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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AIRPORT

作者： 橙色诱惑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2月5日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电话区号：0031-20

急救电话、匪警、火警：112

插座：

电压：230 V 频率：50Hz

阿姆斯特丹警察局电话：+31-0900-8844

货币汇率：1欧元=8.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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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场设施完善，高效便捷，连续多年被评为“欧洲最佳机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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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附近

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机场之一。

P7 …… 安全
2012年，史基浦机场运送乘客约达5100万人次，与世界上百余个

穷游er忠告

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公司合作提供定期客货航班，班机飞往300多个目

★ “SEE BUY FLY”(看、买、飞)是机场随处可见的广告。史基浦

娱乐、购物、餐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空港城市”。机场设施非常

机场是拥有100多个店铺，出售超过14万种商品的购物机场。庞大的

齐全，大至机场酒店，小到餐厅酒吧，应有尽有。机场内100多个商

购物中心出售各类商品，入关后，更是店铺林立。

店及其超长的营业时间，也成为了众多荷兰本土人民购物的首选。出

的地。史基浦机场不仅是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座集聚休闲、

入机场的交通也非常方便，便捷的公共汽车和铁路，将旅客送往荷兰
★ 为了使转机时间短的旅客能够欣赏到荷兰艺术珍品，荷兰国立博

甚至欧洲各地。

物馆(Rijksmuseum Amsterdam)特别在史基浦机场设立博物馆分

www.schiphol.nl

馆，展出各类荷兰国家级珍宝，旅客只需出示登机牌即可入内。
★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是世界上罕见的带博彩娱乐场所的机场，
旅客可以在候机的同时试试自己的运气。

转机与签证
经荷兰转机飞往非申根国家的旅客，不出关是不需要签证的。荷兰属
于申根国，对持有中国护照的旅客，不设有申根过境签证(B类)或荷

★ 史基浦机场为旅客提供2次30分钟的免费无线网络，方便旅客查

兰落地签证。一切持有中国护照的旅客必须申请短期申根签证(C

询信息。如果没带笔记本也没关系，候机楼有很多固定地点可以联

类)，方可进入荷兰。

机上网。
★ 史基浦机场图书馆是全球首家位于机场内的图书馆，图书馆配有
荷兰首批iPad设备，你可以在这儿体会阅读的乐趣。
★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机场公园也是世界上第一座机场公园，
公园运用乐现代技术和各种装置，营造了十分舒适的环境，给来到
机场的旅客更多美好的体验。
★ 史基浦机场的安检在各个登机口内部，并非在边境检查之后进
行，因此旅客可以携带液体饮料进入候机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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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区交通

出租车 Taxi
出租车一般停在机场大厅门外，抵达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需要大约

★ 交通方式

20-45分钟时间。高峰时间会有堵车现象。出租车费用比较高，大

火车 作者推荐

约为30-50欧元。出租车打表收费，夜间乘车或携带大件行李需要

荷兰火车直通史基浦机场地下。搭乘火车前往或离开史基浦机场是

另加费用。机场的左手侧有史基浦机场商务出租车(Schiphol

性价比最高的交通方式。火车是最快、最频繁、最便宜的交通工

Business Taxi)搭乘点。出租车分为单独租用和拼车租用两种。拼

具。每不到10分钟，便有火车从机场前往阿姆斯特丹中心火车站

车租用最多可搭乘8名乘客。

(Amsterdam Centraal)。旅客仅需要3.9欧元(二等车厢，2013年
全价票价格)，15-20分钟便可以抵达。

推荐选择机场出租服务，相对直接叫车价格偏低。如果有急事，可
以在机场柜台询问Schiphol Travel Taxi(史基浦旅游出租车)。

机场地下就是史基浦机场火车站(Schiphol)，车票可以在黄色售票

电话：+31-(0)624-444428

机上购买，也可以在售票处询问购买(售票处购买需另付0.5欧元手
续费)。机场有直达荷兰北、中、南等多座城市的火车，还有前往德
国、比利时、法国等地的高速火车。

★ 夜间交通
轨道交通

荷兰境内所有列车时刻表和邻国主要列车时刻表都可以在荷兰铁路

荷兰铁路为夜间抵达的旅客增开夜间火车。旅客可以前往阿姆斯特

柜台、机场大厅(Schiphol Plaza)、荷兰国家铁路官方网站

丹中央火车站、海牙、莱顿、乌特勒支、代尔夫特和鹿特丹。特别

www.ns.nl、荷兰交通查询网站www.9292ov.nl上查询。

注意，夜间火车车次减少，大约每小时一班。

前往海牙中心火车站(Den Haag Centraal)、鹿特丹中心火车站

公共汽车

(Rotterdam Centraal)的火车车次也很频繁，大约每10-15分钟一

公共汽车站在机场大楼外。有若干夜班车线路运营。线路和时间表

趟。抵达海牙需7.8欧元，抵达鹿特丹需11.2欧元。售票处位于机场

可以通过在史基浦广场(Schiphol Plaza)的巴士咨询柜台问询，或登

一楼抵达大厅史基浦广场(Schiphol Plaza)。

录www.9292ov.nl自行查询。建议直接在巴士上购买车票(价格约为
4欧元)。

机场大巴 KLM Airport Shuttle Bus
史基浦机场并未设有机场巴士。机场大楼前有开往机场附近酒店的

出租车 Taxi

巴士专线车。车身上一般写着酒店的名称。价格根据不同酒店而

夜间搭乘出租车费用比较高，大约为50欧元。出租车打表收费，夜

定。机场附近酒店班车服务一般从早上6点到晚上23:45。多数酒店

间乘车或携带大件行李需要另加费用。

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少数酒店需要收取费用，比如Courtyard by
Marriott 酒店大巴费用为每人每次5欧元。

到机场交通

Connexxion巴士公司每日早6点至晚21点运营。每10分钟便有一辆

荷兰相邻国家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有直达阿姆斯特丹机场的火

巴士停在A7站台前往阿姆斯特丹市内酒店。车票可以在史基浦广场

车。身处荷兰，火车是前往机场最便捷的方式。车票可以在黄色售

(Schiphol Plaza)的巴士咨询柜台和荷兰旅游咨询中心(VVV)购买。

票机上购买，也可以在售票处询问购买(售票处购买需另付0.5欧元

电话：+ 31 (0) 38 339 47 41

手续费)。

传真：+ 31 (0) 38 339 48 91
电邮：ahs@connexxion.nl

荷兰境内所有列车时刻表和邻国主要列车时刻表都可以在荷兰铁路
柜台、荷兰国家铁路官方网站www.ns.nl上查询、荷兰交通查询网站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在机场大楼外。每天都有众多巴士在阿姆斯特丹及史基
浦机场之间运营。旅客可以搭乘197、370、97、358路汽车前往
阿姆斯特丹。全程1小时。大部分巴士班次非常频繁，从清晨持续到
深夜。线路和时间表可以通过在史基浦广场(Schiphol Plaza)的巴士
咨询柜台问询，或登录www.9292ov.nl自行查询。
对于在荷兰短期停留的旅客，建议直接在巴士上购买车票(价格约为
4欧元)。或者购买一张OV公共交通卡，进行充值使用(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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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内部

实用信息-出发

史基浦机场分为史基浦广场(Schiphol Plaza)、抵达大厅(Arrival

★ 问询中心

Hall)和出发大厅(Departure Hall)三个区域组成。

出发大厅仅设有票务资讯柜台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服务中心。

史基浦广场(Schiphol Plaza)是旅客必经之地，不论是从机场出发还
是到达，不论是搭乘铁路还是陆路交通工具，都会来到这个室内广

★ 网络

场。广场店铺繁多，商品琳琅满目。咖啡厅、小吃店、超市、快

在史基浦机场所有区域均有无线网络覆盖。机场为每位旅客提供2次30

餐、花店应有尽有。2012年机场更增加了全球首台欢迎标语制作

分钟的免费无线网络。另外，候机楼有很多固定地点可以联机上网，还

机。为迎接亲友的朋友随时制作专属欢迎标语。广场室外是公共汽

有KPN网络服务中心。

车、酒店巴士、出租车中转站。
抵达大厅(Arrival Hall)分为三个区域。抵达区1(Arrival 1)为申根区
域航班到港区，这里并未设立边境检查柜台。旅客下飞机后直接去
行李出关。抵达区2(Arrival 2)为欧洲境内非申根区域航班到港区。

★ 充电
史基浦机场的所有区域均可找到电源插座。候机大厅内更设有充电
用柜台，方便旅客办公。

抵达区3(Arrival 3)为国际到港区域。中国直飞荷兰的航班一般都是
从这个抵达大厅进关。所有区域均设有转机柜台，旅客可以快速办
理转机手续。
出港大厅(Departure Hall)分为三个区域。与抵达大厅(Arrival

★ 邮局
史基浦广场和机场候机大厅均设有邮筒，旅客可以在报亭、礼品片
购买明信片和邮票。

Hall)相对应。禁区外有各大航空公司的票务柜台。旅客可在自助柜
台或Check In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另外，各大航公公司、旅行社在
此处也设有柜台。乘客在通过边境检查后进入候机大厅。候机大厅
到登机口平均步行时间10-15分钟。

实用信息-到达
★ 问询中心
史基浦机场旅游咨询中心(VVV)
地址：抵达2号大厅。
电话：+31-020-2018800
办公时间：周一-周日7:00-22:00。
www.iamsterdam.com

★ 登机
转机：从史基浦机场转机前往其他申根国家，旅客须在机场1、2号
候机大厅间的海关办理护照检查，从1号候机大厅登机。
自助值机：在史基浦机场，旅客可使用自助值机设备，自行通过机
器办理登机手续。在1、2、3号出发大厅均可使用自助值机服务，
自助值机台被安置在各航空公司值机柜台附近。荷航值机柜台设在2
号出发大厅。另外，荷航柜台区已经开设了自助行李托运设备。
为引导旅客高效经转史基浦航站楼，机场在到达大厅多处设有自助
转机服务台和自助过境服务台。错过连接航班的转机旅客可以在大
厅的自助转机台打印另外一个航班的登机牌。自助过境服务台使旅
客可以自行扫描护照快速过境。

★ 货币帮助
荷兰著名银行ABN AMRO在史基浦机场的各个大区域都均设有柜
台、货币兑换点和ATM机。GWK(兑换机构)在史基浦机场也设有货
币兑换柜台。

★ 购买电话卡
史基浦广场(Schiphol Plaza)设有流动柜台，出售电话卡。荷兰有2
家华人比较认可的电话公司：Lyca Mobile 和 Lebara Mobile。这
两家电话公司的电话卡给荷兰和中国打电话资费非常低廉，价格为
0.09欧元每分钟。充值卡可以在荷兰各大超市柜台、加油站、小卖
部等购买，面值从10欧元起。

★ 特殊人群服务
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患病的旅客，可以随时联系机场工作人员，
获得特别协助服务。史基浦广场、机场出发大厅设有服务柜台。
免费轮椅
P1和P2停车库及史基浦广场均提供史基浦黄色轮椅供使用。轮椅需
2欧元硬币解锁，将在返回时退还。
有听力障碍的旅客
线圈感应助听系统遍布整个机场，为有听力障碍的旅客提供方便。可
以在问询处、转机台和中央休息厅的座席区找到线圈感应助听系统，
助听器调节到 T 档即可使用该系统。
NS火车站的残疾人士协助
史基浦NS车站配有升降梯，在机场和火车站台之间。如果在抵达和
离开车站时需要协助，可以提前拨打电话。
电话：+ 31(0)30 235 7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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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婴儿室和儿童森林

★ 观景

荷兰大道的婴儿室为带孩子的旅客提供一处隐私区域，供旅客

全景平台

为婴儿更换尿布，为婴儿洗澡、喂奶，或让婴儿安静地睡一会儿。在

荷兰大道的全景平台可以体验机场壮观的景色，你也可以在这里边喝

婴儿睡觉时，你也可以坐在舒服的椅子上休息一下。婴儿室从早上6

饮料，边欣赏飞机着陆、滑行和起飞。

点到晚上10点开放。儿童森林为儿童提供一个尽情玩耍的好地方，这
个森林般的玩耍场地设有栩栩如生的树屋、滑梯以及大量攀爬和玩耍

机场公园

设施。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机场公园是世界上第一座机场公园。机场

地点：荷兰大道(E登机指廊和F登机指廊之间)。

公园环境怡人，旅客可以在这里享受宁静与如茵绿草，并配备快餐
店以及便利售货亭。旅客还能走到室外享受露台阳光。置身公园的
感觉来自于混合虚拟现实技术：世界各地著名公园的图像被投射在

★ 中文服务

墙上，而蝴蝶的投影、虫鸣鸟语、自行车铃声和嬉戏的儿童让旅客

2012年1月，史基浦机场正式推出了中文版“史基浦App”，通过

产生身临公园的感觉。旅客可以坐在树下设计师设计出的带软垫的

将机场的指示牌翻译成中文而为中国旅客导航。这一应用程序适用

常青藤椅子上休息，或在某个木质野餐长椅上享用一杯饮料或一份

于苹果(iPhone)和安卓(Android)的手机系统。该应用程序用中文向

小吃。一颗拥有130年树龄的大树是这座公园的指示牌，旅客可以

乘客提供有关商品供应、航班、公交、行李、医疗服务以及休息室

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分布等信息，并且还通过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将机场指示牌“翻
译”成中文。史基浦APP应用可在应用商店免费下载，在机场中使

这座公园有各种各样益于环境的装置。旅客可以通过蹬自行车为自己

用史基浦机场免费 Wifi 网络亦可下载。

的手机充电，这里的多辆固定式自行车可用来发电。这座公园尽可能
使用LED灯具，日光通过灯管和光纤线缆照入公园。在公园咖啡屋中

体验

还可享用价格公道的咖啡、鲜果汁、有机面包做成的汉堡以及其他众

在荷兰大道的第2和第3候机厅中间，可以欣赏荷兰文化艺术、书籍

电脑和其他需要充电的电子设备充电。

以及典型的荷兰美食。这里还有舒适的休息室，休息室中设有壁

地点：D航站楼1号休息厅。

多美味小吃。公园周围的墙上有电源插座，旅客可以为自己的笔记本

炉，用于休闲的电视，甚至有一台钢琴。这里还设有婴儿室和儿童
森林，非常适合儿童尽情玩耍嬉戏。
★ 文化艺术
国立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分馆
在普通机场是不可能找到荷兰黄金时代杰作的真品，但是史基浦是世
界上唯一一家拥有博物馆的机场，你可以免费参观国立博物馆阿姆斯
特丹史基浦分馆，这里有独一无二的惊人的艺术藏品。在博物馆一楼
商店可以找到一系列荷兰著名艺术大师作品的相关产品，从经典名作
复制品到Droog Design的现代礼品应有尽有。
地点：荷兰大道。
机场图书馆
史基浦机场图书馆是全球首家位于机场内的图书馆。图书馆配有荷兰
首批iPad设备，这些丰富的电子设备创造出了一片精彩的空间。旅客
们可以在此读书、听音乐，了解荷兰文化和文学。旅客还可以下载电
子书或电影，让接下来的旅程充满乐趣。
地点：荷兰大道。

餐饮
★ 史基浦广场和抵达大厅
Burger King(汉堡王)：美式快餐，套餐价格约6-8欧元。
Delifrance：法式面包三明治店，套餐价格约4-6欧元。
HEMA Food：荷兰快餐，热狗套餐约4-5欧元。
La Place Express：荷兰健康自选式快餐，人均约10欧元。
另外还有多家咖啡店和荷兰传统餐厅。咖啡价格约5欧元一杯，餐厅
人均花费约20-30欧元。
★ Tips：荷兰厨房与荷兰酒吧
位于荷兰大道的荷兰厨房为旅客提供典型的荷兰小吃
如“Poffertjes(迷你煎饼)”和“Kroketten(荷兰炸肉卷)”等，以及
美味可口的三明治、冰沙和有机果汁饮品。在荷兰酒吧内，你还可以
品一杯浓郁清香的咖啡或者品尝荷兰的啤酒、酒精饮料和无酒精饮
料，还可以品尝波士(Bols)琴酒。
★ 出发大厅

★ 休闲娱乐
荷兰博彩娱乐场所
这里有100多台老虎机和5台赌桌(轮盘赌和二十一点纸牌)，现在仍
是史基浦机场区别于全球其它机场的一大特色。年满18岁及以上可
免费进入博彩娱乐场所。
地点：荷兰大道。
XpresSpa和按摩椅

Dutch Kitchen：荷兰快餐，人均消费8-10欧元。
McDonald's(麦当劳)：美式快餐，套餐价格约6-8欧元；
Mediterranean Sandwich Bar：地中海风味快餐，包括咖啡、
披萨、意大利面、沙拉，人均消费10-15欧元。
Pizza Pasta Panini：比萨、意大利面、意式三明治，人均消费
10欧元。
另外还有多家咖啡店和荷兰传统餐厅。咖啡价格约5欧元一杯，餐厅
人均花费约20-30欧元。

旅客可以躺在Back to Life的按摩椅上享受一会儿轻松的按摩，或在
XpresSpa享受SPA。这里还有足疗、美甲、美容或轻松的水疗按
摩。XpresSpa会确保你不会错过自己的航班，并且这里无需预订。
这里还销售家居和身体护理产品和礼物。
地点：2号候机厅，一楼和D登机指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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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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退税

★ 机场附近住宿

史基浦机场离境退税

史基浦机场周围有24家酒店。其中有一家位于机场内的酒店Yotel

荷兰退税政策：50欧元以上退税，VAT税率19%。

Schiphol Airport。每晚价格在100欧元左右。机场附近有2家3星

非欧盟国家的旅客一天内在一家商店消费50欧元以上即可有权获得

酒店，分别为：Park Inn by Radisson Amsterdam Airport

退税。退税的税率依不同退税公司和消费金额从14%至19%不等。

Schiphol和Mercure Schiphol Terminal。

退税的方式包括：即刻现金退税、直接退税到指定信用卡或银行账户
或将银行支票寄送至指定地址。

另外有5家4星酒店，分别为：Hilton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CitizenM Amsterdam Airport、Sheraton

如何办理退税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Steigenberger Airport Hotel

海关盖章

退税款(现金)

2000欧元

2号候机大厅

位于2号候机大厅的ABN

以上商品

D10登机口对面

AMRO银行

2000欧元

2号出发大厅和3

AMRO银行

以下商品

号出发大厅之间

或3号候机大厅海关边防后

Amsterdam、Radisson BLU Hotel Amsterdam Airport，每晚
价格约为200-300欧元。

位于2号候机大厅的ABN

★ 睡机场
史基浦机场为24小时开放机场。在史基浦广场、抵达大厅、出发大
厅均有座椅，方便旅客过夜。

Global Blue柜台

购物

开放时间

6:00-22:00

8:00-19:30

史基浦世界大道(Schiphol World Avenue)(需要登机牌)和史基浦广

在办理退税手续时请记得出示您的机票、护照、购买的商品、收据以

场(Schiphol Plaza)有各种商铺，从设计师品牌香水到服饰、玩具、

及退税支票。

电子设备、书籍和杂志，应有尽有。并且这里总是有特价(通常都承
诺最低价)。在中国游客出游高峰期间，史基浦机场还会特别为中国

如果需退税到指定信用卡或银行账户，请在退税支票上写清相应信

旅客准备免费取阅的中文购物指南。

息，海关盖章后，将退税的所有票据放进退税信封并封好，投放进信
筒即可。

史基浦世界大道与See Buy Fly
史基浦世界大道拥有超过100家商店，销售超过14万种商品。品牌商

Global Blue提供回国后办理退税手续的服务，但务必在离境前在海

店包括劳力士专卖店，以及爱马仕专卖店、拉夫·劳伦Polo专卖店、万

关柜台盖章。

宝龙专卖店、迦山钻石专卖店。其他品牌还包括：Hugo Boss、
Samsonite、Arma、Desigual、Tommy Hilfiger、Swarovski、
Burberry、Calvin Klein、DKNY、Davidoff、Elizabeth Arden、
L'Oreal、Lacoste、Ray-Ban、Philips、Apple等。

机场附近
转机时间低于5小时，一般不建议出机场。旅客可以在机场购物、上

你也可以在史基浦找到各种荷兰特产，包括著名的荷兰华夫饼、奶

网、甚至到机场内的博彩娱乐场所试试运气。转机时间6-8小时的旅

酪、鲜花、甘草糖、代尔夫特蓝和阿姆斯特丹纪念品。典型的机场产

客，如果持有有效申根签证，可以搭乘火车前往阿姆斯特丹中心火

品，如电子产品、香水、酒品和巧克力也可以在这里买到。

车站进行短暂的市内参观。旅客可以参加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用1
小时运河游来了解荷兰的首都。剩余的时间，在阿姆斯特丹最繁华

史基姆机场的购物环境和服务态度均为世界一流水平。总体来看，化

的达姆广场(Dam)附近参观游览，可参考阿姆斯特丹锦囊。

妆品的价格并不是最划算的。可以选购一些套装优惠产品。服务员会
主动询问想要什么赠品。入关后，可以选购荷兰的郁金香花种、荷兰
产奶酪和木鞋。酒精类推荐购买荷兰产金酒(Gin)。荷兰大道上还有
一家Aviflora花店，店里自然少不了五颜六色的荷兰郁金香。花店还
会提供一个“旅行保鲜袋(Travelproof)”来包装鲜花，确保它们即
使经过长途旅行依然鲜艳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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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安全
急救电话、匪警、火警：112
★治安
史基浦机场比较安全，有警察24小时巡逻。如果发生被盗现象，需
要立即报警。机场内设有警察办公室，地点位于史基浦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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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发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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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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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