分漂亮。住三天或以上有优惠。有些房间的卫生间在厅对面。

Central Hotel

地址：Apollonos 21，Plaka

电话：2103234357

网站：www.centralhotel.gr

价格：单/双/三含自助早餐起价99/121/165欧元

旅人点评：这家时髦旅馆用当代浅色调精心布置。舒适的房间有所有的现代设施和像样的卫生间

。漂亮的屋顶露台上有小按摩浴缸和日光椅，可观望卫城风景。位于市中心宪法广场和Plaka之间

的便利位置。

   

3、特色酒店

The Athens Gate Hotel

地址：10, Syngrou Avenue, 11742 Athens

电话：30-210 9238 302-3

传真：30- 210 9237493

价格：78欧元/晚起

旅人点评：Athens Gate酒店座落于雅典卫城之下，距离崭新的雅典卫城博物馆仅有100米，对面就

是奥林匹亚宙斯神殿（Temple of Olympian Zeus），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拉卡区（Plaka）亦靠近酒店

，在酒店就可欣赏到无可媲美的雅典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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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s Center Square

地址：15 Aristogitonos Street & Athinas, 10552 Athens

电话：30 210 32 22 706

传真：30 210 32 11 800

e-mail：acs@athenshotelsgroup.com

价格：63欧元/晚起

旅人点评：酒店是一家现代时髦的酒店，位置便捷，临近布拉卡区（Plaka）。每一间客房享有符

合自己的个性化各别装饰，还带有现代版画。

Attalos Hotel

地址：Athinas 29, Athens 10554, Greece

电话：30-210-3212801

传真：30-210-3243124

Email：info@attaloshotel.com

价格：60欧元/晚起

旅人点评：Attalos酒店位于Athinas街，离中央市场（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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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蒙纳斯提拉奇跳蚤市场（Monastiraki Flea Market）以及地铁站都只有仅两个街区的距离

。可以轻松的搭乘地铁前往比雷埃夫斯（Pireaus）港口，并从那里乘轮渡前往临近各岛。酒店离

卫城仅用步行15分钟。在酒店街区的转角有以其夜生活闻名的酒吧，咖啡馆一条街普西里（Psiri

）。仅十分钟的路程，就可以步行前往普拉卡（Plaka）商业区。

   

4、高级酒店

Hotel Grande Bretagne 

地址：Vas. Georgiou A' 1, Athens 10563, Greece

电话：30 210 3330000

传真： +30 210 3228034

网址：www.grandebretagne.gr

价格：房间280欧元起，套间420欧元起

旅人点评：对商务和休闲旅客而言Grande Bretagne hotel位于雅典最合宜之地点。宾馆于1862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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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的国家爱元首建立，在全世界的豪华旅馆中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在雅典，没有任何其他宾

馆有着那么丰富的历史。这里的温泉疗养中心完美至极，屋顶餐厅和酒吧也堪称享受。

Royal Olympic Hotel

地址：28-34 Ath. Diakou, 117 43 Athens

电话：30 210 92.88.400

传真：+30 210 92.33.317

E-mail: info@royalolympic.com

价格：99欧元起

旅人点评：位在卫城下方，宙斯神庙之前，以其极佳景色、亲切的气氛和杰出的服务而闻名。酒

店于2007年完成的翻修工程让雅典全景间变成市区中最好的住宿地点之一。

旅人提示：受城市规划的限制，雅典室内没有露营广场。距雅典最近的露营地Athens

Camping（电话：2105 814 114，传真：2105 820 353；地址：Leof Athinon 198；成人/帐篷5/3欧元；

时间：全年）位于市中心以西7公里处，在去往科林斯湾的路上。虽然露营地内设施齐全，但似乎

没有别的可以吸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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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雅典：看得见的神话

《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雅典》地图色彩鲜明、重点突出，各地区详细地图使游览轻轻松松

，推荐景点、餐馆、商铺和娱乐场所都是极好的，路线设计独特，有助于你既能控制开支、又能

游览整个城市，同时也免去遭受酷暑之苦。 

《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希腊》希腊四季阳光充沛，被称为“欧洲的阳台”。地中海悠久的

海岸线勾画出最美的爱琴海，海上的岛屿不但仍有文明的遗迹，还有神话传说，蓝天碧海，彷佛

神仙也下凡来度假，克里特岛的迷宫、非常嬉皮的米克诺斯、传说中消失的亚特兰提斯─圣托里

尼，是其中必访的三个岛⋯⋯ 本书是关于介绍希腊旅游的手册！6位专业作者，超过3000小时的实

地考察，16911幅实用地图，品尝过147种gyros（土耳其肉夹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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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作为一种丰富多采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希腊神话，反映了古代人类生活的

广阔图景，以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类童年时代的自尊、公正、刚强

、勇敢的精神，具有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生活气息。

《希腊的阿提卡》，书中讲述了作者和妻子Nina在希腊老城纳夫普利翁（Nafplio）买房的经历。

书中还收录了作者为英国广播公司再希腊工作期间的一些饶有趣味的见闻。

《奥林匹克大地》，它通过追寻希腊境内的奥林匹克遗迹，来介绍当地的历史古迹、建筑雕塑和

自然景观等。该书128页，有希腊文和英文设计简洁，自然流畅。

《漫步雅典》，希腊文和英文出版，软皮，瘦长形状，图片很多，是对雅典全市的分区介绍。该

书420多页，从卫城、老城、国家公园等不同地区，突出各地特色，详尽介绍了雅典的历史、考古

、建筑、雕塑、教堂、美术、博物馆、医院、交通等方面的内容。这本书色彩协调，图文搭配得

当，而且整本书手感特好。

《希腊》内容很广泛，包括国家与民族、政府与政治、希腊与世界、经济、社会、信息与技术、

艺术与文化、生活与时尚、雅典奥运会等。该书显然是一本综合读物，以文字为主，配有大量图

表和少量图片。这本由奥组委总秘书处出版的书之所以引人注意，除了它内容全面外，还在于它

包含有介绍希腊经济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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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旅人提示

1、紧急求助

值班医生（Duty Doctor；电话：105；时间2pm～7am）

Duty Hospital医院（106）

Duty Pharmacy药店（107）

急救服务（166）

警察局（100）

紧急救助医生（SOS Doctors；tel 2103 220 046/015）24小时

急诊服务，医生会说两门以上外语。

旅游警察局（tel 2108 707 000；Tsoha 7，Ambelokipi；时间 24小时）

信息服务中心（tel 171；时间 24小时）提供基本旅游信息和紧急救助服务

旅人提示：

所有来雅典的游客被都要求提供接种破伤风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时间。推荐接种甲肝疫苗。

还要购买相应的旅行保险，如果遇到身体不适需要买药时，可到药房。药房的外面都有绿色十字

标记，或者到医院或诊所就诊。

希腊的药店只根据处方提供药品。游客如自带药品，要注意检查药品标签，因为在希腊禁止使用

含有可卡因成分的药品。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地址：2A,KrinonStr.,15452P.Psychico,Athens,Greece

电话：210-6723282

传真：210-6718839

网址：http://gr.china-embassy.org/eng/

2、上网

大多数网吧的价格都是每小时3欧元。

Arcade Internet Café

地址：Stadiou 5，Syntagma

电话：2103 210 70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am～10pm，周日中午～8pm

C@fe4U Exarhia

地址：lppokratous 44

电话：2103 611 981

营业时间：24小时

Omonia

地址：Tritis Septemvriou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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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105 201 564

营业时间：8am～11pm

Plaka Internet World

地址：Pandrosou 29，Monastiraki

营业时间：11am～11pm

3、货币兑换

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地址：Ermou 7，Syntagma

电话：2103 223 38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am～4pm，周六8：30am～1：30pm）

Eurochange欧元兑换处Syntagma广场部

地址：Karageorgi Servias 4

电话：2103 220 155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am～8pm，周六周日10am～6pm

Plaka区分部

地址：Filellinon 22

电话：2103 243 997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am～8pm，周六9am～7pm，周日10am～7pm

4、邮局

雅典中心邮局（Eolou 100，Omonia；时间 周一至周五7：30am～8pm，周六7：30am～2pm）除有

详细说明，所有留局待取的邮件都被送往这里。

包裹邮局（Parcel post office；Stadiou 4，Syntagma；时间

周一至周五7：30am～2pm）寄往国外的超过2公斤的包裹须从这里寄出，包裹须打开接受检查。

Syntagma邮局（时间 周一至周五7：30am～8pm，周六7：30am～2pm，周日9am～1pm）位于Mitro

poleos街与Syntagma广场交会处，提供留局待取服务。

5、当地常用网站

希腊国家旅游组织

希腊国家旅游组织（Greek National Tourist

Organisation，简称EOT；www.gnto.gr）Ambelokipi分部（tel 2103 310 561/562；Amerikis 2；时间

周一至周五9am～4pm）；Eleftherios Venizelos国际机场分部（tel 2103 530 445；时间

周一至周五9am～7pm，周六周日10am～3pm）办事处在机场到达大厅；总部设在Ambelokipi街。

希腊国家旅游局Greek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网址：www.gnto.gr

希腊乡村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 in Greece

网址：www.agrotravel.gr

雅卫城市City of Athens Portal

网址：www.cityofathens.gr

希腊地中海美食Greek Mediterranean Gastr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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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kerasma.gr

6、风俗礼仪

在希腊文化中，身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离开时与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握手、与熟

悉的人相互吻别是最普通的礼节。在相互自我介绍时的目光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讲演时

，与听众始终保持目光交流是决定你讲演成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通常我们用拇指和食指做出的美国式的“OK”手势， 在希腊则被认为是猥亵的。所以要注意在

希腊尽量不要使用这个手势。在东方和地中海地区在表示赞同时普遍用点头来表示，但在希腊仰

头表示否定。当地人喜欢咋舌，藉以表示欲望或打信号，不必在意。在希腊，注意手掌心不可向

着人，切记。手不可接近人的脸，手离对方的脸越近则侮辱性越强。

希腊人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在约定的时间内迟到1小时是很常见的。刚来希腊的人通常都准时赴

约，但要作好等待的思想准备。一些社会活动的开始通常都比规定的时间要晚至少一小时以上，

而且没有规定的结束时间。

希腊人生性热情好客，在一些特别时机会用美味丰盛的宴席来款待客人。希腊人在用餐时的时间

安排得非常充裕。一边用餐一边聊天是常见的用餐形式。

在希腊祝酒时常说“kalymata”，意思是“祝你健康”，在午餐和晚餐时常喝一些葡萄酒，在喝希

腊的特产茴香烈酒时如果你只是想品尝一下并不想喝的过多，可以小口的吸吮。如果觉得已经喝

了不少，不想多喝的时候，可以将玻璃杯里的酒保持在近满杯的状态，别人就不再给你添酒了。

与欧洲大陆的用餐习惯一样，希腊人在用餐时餐刀放在右手，叉子放在左手边。双手放在在桌面

上。

7、危险

在雅典，最常见的犯罪案例是出租车司机的欺骗行为。在机场，对于排队等待客人的出租车，游

客通常不会对他们产生怀疑。但也会有比正常价格多收二倍的情况发生。对于这种不诚实的出租

车司机，希腊警察会对他们进行查处和罚款。当你认为出租车司机提出的付费价格过高时，可要

求司机将车开到酒店在那里与他理论。如果司机拒绝你的要求，可以要求找警察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司机会放弃原来的要求。尽管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但也应提高警惕性和加强防

范意识。

8、其它

在雅典，有不少的观光服务处，内有饭店资讯、风景名胜的介绍手册等。游客可以在服务处查询

各 交通工具的时刻变化以及备博物馆的开馆时间等。也可以在旅游服务中心（EOT）（地址：从

宪法广场的希腊国立银行一楼至Amerikis街2号)索取地图，以及从雅典至爱琴海各岛的船班、爱琴

海备小岛的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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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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