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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穷游er忠告
★ 塞维利亚地处西班牙南部，夏天气候炎热，平均最高温度高达40
摄氏度以上，所以不建议7、8月出行。5、6和9月虽然没有7、8月
温度高，但温度也经常在30摄氏度以上，所以要做好防暑准备，
MM们也不要忘了涂防晒霜。

★ 每年四月，塞维利亚都有圣周和四月节的活动，由于是旅游旺
季，住宿比较难订，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预定。

★ 西班牙南部的本地人热情好客，但在景区附近也要小心有人假热
情，真骗钱。

★ 西班牙的吃饭时间和国内不同，安排行程的时候，请注意安排时
间。一般营业时间为：早上9:00 - 14:00，下午17:00 - 21:00。午
餐时间为：13:30 - 16:00，晚餐时间为：20:30 - 23:00。

★ 西班牙人比较懒散，周日除了超市(也有很多关门)和饭店，很多
地方都不上班，所以周日最好不要安排逛街。另外，西班牙的景点
很多是周一或周二休息。

★ 在塞维利亚旅行要注意财产安全，尤其是在老城区的很多小巷
子，旅行的人要收好自己的相机，现金也尽量不要多带。

★ 住宿方面，行李较多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尽管很多游客都住在离
景区很近的老城区，但是老城区都是用小石子铺的路，行李箱不太
好走，另外老城小巷很多，公共交通不能全面覆盖，所以尽量不要
住在老城区的中心，可以选择住在交通方便的老城区外围。

★ 虽说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第四大城市，但主要的景点都是老城
区，包括塞维利亚主教堂，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塞维利亚王宫
和圣十字区都是挨在一起的景点，而不在老城区的西班牙广场也只
需走路20分钟就能到达，所以基本上步行和11路就可以解决所有的
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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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生活
正如塞维利亚人自己说的，去巴塞罗那看的是高迪、毕加索、达利那
些疯狂的西班牙人，去马德里看的是戈雅、牟利罗、委拉斯凯兹那些
一本正经的西班牙人，而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你能看到真正的
西班牙人，他们的性格如同这边的天气——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热
情乐观。塞维利亚的下午时分，当你逛得又热又渴，你可以随便走进
一家bar吹着空调要杯水解解渴，而店家会热情地请你喝水、和你聊
天，要的回报也不过是你的一个微笑和一句Gracias(谢谢)。

语言帮助
塞维利亚作为西班牙在南部的重要城市，说的自然是西班牙语，塞
维利亚人的英语可没有其他欧洲城市的人好。如果想用英语问路，
最好找附近酒店或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问，有的年轻人也会听懂和
说一点英语，实在不行也不用害怕，热情的西班牙人一定会用画
图，body language尽量和你沟通，甚至有的好心人会直接把你送
到目的地哦！

★ 日常对话
Hola - 你好！                              Gracias - 谢谢！
Perdona - 抱歉！                        Adios - 再见！
Si - 是                                        No - 不
Cuanto es? - 多少钱？                 La cuanta - 账单

Baño - 厕所                                Ayudame - 请帮助我 ！

★ 文字标识
Metro - 地铁                               Servicios / Aseo - 厕所
Farmacia - 药店                          Taquilla - 售票处
Entrada - 入口                            Salida - 出口

                     

                   

★ 塞维利亚的橘子非常出名，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出产的橘子甘甜可口，
更是因为在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都种着橘子树，到了成熟季节，就能看
到街边的地上掉下已经成熟的橘子，绿树上也挂着金色的橘子，闭眼一
闻满街都是橘子的香味。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madrid/
http://guide.qyer.com/madrid/
http://guide.qyer.com/barcelona/
http://guide.qyer.com/barcelona/
http://guide.qyer.com/lisbon/
http://guide.qyer.com/lisbon/
http://guide.qyer.com/porto/
http://guide.qyer.com/p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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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成人8欧元；学生票3欧元；15岁以下并有成人陪伴的孩子免
费，残疾人及其陪伴人均免费。
电话：+34 902099692
www.catedraldesevilla.es 

★ Tips：参观主教堂时间建议
来塞维利亚一定要看看塞维利亚的主教堂，也因此，来参观的游客
很多，但由于教堂的开放时间比较短，早上11点才开放参观，这时
人会比较多，有可能会排队，所以建议错开11:00-13:00的时间段
去参观主教堂。

★ 塞维利亚王宫 El Real Alcázar de Sevilla 见地图标识 
塞维利亚王宫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家宫殿，在1987年是已经被选为世
界文化遗产。王宫修建于中世纪，最早是摩尔人的城堡，后来是伊
斯兰风格、基督教风格和哥特风格的融合，非常能够体现安达卢西
亚本地区的建筑风格。王宫的佩德罗一世宫、卡洛斯五世宫和少女
中庭都值得一看。除去建筑，王宫的花园也混合阿拉伯式和哥特式
这两种风格，很有看头。

地址：Patio de Banderas s/n
到达方式：在塞维利亚主教堂的南边，有轨电车T1到达Archivo de 
Indias后，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4月至9月 周一至周日：9:30-19:00；10月至次年3月 
周一至周日：9:30-17:00；1月1日、1月6日、12月25日关闭。
门票：成人8.50欧元，17岁至25岁学生票2欧元，16岁以下的儿童
及残疾人免费。
电话：+34 954502324
www.patronato-alcazarsevilla.es

★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见地图标识 
西班牙广场位于玛利亚路易莎公园的边缘，最初是为了1929年的伊
比利亚美洲展览由塞维利亚建筑师Aníbal González设计建造的，
是一个直径为200米由三座建筑物所形成的半圆形广场，在广场上
可以看到西班牙不同的建筑风格，包括哥特风格，摩尔风格以及银
匠风格。对塞维利亚考古或民俗感兴趣的游客还可以参观下由广场
上的建筑改建而成的考古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

地址：Plaza de España 
到达方式：34路与环线C1公交车到达Avda. María Luisa(Teatro 
Lope de Vega)或环线C2到达Avenida María Luisa(La Raza)
后，步行即到。

★ 圣十字区 Barrio de  Santa Cruz 见地图标识 

圣十字区紧邻塞维利亚王宫，是塞维利亚的老城区。这里也被叫做
旧犹太区，因为在十三世纪费尔南多三世国王攻下塞维利亚后，就
将犹太人聚集于此，而十五世纪中叶，犹太人被驱逐，这里大多为
富人所居住。现在圣十字区的小巷里，还能看到保留古色古香风格
的建筑，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餐厅、小店。圣十字区由很窄的小巷
和胡同组成，这是犹太人的智慧，他们为了躲避塞维利亚夏日的太
阳，建造了这样的小巷，就在这些曲里拐弯的小巷中形成了流动干
爽的风。在圣十字区里逛，自然要看看圣十字了，在Santa Teresa
街，也就是穆里略博物馆和加尔莫罗女修道院的所在地，能够看到
一个十七世纪的红色木质的十字架呢。

     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 230V 频率： 50Hz
想到西班牙，大家印象最深的三样应该就是斗牛，足球还有弗拉门
戈舞，而这热情的弗拉门戈就是在塞维利亚这样一个热情的城市中
发展出来的。作为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首府，塞维利亚不仅曾经是
《唐璜》，《卡门》的发生地，现在也是西班牙西南部第一大艺
术、文化、金融中心。 

来塞维利亚有三大享受——逛古城、 看歌舞和吃小吃。

“逛古城”自然说的是塞维利亚的古城区，这其中就包括来塞维利
亚不得不看的中世纪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塞维利亚主教堂。教堂
对面就是很好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风格和基督教风格的塞维利亚王
宫，王宫东南方向、古城外围的西班牙广场与王宫的一样，融合多
种风格形成了安达卢西亚地区特有的地区特色。另外，建于十五世
纪的塞维利亚大学也是个好去处，看着年轻朝气的学生们在古老建
筑中进进出出、上课下课，让人感受到这些古老建筑所散发出的另
外一种新生机。

“看歌舞”看的当然就是西班牙著名的弗拉门戈舞。弗拉门戈舞是
西班牙南部热烈灵魂的缩影，到了塞维利亚不看弗拉门戈舞等于没
来过塞维利亚。作为弗拉门戈舞的起源，塞维利亚的人都能踩上几
下，但要看精彩的表演，自然是要付钱去酒吧等演出场地啦。

“吃小吃”可以说是塞维利亚行中的重中之重，这里所谓的小吃，
就是西班牙特色“Tapas”。和其他欧美国家相比，西班牙人的食
物十分符合中国人的胃口。西班牙的“Tapas”和我们中国的下酒
菜差不多，而塞维利亚的“Tapas”在西班牙也算得上是非常有特
色的菜式，这里的“Tapas”既便宜量又大，来吃的人完全不用担
心自己荷包中钱不够多，而是要在面对各式各样的“Tapas”时，
担心自己的胃不够大。到了傍晚时分，你可以在河边吹着风，看着
夕阳下的当年风光无限的黄金塔，和朋友小酌几杯，分享着外带的 
“Tapas”。

景点
★ 塞维利亚主教堂  见地图标识 
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 de Sevilla
塞维利亚主教堂的所在地原来是一座塞维利亚的大清真寺，之后被
改建为天主教堂，在十五世纪的时候被重建为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
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齐名的世界三大教堂之一。教堂在重建时，
同时参照了哥特式与穆斯林风格，最终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个华丽
并且有安达卢西亚风格的教堂。推荐大家看看教堂的钟楼giralda,  
这座高达101米的钟楼是西班牙曾经几个世纪以来最著名的高层建
筑，于1987年入选了世界人类遗产。除了各种艺术珍品收藏在大教
堂中以外，哥伦布的灵柩自1898年从古巴运回西班牙后，就被埋葬
在教堂的哥伦布墓中。

地址：Avenida de la Constitución, s/n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 T1 到达Archivo de Indias后，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冬季周一至周六11:00-17:30(售票处17:00关门)，周日
14:30-18:30(售票处18:00关门)；夏季(七月和八月)周一至周六
9:30-16:30(售票处16:00关门)，周日14:30-18:30(售票处18:00
关门)。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http://www.catedraldesevilla.es
http://www.catedraldesevilla.es
http://www.patronato-alcazarsevilla.es
http://www.patronato-alcazarsevilla.es


P 4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地址：Barrio de  Santa Cruz
      到达方式：王宫的东北边，有轨电车T1到达Archivo de Ind-
ias后，步行即可到达。

★ 塞维利亚大学 Universidad de Sevilla 见地图标识 

塞维利亚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是西班牙排名第三的大学。而大学
的法学系、科学系还有文学系所在的建筑是1950年时由欧洲第一座
香烟厂改建而成的，那可是西班牙旧政权时期最豪华的工业建筑，
而《卡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香烟厂，这座建于十八世纪初工
业建筑，是西班牙最大最好的构架之一，是仅次于埃斯科利亚修道
院的西班牙第二大公共建筑，从结构上来说，前厅、院子的空气流
通是最大的特点，而从华丽的主立面上，我们能看到巴洛克风格的
影响。

地址：Calle San Fernando s/n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1到达Puerta de Jerez即是。
www.us.es

★ 黄金塔 Torre del Oro 见地图标识 

修建于十三世纪的黄金塔，曾作为军事瞭望塔，与银塔一起铸成了
塞维利亚城墙来控制着通往塞维利亚的水路保护王宫，而今天的黄
金塔，作为海军博物馆，继续为人们讲述着塞维利亚的故事。关于
黄金塔的命名，有一种传说，说是这里是曾经存放哥伦布抢来财宝
的地方，但历史证明这第一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当年这里除了
是个军事瞭望塔以外还是个监狱，但并不是存放黄金的地方。那
么，黄金塔为什么要叫黄金塔，还是大家自己去找答案吧！

地址：Paseo de Colón s/n
到达方式：公交40路、41路及环线C4 到Paseo Cristóbal Colón 
(Torre del Oro)，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 10:00-14:00；周六、周日及节假日
11:00-14:00。
门票：成人2欧元，学生票1欧元，周二免费。
电话：+34 954222419

★ 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见地图标识 
档案馆收藏有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非常丰富的档案四万三千余卷， 
其中包括塞万提斯的求职请求，哥伦布的日志和8000余份殖民地城
市的地图规划，等等。

地址：Av. de la Constitución, 3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1到达Archivo de Indias，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6月16日至9月16日 周一至周五8:00-14:30,9月16日
至次年6月16日 周一至周五 8:00-15:00。
门票：免费。
电话：+34 954500528
www.mcu.es/archivos/MC/AGI/index.html 

★ Tips：档案馆展览参观
档案馆经常会组织展览，基本都是免费参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
注官方网站，有英文的哦！

★ 塞维利亚斗牛广场 Plaza de toros de Sevilla 见地图标识 
拥有一万两千多个座位的塞维利亚的斗牛场被称为是西班牙最重
要，最传统的斗牛场，而且每年这里仍然举办斗牛活动。参观包括
斗牛场、画厅、斗牛博物馆等，全程有一位英文或西班牙语导游解
说，大约45分钟。每年四月到九月在这里都会不定期举办斗牛比
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站上查询信息和购票，票网址如下：
www.plazadetorosdelamaestranza.com

地址：Paseo Colón, S/N
到达方式：公交40路、41路及环线C4 到Paseo Cristóbal Colón 
(Plaza de Toros)，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5月至10月  9:30-20:00， 11月至4月 9:30-19:00，
复活节与12月25日关闭，若参观当天有斗牛比赛，请电话咨询具体
时间。
门票：成人6.50欧元，学生4欧元，6岁至11岁儿童 2.5欧元，票价
均包括英文或西班牙文导游费用。
电话：+34 954210315
www.realmaestranza.com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在塞维利亚的主要景点、机场和Santa Justa火车站都有游客中心，
可以索取地图及了解相关信息。

Turismo de la Provincia de Sevilla (塞维利亚主教堂附近)
地址：Plaza del Triunfo 1
电话：+34 954210005 

Turismo de Andalucía / Estación ADIF Santa Justa
地址：Santa Justa 火车站。
电话：+34 954782002

Turismo de Andalucía / Aeropuerto de Sevilla
地址：塞维利亚机场。
电话：+34 954449128

★ 电话

塞维利亚的电话卡在各个通讯店里都有售，主要的几家有
movistar，vodafone，orange。只有护照的游客可以买预售卡，
大部分都是10欧元左右，卡中有8欧或9欧的话费，打电话的收费根
据各个通讯公司有所不同。

★ 网络
在塞维利亚，有wifi的咖啡店和餐厅一般会将wifi的标示在店外显眼的
位置。另外，在图书馆或塞维利亚大学都是有无线网络的。没有电脑
的游客可以去Locutorio上网，上网的费用按分钟计算。塞维利亚的
Locutorio在大街小巷都可以找到，在那里可以上网，打国际电话，打
印复印，收发传真等。

http://www.realmaestranza.com
http://www.us.es
http://www.us.es
http://www.mcu.es/archivos/MC/AGI/index.html
http://www.mcu.es/archivos/MC/AGI/index.html
http://www.plazadetorosdelamaestranza.com
http://www.plazadetorosdelamaestranza.com
http://www.realmaestranza.com
http://www.realmaestranza.com


P 5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 货币帮助
          兑换
塞维利亚使用欧元，在Exchange的窗口都可以兑换外币，但
Exchange的汇率都很不合算，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先兑换好。

刷卡
西班牙很少商店接受银联卡，但Visa卡、万事达卡等在一般商店都可
以刷卡，非常方便，所以可以少带些现金，以防被偷。

取现
塞维利亚遍地都是银行，包括Santander，BBVA，
la Caixa等，都可以取现。银联卡可以在标志有
EURO6000的取款机上取现。

★ Tips: 取现提醒
在西班牙取款要注意，先出卡，然后出钞票。

★ 邮局 
在塞维利亚，邮票是在香烟店(Tabaquería)
里买的，买时要跟店员说清楚寄哪里，因为
价格是不一样的，从塞维利亚寄往西班牙国
内的邮票是0.36欧元，寄往欧洲其他国家的
是0.70欧元，寄往中国等欧洲以外国家的都
是0.85欧元。写好明信片，黏上邮票就可以把它们一起投进大街小巷
都有的黄色邮筒里啦。邮筒上有 CORREO的标示。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塞维利亚阳光明媚，春秋天天气晴朗十分适合旅行，但夏季天气十
分炎热，6、7、8月最高气温经常高达40度，这时候去的游客要注
意防暑降温。4月是塞维利亚的最佳旅游时间，因为4月正值四月节
和圣周游行，有非常多有地方特色的有趣活动，但4月的塞维利亚常
有阵雨，雨衣雨伞一定要记得携带。

★ 节日
三王节 Reyes Magos 1月6日
传说中，每年的1月6日是东方三王向圣婴献礼的日子。在这天，父
母要给未成年的子女赠送礼物。在塞维利亚，这一天会举行花车游
行，花车开来时，会向周围的人们撒糖，这时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疯
狂的抢糖。

狂欢节 Carnaval 2月
每年的2月安达卢西亚都会举办狂欢节。一般狂欢节会从礼拜天开
始，持续8天，到下周的礼拜天结束。狂欢节的时候，每天都会举办
不同的活动，各个社区和学校都会积极参加。

圣周(复活节) Semana Santa 
3月31日-4月6日(2013年)
塞维利亚的圣周庆祝活动是西班牙著名的圣周活动。它的形式经历
着几百年的演化，表达着人们对宗教的崇拜。圣周持续7天，每天都
有由不同社区、不同组织推出自己做的圣像，并进行圣像游行。

四月节 Feria de Abril 
4月16日 - 4月21日(2013年)
四月节日期每年不同，但总是举行在4月，是塞维利亚人民迎接春天
的节日。原来只是一个公平交易家畜的集市，后来逐渐演变成一场
举行各种娱乐庆祝活动的狂欢，斗牛季节也从此开始。在这一段时
间里，白色的大街处处装点着灯笼、彩旗，全城迎来各国游客狂欢
庆祝，热闹非凡。最有看点的是四月节期间，很多塞维利亚人都会
穿着传统服装上街狂欢，在街上扎着各种装扮好的帐篷，部分对外开
放，游客们和西班牙女郎跳累了弗拉门戈，可以找个帐篷喝一杯。

五月十字架节 Las Cruces de Mayo 5月  
五月十字架节和其他的西班牙的宗教节日一样，都来自宗教故事。
根据故事，每年这个节日塞维利亚人就用彩纸和鲜花来装饰十字
架，同时举行庆祝和表演活动。

圣米盖尔节 Feria de San Miguel 9月最后一个周末
圣米盖尔节是对应塞维利亚著名的四月节，节日期间会有赛马、马
术盛装舞步、斗牛等活动。

城际交通
★ 机场
✈ 塞维利亚机场  Aeropuerto de Sevilla-San Pablo，SVQ
塞维利亚机场位于塞维利亚市中心东南10公里处，主要负责西班牙
内部航线如与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的飞行。

机场巴士：航站楼与市区之间有机场巴士连接，6:15至23:00,每30
分钟一趟，行车时间大约是20至30分钟，车票价格为单次2.40欧
元，来回4.20欧元。

出租车：航站楼出口有出租车停靠点，此处可以搭车，行车时间大
约为15分钟，价格根据时间路线不同，大约为15欧至22欧。

租车：航站楼的第一层有各个租车公司提供租车服务。租车公司：

AurigaCrown(+34 954516808) www.aurigacrown.com 
Avis (+34 954449122) www.avis.es/default.aspx 
Europcar (+34 954254298) www.europcar.com 
Hertz (+34 954514720) www.hertz.com 
National Atesa(+34 954514735)
www.atesa.es/webcorporativa

★ Tips: 机场租车建议
租车时需要提供驾驶证和护照，一般情况下，汽车租赁公司承认中
国驾照的公证件。租车公司会根据车型等情况，对司机的驾龄和年
龄有所限制，所以大家最好先在网上了解清楚各个公司的不同规
定。另外，大多数租车公司需要网上预订，比如National Atesa  需
要至少提前120分钟提前预订。

★ 火车站 见地图标识 
塞维利亚火车站 Estación central de tren de Santa Justa与包
括瓦伦西亚、科尔多瓦、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各地有高铁AVE相
连。从塞维利亚到马德里只需2个半小时即可到达，二等车厢的票价
为83.90欧元，在官方网站上提前订票有时可以买到5折左右的火车
票(www.renfe.com )，另外青年卡买票可以有优惠折扣。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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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6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塞维利亚火车站位于Avda. Kansas City街，火车站门口可达
        成环线C1、C2和32路等公交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04:30-01:00；
               周日和节假日：05:30-01:00。
购票时间：06:00-22:00 

★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标识 
塞维利亚长途汽车买票可以在各个公司的官方网站上买好，也可以
在汽车站当场买，价格基本一样，有的公司青年卡可以打折。塞维
利亚有2个长途汽车站：武器广场汽车站和普拉多·圣·巴斯蒂安火
车站。

武器广场长途汽车站  Estación de Plaza de Armas
地址：Avda. Cristo de la Expiración s/n
公交：6号公交车、A2、 B5、和环线C3、C4。
主要目的地：马德里、葡萄牙南部、里斯本、巴塞罗那、阿尔坎
特、西班牙北部地区以及Alsa公司到马拉加的班车，及国际线路。
www.autobusesplazadearmas.es

普拉多·圣·巴斯蒂安短途汽车站 Estación del Prado de San 
Sebastián
地址：Prado de San Sebastián s/n
公交：有轨电车 T1， 环线C1、C2。
主要目的地: 塞维利亚本地区的线路、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加的
斯、马拉加、隆达等比较近的线路。

★ Tips: 大巴OR火车？
在西班牙各个城市之间旅行，大巴和火车是大家选择最多的交通工
具。一般西班牙的火车分为普通列车和AVE(高速火车)，普通列车的
速度较慢与大巴相同，但价格便宜，提前预定会有折扣。AVE速度
比大巴快接近三分之一，但是价格基本是两倍甚至更高。根据各位
旅行者的旅途时间安排和预算来选择适合你的交通工具吧。

市内交通 
★ 地铁

塞维利亚的陆上交通基本不会堵车，而地铁站不多，价格相对公交
车来说又比较昂贵，所以显得十分鸡肋，不推荐大家乘坐。塞维利
亚的地铁分为0区、1区和2区。

单程票：本区内为1.35欧元，跨1区为1.60欧元，跨2区为1.80欧元。

来回票：本区内为2.70欧元，跨1区为3.20欧元，跨2区为3.60欧元。

一天票为4.50欧元。

多次卡分为地铁票和可换乘票(即可换乘其他室内公共交通), 两者价
格相同：本区内一次为0.82欧元，跨1区一次为1.17欧元，跨2区一
次为1.37欧元。

★ 公交车
塞维利亚的公交线路不多，主要是C1、C2、C3、C4四路环线绕着
塞维利亚的城市环线行驶。塞维利亚的道路不宽，有很多单行道，所

以乘坐公交车要注意往返线路有可能不同，否则非常容易坐错车。而
且观光景点多在不通公交的老城区，建议步行游览。
一次票为1.4欧元。

多次卡、一天卡、三天卡可以在Prado San Sebastián 和 Plaza 
Ponce de León等地办理押金为1.5欧元。

多次卡一次为0.66欧元，若中途转车为0.72欧元。

1天卡为5欧元，3天卡为10欧元。

★ TAXI
塞维利亚的出租车周一至周五7:00-21:00起步价为3.43欧元，每公
里0.87欧元，节假日和晚间21:00-7:00起步价为4.29欧元，每公里
1.07欧元，另外若有行李会加收行李费，从机场、火车站打车也会
加收费用。

活动 
★ 弗拉门戈舞 Flamenco
在弗拉门戈舞的故乡，来塞维利亚当然是要看弗拉门戈舞表演的。
在塞维利亚，有很多酒吧在晚上都有弗拉门戈舞的演出，这些时间
都比较短，价格都比较平价，每人10欧元左右。当然也有非常专业
的演出，但价格就有些昂贵了，比如安达卢西宫El Pa lac io 
Andaluz作为塞维利亚官方推荐，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和酒水就要38
欧元。

La Calarboneria 见地图标识 
一家弗拉门戈舞的表演的酒吧，进场免费，酒水也不算贵，每天晚
上10点到凌晨2点一共2场表演。位置在小巷子中，比较难找。
地址：C/ Levies 18

Casa de la Memoria de Al-Andalus 见地图标识 
位于圣十字区，原来是一栋豪宅的中庭，这栋豪宅大约建在十六世
纪，是犹太人的宅子，现在为Andalusia安达卢西亚文化中心。弗拉
门戈舞表演是一个人15欧元，学生票13欧元，表演晚上9点开始，
有时晚上7点半或10点半也会安排表演。
地址：Calle Ximenez de Enciso, 28

Tablao el arenal 见地图标识 
是纽约时报推荐的弗拉门戈舞表演，每晚8点和10点各一场，每场
为一个半小时。最便宜的价格是37欧元，包括酒水，另外表演加
Tapas的价格是 60欧元，表演加晚餐的价格是72欧元。
地址：Calle Rodo, 7

★ 斗牛 Toros
每年4月至9月在塞维利亚斗牛广场会举办斗牛比赛，尤其是4月
份，比赛分布比较密集。对斗牛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在斗牛广场的网
站上查询具体的比赛场次和斗牛士的情况也可以在网站上购票。
www.plazadetorosdelamaestranza.com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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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餐饮 
来塞维利亚，吃Tapas是重中之重。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很多专

家都认为，Tapas最早就源于安达卢西亚，而作为安达卢西亚首府

的塞维利亚，她的tapas又以种类多样，味美价廉而著称西班牙，其

种类包括凉菜、热菜、海鲜、夹肉面包(bocad i l l o )，传统

的“Tapas”中，推荐的最主要就是火腿，土豆饼和油炸虾子，另
外还有一种塞维利亚特色的油炸小酸鱼。老城区的Tapas小店很多

都是特色老店，价格也不贵，推荐大家尝一尝。

★ 当地特色

Cervecería La Sureña 见地图标识 

La Sureña在武器广场(Plaza de armas)旁边有一家，老城区 

Paseto de las delicias也有一家。这是西班牙南部的特色Tapas，

周四买一盘送一盘，另外这里的啤酒相对其他店里的便宜，所以可

以开怀畅饮。推荐伊比利亚火腿(Paletilla de jamon iberica)和白

虾 (Gamba blanca)。

地址：Plaza de armas (店1)；Paseto de las delicias(店2)。

更多餐厅信息请戳：lasurena.com

Cervecería  100 montaditos 见地图标识 

这家店在王宫、主教堂附近有一家，地址为Avd a . d e l a 

constitucion,9，在武器广场旁边也有一家，地址为Plaza de la 

legion S/N，是西班牙另一种特色Tapas，这家店是用小面包夹不同

馅料，一共有100种，总有一款适合你！周三和周日这两天打折，所

有的Tapas都是1欧元，沙拉半价。推荐69号金枪鱼土豆饼，另外80

号中的 ali-oli 是西班牙特有的美乃滋酱，大家可以尝一尝。
地址：Avda. de la constitucion ,9 (店1)； 

Plaza de la legion S/N (店2)

更多餐厅信息请戳：www.100montaditos.com

Taberna Coloniales 见地图标识  
这家可是塞维利亚的老店了，建议大家错开饭点去，不然会排很久
的队。如果你不幸需要排队，那么请排下去吧！因为这家店价格不
高 味道很地道，值得你等待。在塞维利亚有两家店，分别位于Plaza 
Cristo de Burgo 17和 Fernández y  Gonzales, 36 y 38。 
地址：Plaza Cristo de Burgo17(店1)；
Fernández y  Gonzales, 36y38(店2)。

★ Tips：美食推荐
小份/大份 - Tapas/ración     
土豆饼 - Tortilla                  
香肠 - Salami                                                                     
烤章鱼 - Pulpo asado           
炸鳕鱼 - Bacalao frito            
海鲜饭 - Paella                      
鱿鱼圈配蒜味沙拉 - Aros de calamar con alioli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 中餐

WOK Restaurante Ciudad de Pekín Wok 见地图标识 
WOK是锅的意思，是西班牙中餐自助的统称，想在塞维利亚换换中
国口味的朋友可以去尝尝。自助餐的价格每家不同，基本是10欧至
15欧不包括酒水。

Restaurante Ciudad de Pekín Wok
地址：Calle Arjona, 15 
电话：+34-954218478

伊比利亚火腿 - Jamón Ibérico
腊肠 - Chorizo
小酸鱼 - Boquerones en vinagre 
牛腩 - solomillo
西红柿煮肉 - Carne con tomate
西班牙特色果酒 - Sangría

住宿 
塞维利亚的住宿比较多的集中在旧犹太区，但考虑到交通方便和价
格便宜，比较推荐大家住在老城区外围，塞维利亚本身参观景点比
较集中，住在老城区外围，步行也可以到达。

★ 星级酒店
作为西班牙的旅游热门城市，塞维利亚的星级酒店很多，价格在几
十至几百欧元一晚不等。主要分布在老城区，适合游客游玩。

★ 特色酒店
Parador是西班牙的国营酒店集团，它旗下的93家酒店都是有古
堡、修道院等改建而成的，房间大多数以古典的装修风格为主，窗
户和地板都尽量沿用之前的，但房间的配置都很现代，不用担心老
化的问题。酒店的价格大约是100至200欧一晚。由于古堡一般都
不建在城市当中，塞维利亚城市中并没有parador酒店，但塞维利
亚附近的卡莫纳有一家14世纪摩尔堡垒改建的parador酒店。
(www.parador.es/es)

★ 青旅
塞维利亚的青旅很多，环境也不错，价格大约是10欧元到30欧元
不等。作者推荐

购物 
塞维利亚曾被摩尔人统治，在穿衣、建筑等方面收到了很深的阿拉
伯风格的影响，对民族风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在塞维利亚好好淘一淘
西班牙的传统服饰和阿拉伯风格的陶瓷。

★ 百货公司

Nervion 见地图标识 
大型的购物中心，有zara, H&M等品牌，靠近SANTA JUSTA火
车站。

El corte ingles 见地图标识 
西班牙著名的百货公司，东西种类丰富，样子也好看，当然价钱也
很好看。

★ 超市、大卖场
Mercadona：连锁超市，物美价廉，超市的半成品和熟食味道都不错。

DIA：连锁超市，食品价格便宜。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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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arador.es/es
http://www.parador.es/es


P 8 放慢你的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 小店
        蛇街 Calle sierpes
位于老城区，街上不仅有一些街头艺人在表演，也有很多小店卖各式
各样的纪念品，其中不仅有弗拉门戈舞中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吉他和传
统西班牙服饰，也有安达卢西亚特有的有阿拉伯风格的陶瓷，还有西
班牙特有的刺绣、西班牙女人传情用的扇子。扇子在西班牙女人的手
中有专门的扇语，比如说若是女生打开扇子遮住脸的下半部，就是在
询问对方“你喜欢我吗”；若是已婚的妇女就会用打开扇子快速扇动
来表明“我已经有意中人，你不要打我主意”；当然还有很多专门的
扇语，就等着各位在蛇街上和塞维利亚人讨教一二吧！

安全
紧急电话：112
救护车：061
消防：080

★ 治安
塞维利亚相对马德里或巴塞罗那大城市来说比较安全，但在公共交
通上，老城区的小巷子中仍然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尤其是拿苹
果手机和单反的朋友，若是单身旅行，注意不要露财。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在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有绿色十字标志的药店(Farmacia),  
而且在每个区有能找的就近的24小时营业的药店。另外遇到任何紧急
情况都可以拨打112，救护车紧急电话为061。

Hospital Viamed Santa Ángela 
地址：Avda. de Jerez, 59 
电话：34+ 954 032 000

Hospital Infanta Luisa
地址：C/ San Jacinto, 87
电话：34+954330100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特别感谢：欧洲漫步  honor_chao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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