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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马德里是全欧洲全年晴天天数最多的一个城市，所以不想被晒黑
的MM要记得带防晒霜，尤其是夏天，阳光很强会晒伤。

★ 如果你想要放松的出行，安排悠闲的假日，那就避开节日出行。
但如果你想加入节日的人群中和当地人一起过节，点击下列网址进
入，可以看到所有的节日信息：www.spanish-fiestas.com，然后
点击Spanish Festivals Calendar，安排好自己的旅行日期。

★ 众所周知，西班牙的节日很多，传统的节日里都有游行，所以会
很热闹，越是你玩得尽兴之时，也越是小偷关注你的时候。

★ 坐地铁尤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要图方便就把钱包相机放
在外衣的兜里。而且地铁上的小偷都是团伙作案，形式各样，比如
你背着双肩背包，他们会假装硬币掉在你脚下，她蹲下去捡的时候
让你往后退，这时你后面的人就会拉开你的背包；或者有人会往你
的身上吐口水，然后有人过来帮你擦，这时你的钱包就已经没了。

★ 在餐厅吃饭时需要适当的支付一些小费，一般为餐费的
5％-10％。如果带着大件行李乘坐出租车，司机会帮你搬行李，大
概需要付给司机1-２欧元的小费。

★ 西班牙人的作息时间跟中国差异很大。商店一般早晨9:00开门，
有些是10:00，午餐时间是下午14:00-16:00，晚餐时间是21:00或
22:00，所以请留意餐厅的营业时间，一般餐厅只有午餐和晚餐这两
个时间段营业。　

★ 在ATM机上取钱的时候记得是先取回卡再拿钱。

语言帮助
马德里当地语言为西班牙语(Español)，更准确的说叫卡斯蒂利亚

语(Castellano)，是西班牙的官方语言。还有三种少数名族语
言：加泰罗尼亚语(Catalá)，在加泰罗尼亚、巴利阿里群岛和瓦
伦西亚地区常用；加利西亚语(Galego)在加利西亚广泛使用，与
葡萄牙语相似；巴斯克语(Euskara)，非拉丁语系，在巴斯克和纳
瓦拉广泛使用。

★ 当地语言
Hola - 你好
Adios - 再见
Sí /No - 是/不是
Gracias - 谢谢 
De nada - 不客气
Perdón - 打扰一下
Lo siento - 对不起
Socorro! - 救命！

★ 常见标志
Abierto - 营业中
Cerrado - 停止营业
Entrada - 入口
Salida - 出口
Prohibido - 禁止
Aparcamiento - 停车
Peligro - 危险

La policía - 警察      
Hablas inglés? - 你说英语吗？
Cómo puedo llegar a ...?   
 - ... ... 怎么去？
Quería ...  - 我想要... ...
Me gusta - 我喜欢
Cuánto cuesta? - 多少钱？
Dónde esta ...? - ... ... 在哪？

Aseos/Servicios - 卫生间      

Hombres/caballero/señor - 男
Mujeres/señora - 女
Farmacia - 药店
Banco - 银行
Museo - 博物馆
Taqilla - 售票处

城市速写
马德里市区面积607平方公里，人口310万左右，相对于西班牙
的其他城市，马德里算大城市。但如果你生活在像北京16000多
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你肯定觉得这里很小，最明显的体现是两站地
铁之间的距离很短。虽然马德里没有那么大，但你要是想完全步
行旅游整个城市还是不太现实。马德里的景点分布形式为整体分
散，小区域集中。即：景点分散在几个大区里，同一区域内的景
点分布较集中。

马德里整个城市划分为21个区，Centro市中心区当然就是整个城
市的中心了，地标就是Sol广场，这里是最重要的旅游和商业区
域；Retiro区就是丽池公园附近，这里也是旅游的重要区域，因
为在丽池公园的旁边遍布了很多博物馆，比如普拉多博物馆和索
菲亚博物馆等；Salamanca区属于富人区，这里环境优雅治安良
好，商业街也是大牌云集；Chamberí区位于大学城附近，学术气
息较浓；Tetuán和Usera区是典型的中国人聚居的区域，这里可
以买到中国的各种食品等；Barajas区就是机场所在地的区域。

作者：limonjenny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2月20日

http://www.spanish-fiestas.com
http://www.spanish-fiestas.com


P 2



P 3



P 4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至Sol站下车，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24小时

★ 皇宫 Palacio Real 见地图标识 
西班牙的皇宫极尽奢华，当年的腓力五世国王曾想把它建成欧洲最
豪华的宫殿，遗憾的是还没建完他就去世了。现在的宫殿仅建成原
设计的四分之一，但也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每一个房间都像一座艺
术品，有天鹅绒的墙壁装饰，也有精美的天花板壁画。值得留意欣
赏的是这里收藏的由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us)家族制作的小提
琴，斯特拉迪瓦里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弦乐器制造师，另外还
收藏有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Goya)的名作。

地址：Calle de Bailé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共汽车3、25、39、148路Arrieta-

Pza.isabel II 站，或搭乘地铁5号线、2号线至Ópera站下车；亦可

搭乘Renfe至Príncipe pío站下车。
开放时间：冬季(10月至3月)：10:00-18:00 ；夏季(4月至9月)：
10:00-20:00。闭馆前一个小时会停止售票并关闭皇宫入口。
门票：成人：10欧元；儿童、欧盟国家65岁以上老人，或持有马德
里卡、学生证：5欧元；5岁以下、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免费。
咨询电话：＋34-91-454-880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周日和节日9:00-14:00
预订电话：＋34-91-454-8803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4:00
www.patrimonionacional.es

★ 普拉多博物馆 Museo del Prado 见地图标识 

普拉多博物馆是世界顶级博物馆之一，拥有西班牙甚至全欧洲最珍
贵的艺术作品。在他的正门前立有西班牙著名画家委拉斯开兹的雕
像，馆内藏品原来多是皇家收藏，现在除购买外还有很多捐赠和遗
赠的名贵艺术品。由于藏品和游客的不断增加，普拉多博物馆也进
行了扩建，现在除了旧场馆还增加了新的场馆。每一件作品都代表
着绘画家的思想，也拥有自己的生命，希望你能体会的到。

地址：Calle Ruiz de Alarcòn 23，Madrid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共汽车9、10、14、19、27、34、37、

45路至Pº PRADO-PZA.MURILLO站；或搭乘地铁2号线至Banco 

de España、Atocha站；亦可搭乘Renfe至Atocha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0:00；周日和节日：
10:00-19:00
特殊开馆时间：1月6日、12月24日、12月31日：10:00-14:00
闭馆日：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
门票(票价包括永久性常展和临时特展)：成人12欧元；成人加官方指南
22欧元；65岁以上欧盟公民或青年卡持有者6欧元；低于18岁/18至25
岁之间的学生免费，闭馆前30分钟禁止入内。
免费时间(仅包括永久性常展)：周一至周六18:00-20:00；周日和节日
17:00-19:00；11月19日普拉多博物馆日；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
咨询电话：+34-91-330-2800
www.museodelprado.es

★ Tips：随身物品须知
普拉多博物馆内不允许照相，若携带的背包体积超过40×40cm需要寄
存。参观者人流高峰在11:00-13:30左右。

         马德里作为一个时尚之都，显示出其特有的多元化，适合所有
         类型的游客。如果你喜爱奢华繁复的古建筑，这里的历史古迹
绝对是经典；而这里博物馆也是世界闻名，一些特色的私人珍藏更是
罕见；如果你是美食爱好者，那你完全可以在这里展开一趟美食之
旅；亦或只是慵懒的享受一下伊比利亚的太阳，可以坐在广场上喂喂
鸽子；如果是背包客，可以选择在马德里的城市里游走，或者在马德
里周边的山地间，享受那里的清新空气，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映
衬。马德里的中国人挺多，随便在路上走走你就能听到熟悉的汉语，
而且马德里是著名的旅游城市中国旅行团自然也是不少。

★ 消费指数
在马德里的街头一般餐馆都有这一天特别的组合菜单，叫Menú del 
dia，会写在小黑板上摆在外面。这种菜单性价比比较高，包括前
菜、主菜、甜点和面包(Pan)，有的含饮料有的没有，价格一般在10
欧元左右，也有更好的在20欧元左右。坐一次地铁5站以内1.5欧
元，多于5站的每站加0.1欧元，最多2欧元。一瓶可乐0.75欧元。
快捷酒店一般45欧元左右每晚。

景点 
★ 太阳门广场 Plaza de la puerta del sol 见地图标识 

太阳门广场通常简称Sol，是马德里的市中心，广场上永远人头攒动，
有各种街头表演艺人精彩的表演。从广场上有很多条道路向外延伸，这
些街道上全部是商店，都是购物的好去处。你可以悠闲的在喷泉边的台
阶上坐坐晒晒太阳，或者转身进入街角那家百年的甜点老店，喝杯醇香
的咖啡，吃块新出炉的苹果蛋糕，度过带着马德里温暖阳光的下午。

这里还有一个“零起点”标志，西班牙全国所有的公路里程碑都从这里
开始向外计算，马德里市的门牌号也是以这里为起点的。还有别忘了和
那只抱着草莓树的小熊合张照，这是马德里的标志。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１、２、３号线，或搭乘Renfe(马德里
近郊小火车)至Sol站下车。
开放时间：24小时

★ TIPS：街头小费
如果想和街头表演艺人合影，别忘了给小费。

★ 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见地图标识 
不论什么时间、晴天还是雨天，你都不能错过马约尔广场，它四周宏
伟的建筑和一间间的咖啡馆，摆在露天的桌椅都散发着诱人的光芒，
坐在这几个世纪前修建的广场，看着现代衣着光鲜的人们，会有种时
光交错的幻觉。马约尔广场位于太阳门广场的西面，跟着人群走五分
钟就可以走到，沿路的建筑和小店都很有特色，请留意观看。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当地人生活
全世界人们都知道西班牙人热情奔放，人们会很乐于帮助游客，如
果你问路，他们甚至会带着你去找你要去的地方，但有时候也会帮
倒忙，给你指了完全相反的路，但也不要因此而影响了你的好心
情，如果你不急着赶路，就欣赏一下沿路的风景吧。大家都说西班
牙人喜欢迟到，但现在人们也越来越准时了，约了人也不用刻意迟
到半个小时。

http://www.patrimonionacional.es
http://www.patrimonionacional.es
http://www.museodelprado.es
http://www.museodelpra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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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见地图标识 
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本身就是一座艺术品，它是在一座18世纪医院的
框架上建立起来的，这座博物馆拥有大礼堂、咖啡馆、图书馆，保存
了西班牙最突出的现代艺术作品。除了毕加索的作品，还收藏了大量
胡安·米罗(Joan mirò)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作品。

地址：Calle Santa Isabel，52，Madrid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Atocha站，或搭乘地铁3号线至
Lavapiés站；亦可搭乘Renfe至Atocha-Renfe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1:00；周日：10:00-19:00
全馆闭馆日：每周二；1月1日和6日；5月1日和15日；11月9日、12
月24日、25日和31日
门票(永久性展览加临时展览)：成人6欧元；临时展览3欧元；闭馆前
15分钟停止售票。
艺术馆通票：21.6欧元。包括普拉多博物馆(El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迪森美术馆(Museo Thyssen-Bornemisza)和索菲亚王后艺
术中心(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
咨询电话：+34-91-774-1000
www.museoreinasofia.es

★ Tips ：2013年免费参观日
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9:00-21:00；
周六：14:30-21:00；周日10:00-19:00；
4月18日；5月18日；10月12日；12月6日

★ 丽池公园 Parquet del Retiro 见地图标识  
丽池公园原本是西班牙王室专属的公园，植被覆盖率极高，所以不论
你是在里面做运动，还是坐在树下休息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里
就像是城市中隔离出的绿岛。公园非常大，里面也有好几处景点，如
吉普赛喷泉(Fuente Egipcia)，水晶宫(Palacio de Cristal)，堕落

天使雕像(El Ángel Caído)

地址：Plaza de la Independencia，s/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Retiro站，或搭乘地铁9号线至
Lbiza站下车。
开放时间：24小时
门票：免费

★ 圣阿娜广场  Plaza Santa Ana 见地图标识 
圣阿娜广场上优雅的建筑虽没有其他景点的历史悠久，但仍然令人着

迷。在他面前静静伫立的西班牙剧院(Teatro Español)，也为这座广

场增添了更多的艺术气息，在广场上经常会有一些艺术展览。而其周
边则是16和17世纪文人墨客聚居的地方，塞万提斯和洛佩·德·维
加的故居就在这附近。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2、3号线至Sol站，或地铁1号线至
Antòn martín站 ；地铁2号线至Sevilla站下车。

★ 西贝莱斯广场 Plaza de la Cibeles 见地图标识 
西贝莱斯广场中间的西贝莱斯女神和他身后的战车是这里最吸引人瞩目
的。中国球迷对于这个广场熟悉的原因，莫过于因为只要皇马赢得了重
大比赛的胜利后都会来这里庆祝，那时这里就成了球迷们欢乐的天堂。
广场东南角的邮政大楼(Placio de Comunicaciones)是现在马德里市长

的办公室。广场的西南角是西班牙银行(Banco de Espanña)。从这里

向东可以看到阿尔卡拉门(Puerta de Alcalá)，向西可以看到大都会大
厦(Edificio Metrópoli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Banco de Espanña站下车，

出站即是。

★ 卡依夏博物馆 Caixa Forum 见地图标识 
博物馆位于普拉多大道(Paseo del Prado)的南端，这是马德里近些
年来最新颖最创新的建筑之一，砖砌的大厦和生锈的铁屋顶，最有意
思的是旁边的一面墙上建有一个空中花园，墙上长满绿色植物，所有
植物都望向天空，想知道他们是怎么长上去的还需要你亲自去看看。
这里的展厅有四层，经常会有各种展览。

地址：Calle Paseo del Prado 36，Madrid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Atocha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20:00；12月25日、1月1日和6日
闭馆；12月24日和31日开放时间仅到18:00。
门票：免费
电话：+34-91-330-7300
www.lacaixa.es

★ 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ña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马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广场，广场上常有小市场，出售一些
小饰品、皮制品或衣物之类的，位于格兰维亚大道(Gran Vía)的西
端，皇宫广场的南面不远处。广场中心是塞万提斯的纪念碑
(Monumento a Cervantes)。在广场的西面即是蒙大拿公园

(Cuartel de la Montaña)，公园位于一个小山丘上，这里是看马德

里日落最好的地点，人们会特意来这里看一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也
是情侣们钟爱的约会地点。镶上金边的整座皇宫、教堂、车流和房
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马德里。若有爱人在身边，你这
次的旅行就更完美了。若没有，那在这里偶遇一个吧。公园里还有一
座从埃及运来的神庙，即Debod神庙，这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
的建筑物，它是埃及在1986年送给西班牙的礼物，整座神庙是从埃
及一块块石头地搬运至此，并在马德里精心地重建起来。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10号线至Plaza de España站
下车。
开放时间：24小时

★ Tips ：马德里日落 
西班牙日落时间较晚，夏季在21:00左右。

★ San Miguel市场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马德里市内最时尚的空间之一，也是美食爱好者的汇聚地。大
大的玻璃墙围住的都是美食，这里有La Casa del Bacalao的传统腌
鳕鱼(Bacalao salazón)，La Boucherie的欧洲肉品，Il Pastaio的
新鲜面食， Jugosa的水果汁，还有Horno San Onofre的甜点，这
些都是市场里的美食范例，吃达帕斯(Tapas)一定不能错过这里，别
有一番滋味。

地址：Plaza de San Miguel，s/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2、3号线至Sol站；或选择搭乘地铁

2, 5, R号线至Ópera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三：10:00-24:00；周四至周六：10:00-2:00

http://www.museoreinasofia.es
http://www.museoreinasofia.es
http://www.lacaixa.es
http://www.lacaixa.es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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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见地图标识 
马德里市政府在市区的所有信息中心，会给你提供咨询和所有你需
要认识马德里所需要的资料，也会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给你提供
服务。

马德里游客中心
地址：Plaza Mayor，27(La Casa de la Panadería的柱子厅)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2、3号线至Sol站；或搭乘地铁5号

线至Ópera站下车。

工作时间：每日09:30-20:30 
旅游信息电话： +34-91-588-1636 
www.esmadrid.com

哥伦布广场旅游中心
地址：Plaza de Colón广场(Castellana大道地下的小路，在Goya
街和Génova街之间)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Colón站下车。
公共汽车：可选择搭乘5、14、27、45、150路公交车至Plaza 
colón站下车。
工作时间： 每日09:30-20:30 

路线 
★ 一日游推荐行程
早晨一定要先找一家街角的Bar吃顿早餐，一个现烤的牛角面包和一
杯现磨的咖啡可以让你精神焕发一整天。因为西班牙人的午饭时间很
晚，所以早饭一定要吃。然后可以先前往普拉多博物馆，欣赏精美的
艺术品，停留时间可以随自己的心情而定。出博物馆后向北走，就可
以看到西贝莱斯广场，那里周遭的建筑足够抹杀掉你很多底片。之后
继续向西，沿着Calle Alcalá街一直走就可以走到太阳门广场。这个
时间刚好可以吃个午饭。接下来的行程会更加紧密和精彩，沿着
Calle de Preciados大街往西北方向走，你便会看见皇家赤足女修

道院(Convento de las descalzas Real) 见地图标识 
，向南是Lglesia de San Ginés 教堂 见地图标识 ，在他后面是
西班牙油条(Churro)的老字号餐厅-Chocolatería San Ginés 见地

图标识 ，油条蘸热巧克力是招牌。继续前行，穿过马约尔大街
(Calle Mayor)走到马约尔广场，坐下来喝杯下午茶，休息一下然后
沿着马约尔大街继续向西，走到Calle de Bailén街向北，前方建筑

就是阿尔穆德纳大教堂(Catedral de Nuestra Señora de la 
Almudena) 见地图标识 ，再往前就是皇宫，皇宫的东面就是东方

广场(Plaza de Oriente) 见地图标识 和皇家剧院(Teatro Real) 
见地图标识 。沿着Calle de Bailén街一路向北便可到达西班牙广

场(Plaza de España)，享受一天里最宁静的时刻，看一场日落，释
放一日的疲惫。然后在返回的路上找一家餐馆吃顿丰盛的晚餐。

        门票：免费
        www.mercadodesanmiguel.es

★ 埃尔拉斯特洛跳蚤市场 El Rastro 见地图标识 
每逢周日，街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只有这个地方是最热闹的，这
里是欧洲最大的跳蚤市场。你可以在热闹的人群中走走看看，也有可能
淘到历史悠久的宝贝。销售的东西也是各式各样、种类繁杂，比如旧衣
服、旧鞋、古董、老照片、花草，甚至家居用品之类，很有意思。

地址：以卡斯克罗广场(Plaza de Cascorro)为中心，向外延伸的街
道都是市场所在地。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5号线至La Latina站下车。
开市时间：8:00-15:00

★ Tips ：市场是小偷们的天堂
这里也是小偷最喜欢的地方，注意自己的财物。

★ 马德里屠宰场 Matadero Madrid
这里曾经是马德里的屠宰场，但如今已经变成了马德里最新潮的当代
艺术创作中心，有点像北京的798艺术区，但是没有那么大，文艺青
年一定要来，艺术展览形式多样、新颖而且免费。里面的大厂房都充
分依据其自身特色，被设计师们巧妙的装饰布置成各种展厅，每隔一
段时间便会有不同主题的展览。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剧场和一个小的
电影院，话剧大概20欧元左右一场，电影很便宜大概3.5欧元一场，
有时候还会安排免费的场次。

地址：Paseo de la Chopera，10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6号线至Legazpl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16:00-22:0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11:00-22:00；12月24日、31日和1月1日、6日闭馆。
门票：免费
www.mataderomadrid.org

★ 两日文艺悠闲游路线
第一日，起点可以定在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早点去可以避开人流
高峰；游览时间依据个人喜好而定，若您想仔细的欣赏全部的艺术
品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参观完毕后可以先去吃个午饭，随后前往
丽池公园。之后搭乘地铁前往太阳门广场度过午后的悠闲时光，观
看街头艺人的表演，然后步行至马约尔广场，享受下午茶。下一站
是西班牙广场，晚上直接去San Miguel市场，在那里选择一顿西班
牙特色美食当作晚餐。第二日可以选择从普拉多博物馆开始，随后
是卡依夏博物馆，之后再去一家特色餐厅吃饭，最后去西班牙屠宰
场欣赏一下创新艺术，在那里看一部电影或者话剧。这样的马德里
之旅一定是最具文化气息的。

★ 马德里及其周边三日游推荐行程
第一天在马德里市中心游览，可选择主要的景点游览，比如选择普
拉多博物馆、索菲亚王妃博物馆、皇宫或伯纳乌体育场。第二天前
往一个马德里周边城市，比如最著名的托雷多(Toledo)，因为这原
来曾经是西班牙的首都，现在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这个小
镇优美、宁静且闲适，一天可以游览完毕。主要景点有托雷多教堂
(Gatedral de Toledo)、阿尔卡萨尔城堡(Alcázar)等。晚上回到
马德里。第三天可以安排得轻松一些，去丽池公园游玩一番后，再
去逛一逛马德里的各大广场，比如太阳门广场、马约尔广场、圣阿
娜广场、西贝莱斯广场等。

★ TIips：托雷多出行建议
在地铁6号线Plaza Elíptica站的汽车站有去往托雷多的公共汽车，60至
9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单程车票为4.98欧元，往返车票票价为8.96
欧元，从马德里出发早上最早一班车是7:59，回马德里最晚一班车
为23:30。
www.alsa.es

http://www.esmadrid.com
http://www.esmadrid.com
http://www.mercadodesanmiguel.es/
http://www.mercadodesanmiguel.es/
http://www.mataderomadrid.org
http://www.mataderomadrid.org
http://www.alsa.es/
http://www.als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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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卡
国家电话公司发行的Tarjetas telefónicas。其中Fortune卡最为划
算，即10欧元/张，可通话500分钟。

★ 网络
西班牙现在有免费WIFI信号的地方越来越多，街边的每个麦当劳都
有。还有在地铁Príncipe pío下来后的商场里也有免费的WIFI。马
德里的公交车上都有免费的WIFI。网吧价格大概1.5-3欧元/小时。

★ 货币帮助 
兑换 ：
在马德里，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可以兑换货币，或者在机场的货币兑
换处(Cambio de moneda)进行兑换，T1、T2和T4航站楼都分别
设有兑换处。在太阳门广场附近也会有很多货币兑换所(Bureaux 
de change)，但汇率不合算。

银联取现：
大部分商店不接受银联卡，但在标志有EURO6000和花旗银行的银
行取款机上可以提取现金，部分ATM上配有中文操作界面。

刷卡：
西班牙人身上不喜欢带太多现金，不论干什么都喜欢刷卡。大多地
方都可以刷卡，但一些小的商店不可以，所以随身还是要带些零
钱。马德里多数商家接受Visa、Master card、American 
Express，注意：在这里使用信用卡时，需要同时出示信用卡主人
的护照，卡上的名字要与护照一致。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马德里邮政总局位于西贝莱斯广场的马
德里邮政大楼(Palacio de 
comunicaciones)内，除此之外还有很
多分散在各地方的邮局，马德里邮筒邮
局的颜色是黄色的。
邮政总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21:30；周六 8:30-14:00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至Banco de España站下车。

★ 厕所
在马德里通常可以选择快餐店内的厕所，但在市中心的店内厕所是
需要跟服务员要密码的。要注意的是，男女厕所的标识是多种多样
的，除了用单词外还有裙子和礼帽，烟斗和口红等等，请注意区
别，别走错。
 

         西贝莱斯广场上的旅游信息中心 
         地址：Bulevar街，位于与El Paseo del Prado大道相交处。
公共汽车站对面。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Banco de España站下车。 

工作时间：每日9:30-20:30 

咖尧广场上的旅游信息中心
地址：Plaza de Callao，游客中心位于Preciados街拐角处。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和5号线至Callao站下车 。
工作时间：每日9:30-20:30

艺术大道上的旅游信息点
地址：Santa Isabel街(与卡洛斯五世la Glorieta de Carlos V转盘
相交)。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Atocha站下车。 
工作时间：每日9:30-20:30

Barajas新机场(T4航站楼)旅游信息点 
地址：Barajas新机场Terminal 4，10号和11号抵达厅。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8号线至机场T4站。
工作时间：每日9:30-20:30

★ 地图

在大部分宾馆和所有游客中心都可以领取免费的马德里市区地图，还
有景点附近会有一些旅游咨询处，会免费提供给游客该景点地图，但
不是马德里完整的地图。

★ 电话
西班牙主要的通讯运营商有Vodafone、Movistar、Orange。前两
家公司为西班牙最大的通讯公司，所以资费较贵，而且多有变动，可
在其官网上进行查询。西班牙人酷爱手机，所以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
红色的Vodafone店、蓝色的Movistar店和黑色、橘黄色的Orange
店，在这些店里都可以买到SIM卡和充值卡。路边的公共电话，可以
使用硬币和电话卡(国家电话公司发行的Tarjetas telefónicas卡，一
般在邮局和烟草店即有售)。
      
SIM卡：

Lebara Vodafone
Orange SIM 
Mundo

西班牙国内  0.09欧元/分 0.2欧元/分 0.07欧元/分

拨打国内手机 0.03欧元/分 1.14欧元/分 0.02欧元/分

拨打国内座机 0.01欧元/分 1.59欧元/分 0.01欧元/分

短信(中国)  0.19欧元/条 0.6欧元/条 \

              
电话卡：
Jazz panda卡
5欧元，手机从西班牙拨往中国可通话
193分钟。在马德里的路边你可以看到
像是国内的那种长途电话吧的小店，可
以在这里买各种电话卡。

旅游日历
★ 旅行季节
西班牙属于地中海气候，5月、6月和9月是最佳的旅游时间，气候
温和舒适。西班牙南部，4月和10月气温也还很暖和。比利牛斯山
(Pirineos)的滑雪季节是12月中旬到4月初。

★ Tips：气温提示
马德里昼夜温差较大，注意不要感冒。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http://www.vodafone.es
http://www.vodafone.es
http://www.movistar.es
http://www.movistar.es


P 8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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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米长的几条街道后，抵达斗牛场，开始准备参加下午的斗牛比

赛。作为游客选个安全的最佳观赏点观赏一番其实也已经够刺激了。

www.sanfermin.com

7月18日-21日(2013年) 贝尼卡西姆国际音乐节 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Benicássim
国际音乐节为西班牙的户外音乐节，在Benicássim市举办，从
1994年创办至今已经是第19年了，每年都有很多热爱音乐的人们
来到这个鲜为人知的城市，痛痛快快的度过这四天的音乐时光，离
舞台不远处就是海滩还有一个大型的水上公园。艺术节期间还将举
办小型的电影节、时装周、艺术展以及舞蹈剧等活动。今年参加表
演的乐队有The Killers、Arctic Monkeys、Quens of the Stone 
Age等。18岁以下儿童必须由监护人陪同进入现场。
benicassimfestival.co.uk

8月28日(2013年) 番茄节 La Tomatina

蕃茄节一般举办于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三，在瓦伦西亚的Buñol，
展开的这场番茄大战。蕃茄节每次大概消耗蕃茄原料100多吨，从
上午11点开始，持续一个多小时，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最混乱的节
日。你可以坐在电视机前安全的观看这一场红色盛宴。

9月24日(2013年) 圣梅尔塞节 Festes De Mercé
圣梅尔塞节是一场城市大派对，是巴塞罗那最盛大的节日，它标志着西
班牙的夏季结束，节日期间会有游行、音乐会、戏剧及烟火等表演。

12月25日 圣诞节  Navidad
一进入12月，人们便开始着手置办圣诞节的装饰了，就像中国人置
办年货一样。各个城镇都会有很多圣诞集市，专门贩卖圣诞节需要
的各类饰品。西班牙圣诞节的传统食物是果仁糖Turròn，杏仁糖
mazapán，Polvoron糖果。西班牙人在圣诞节时一定要回到家里
和家人团聚，所以街上商店都会关门停业，像中国人过年一样。

12月31日 除夕 Noche Vieja
每年12月31日的晚上，人们都会聚集在太阳门广场来迎接新的一
年，在倒数计时的最后12秒的钟声里吃掉12颗葡萄，代表着新的一
年将有好运来临。这时的广场是都是精心打扮的人们，拿着酒，唱
着歌，欢乐的迎接新年。

城际交通
西班牙是一个度假的圣地，很多欧洲人也选择西班牙作为目的地，
所以西班牙的航空、铁路和公路贯穿欧洲各国。

★ 机场 
✈ 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Aeropuerto de Madrid-Barajas)，MAD
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主要国际机场，坐落于
马德里东北部的巴拉哈斯区(Barajas)，距离市中心仅约12公里，可
以节省旅客的交通时间和金钱。此机场是西班牙国内最大的出入境
通道，同时也是伊比利亚半岛和南欧最大的机场。机场建筑采用大
面的玻璃设计确实可以让人一览马德里的好天气以及飞机的动态。
机场各种餐饮，购物，银行，外汇，工商和卫生设施非常全面。

目前马德里机场拥有4座航站楼，以T4航站楼为中心，主要负责接

待西班牙国家航空(Lberia Líneas Aéreas de España)也称伊比利
亚航空公司，和寰宇一家(Oneword)航空。T1、T2和T3航站楼主         

         ★ 节日
         1月6日 三王节 Los Tres Reyes Magos
这一天是传说中“东方三王”向圣婴耶稣献礼的日子。这是个孩子们
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西班牙的小孩会给这三个从东方来的国王写
信，表示自己将会在新的一年做一个好孩子，然后可以向国王许三个
愿望要三个礼物。西班牙的孩子们被告知，给他们带来礼物的是三位
国王，而不是圣诞老人。通常会在1月5日在大街上有彩车游 行，花
车上有三个国王，旁边还有抛撒糖果的美女。在这个节日不论是大人
还是小孩都非常欢乐。

2月9日-13日(2013年) 狂欢节 Carnaval
马德里狂欢节举办的日期每年会略有变化，但总会在2月左右，这是
天主教的一个庆典。狂欢节的时候，人们会肆意的狂欢，打扮成各种
自己想装扮的样子，然后上街游行，彻夜狂欢。今年的狂欢节在2月
9日周六18:00在La Villa广场开始，为期五天包括化妆舞会、艺术展
等活动。 

2月13日-17日(2013年) 马德里当代艺术展 Madrid     
Contemporary Art Fair，简称 ARCO。
这是欧洲最大的当代艺术展，聚集了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作品。
www.ifema.es

3月15日-19日(2013年) 法雅节 Las Fallas
法雅节也称为火节，是为了纪念木工守护者圣约瑟的传统节日，也含有
迎春的意思。最初是将家具拿来烧，现在人们将它变成了一个盛大的火
的节日。在瓦伦西亚(Valencia)，人们提前几个月就在做各种巨大的人
偶，取材于当下的社会极具讽刺或幽默的人、事、物，前几日便开始在
大街小巷展示，最后在19日那天全部点燃，将节日庆典推向高潮。
www.fallas.com

3月24日-31日(2013年) 圣周 Semana Santa
圣周是根据西班牙的月历来安排假日的，一般为复活节的前一周，主
要在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省(Andalucia)比较隆重且严肃，圣周期间主
要会有圣母及基督像游行，游行的人们身着黑色或白色长袍戴着又尖
又长的帽子，只露出眼睛，肩扛华丽的十字架。

5月10日-19日(2013年) 圣伊西德罗节 Feria de San Isidro 
圣伊西德罗节期间马德里将举行一些列的斗牛比赛，大家可以去Las 
Ventas 看斗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音乐剧、话剧、马
戏、舞蹈等标语。在马德里这是一个传统节日，人们会着传统服饰盛
装出席，在街上游行，跳舞。女士的服装是长长的鱼尾裙，头上戴着
头巾，并且顶着一朵大红花，男士是衬衫马甲，两个人跳着简单的舞
步，马德里人自己也觉得有些傻气但是是个非常欢乐的节日。

5月30日(2013年) 圣体节 Corpus Christi
在托莱多和其他一些城市举行宗教游行和宗教仪式。在托莱多的仪式
最为隆重。

6月24日(2013年) 圣胡安篝火节 San Juan
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庆祝的尤为盛大，会举行仲夏篝火和烟火表演。

7月6日-14日 奔牛节 Fiesta de San Fermín
奔牛节，又称圣佛明节。就像你听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疯狂的节日!

混合着音乐、舞蹈、火焰和游行的节日。激动的牛群从畜栏中被放出

来，奔向人群，而当地人则身穿传统白衣白裤带着红领巾，在冒着生

命危险的同时享受着欢乐与刺激。公牛们持续3到4分钟跑过大概

http://www.sanfermin.com
http://www.sanfermin.com
http://benicassimfestival.co.uk
http://benicassimfestival.co.uk
http://www.ifema.es
http://www.ifema.es
http://www.fallas.com
http://www.fall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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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天合联盟(SkyTeam)、星空联盟(Star Alliance airlines)
         以及欧罗巴航空(Air Europa)为主。

机场轨道交通：
地铁Metro：去往机场可在NUEVOS MINISTERIOS乘坐地铁8号
线，依次到达四个航站楼。
地铁票价：1.5欧元

★ Tips：补充票购票提示
马德里交通系统规定，搭乘地铁前往机场的乘客需要除购买地铁票之
外，还需支付前去机场的附加费，即Suplemento Aeropuerto 。
无论从哪里出发去往机场，都必须另外购买一张机场补充票。2012
年5月后补充票票价涨为3欧元，可在地铁站内的自动售票机或人工
服务购买，但很多地铁站只有自动售票机，有英语系统也可寻求管理
人员帮助购买。

Cercanías Renfe：是马德里市内或近郊的小火车，速度比地铁快
很多也更舒服。
可选择搭乘：Príncipe Pío-Aeropuerto T4 (Línea C1)到达T4航站楼。

途经站：Príncipe Pío，Pirámides，Delicias, Méndez Álvaro，
Atocha，Recoletos，Nuevos Ministerios，Chamartín， 
Fuente de la Mora y Aeropuerto T4。

可在各个途经站上车，全程约38分钟，可乘穿梭巴士到达另外三个
航站楼。往T4方向运行时间5:15-23:32；往Príncipe Pío方向
5:59-0:15，每三十分钟一班。票价：2.15欧元。

机场穿梭巴士：
机场穿梭巴士Bus lanzadera: 机场穿梭巴士十分便捷，24小时全天
候运行，免费运送旅客到各个航站楼。
行程T1-T4：T1、T2、T4(T3不停靠)
行程T4-T1：T4、T3、 T2、 T1
往返约40分钟，24小时运行，免费。6:30-23:30每隔5分钟/班；
23:30-1:50每隔20分钟/班；1:50-6:30每隔40分钟/班。

其他前往马德里机场的方式：
城市大巴：
Línea Expres：
途经站：Atocha-Cibeles-O'Donnell-Aeropuerto，到达T1、T2、
T4 
票价：1.5欧元

Línea 200：
途经站：Avenida de América - Aeropuerto，到达T4、T3、
T2、T1

城际大巴：
Línea 827：Tres Cantos-Metro de Canillejas，到达T4
Línea 828：Línea 828 Universidad Autónoma-Recintos 
Feriales，到达T4。

出租车
马德里的出租车司机很热情，他们很乐意遇到会说西语的外国游客。
出租车排队等候在候机楼外。收费标准根据时间和节假日各有不同，
平均来说起步价为2.2欧元，1.2欧元/公里左右。但去机场是要另加
收一定费用的，一般为5.5欧元。司机会帮助搬运行李，所以还需要

给司机小费，一件行李约为1欧元。到马德里市中心车程约25-30分
钟。下车时注意检查自己的行李，切记不要遗漏。

★ 火车站 见地图标识 
马德里有两大主要火车站，分别是Atocha站和Chamartín站，有中
距离、长途以及近郊火车线路。Chamartín站还有通往法国和葡萄
牙的国际线路。大部分的Renfe线路都经过这两站，大概10分钟车
程，也可乘坐地铁，但耗时较长。

AVE是西班牙的高速列车，相当于国内的高铁，价格一般很贵。

出发-到达 票价及车程票价及车程

马德里至巴塞罗那
Madrid-Barcelona

117.6欧元
车程3小时左右

138.8欧元
车程2小时30分钟

马德里至瓦伦西亚
Madrid-Valencia

   79.8欧元
 车程为1小时50分钟左右 

   79.8欧元
 车程为1小时50分钟左右 

马德里至塞维亚
Madrid-Svilla

83.3欧元
车程为2小时30分钟左右 

83.3欧元
车程为2小时30分钟左右 

TRENHOTEL是一种高档夜车，多为长距离线路，根据所选定床铺
类型定价。车厢内大致可分为包厢，卧铺。

以马德里至里斯本(Madrid-Lisboa)为例：
普通 Turista：60.1欧元                                                                                 
普通绅士床 Cama turista caballero：83.2欧元                                                                         
双人家庭床 Cama G. clase doble familiar：144.9欧元 
精选床 Cama preferen individual：150.5欧元                        
豪华床 Cama G.clase individual：201.9欧元

阿托查火车站 Atocha：这是马德里最大的火车站，是重要的交通
枢纽。主要联通的是西部和南部的各大城市。
地址：Plaza del Emperador Carlos V, s/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1号线地铁至Atocha Renfe站下车。

查马丁站 Chamartín：该站列车主要通往西班牙东部与北部城市。
地址：Agustín de Foxa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和10号线Chamartín站下车。

★ Tips：乘车须知
乘车前一定要确认列车是从哪个火车站出发。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
www.renfe.es

★ 长途汽车站
马德里南站 Estación Sur de Autobuses
车站位于城市的南部，这里有开往托莱多、阿兰胡埃斯的近郊线路
也有去往巴塞罗那、格拉纳达等的长距离线路。可在不同运营商的
窗口买票，可寄存行李。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6号线至Méndez Álvaro站下车。

主要运营公司有：阿尔莎(Alsa)、Avanza等。主要线路是去往瓦伦
西亚、加迪斯、科尔多瓦、乌尔瓦和赫雷斯等城市。
www.estacionautobusesmad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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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renfe.es
http://www.renfe.es
http://www.estacionautobusesmadrid.com
http://www.estacionautobusesmad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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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
马德里的市内交通非常便捷，无论是汽车，还是地铁都能把你送到你想到
的地方，夜间车也方便了那些喜欢晚归的人们。

★ 马德里交通卡 Abono Turistico
马德里交通卡一种可在整个马德里使用的
交通票。这是一种在有效期内，可以任意
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的票，是你游览马
德里最经济实用的选择。按照时间可分为
5种不同的票，即1日、2日、3日、5日
及7日票。

使用者可在以下两个区域内使用马德里交通卡：
A区：包括地铁、市内公共汽车、近郊火车、轻轨ML1线；
T区：包括上述服务外加整个马德里自治区内的公共汽车，到瓜达拉哈拉 
市(Guadalajara)、托莱多(Toledo)、南部地铁TFM(从Puerta de Arganda
到Arganda del Rey)、轻轨ML2和ML3线以及到Parla卫星城的有轨电车。

具体票价(欧元)

1日 2日  3日 5日 7日

A区 8.4 14.2 18.4 26.8 35.4

T区 17 28.4 35.4 50.8 70.8

              
购买地点：马德里交通卡可以在马德里地铁的任何一个站内购买，也
可以在8号地铁线的两个机场的旅游信息中心购买。或在游客中心、
公交公司办公室、旅游点、网上在线购买。一些烟草亭(Tabacos)和
书报亭也有出售。11岁以下儿童享受半价优惠。

★ 马德里卡 Madrid Card
持马德里卡可免费进入马德里市内
或附近40多座博物馆，包括普拉
多博物馆、提森-博内米萨博物
馆、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伯纳乌
球场以及皇宫。还可以享受公共交
通，马德里的观光巴士，以及在一
些餐厅和纪念品店可以享受折扣。

购票地点：可在线购买或马约尔广场和的旅游局办事处，以及一些烟
草店(Tabacos)购买。 

具体票价(欧元)：

24小时 48小时 72小时 120小时

 成人 39.9 49.4 58.9 68.4

儿童(6-12) 26.6 33.25 36.1 41.8

www.madridcard.com

★ 地铁 见地图标识 
马德里的轨道交通十分便利，是欧洲第二大地铁系统，仅次于伦
敦。而且地铁应该算是马德里最经济最快速的交通工具了。现在马

德里拥有12条地铁线路，3条轻轨，以及在Ópera 站和 Príncipe 

Pío站之间的摆渡车R线。

运行时间：6:00-次日1:30，早上每辆列车间的间隔为2分钟，而凌
晨和节假日时间为15分钟左右。7号线的Pitts站，9号线的Puerta 
de Arganda 和 Arganda del Rey站之间采用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时
刻表。
票价：地铁票价已于2012年5月再次上涨11%(下列票价为最新票价)
单次票：1.5欧元，但仅限于5站以内(若超过，每站增加0.1欧元，
最高2欧元)。
10次票：12.2欧元。
机场地铁专线的附加费：每次3欧元。
www.metromadrid.es

★ Tips: 地铁票
地铁票在进入地铁后要妥善保留，有些站出站时仍需要检票。马德里
地铁上下车都是要手动开门的。

★ 公交车
马德里交通网络发达还体现在公交系统上，市公交公司(EMT)的公
交车覆盖一些地铁不能到达的地方，但作为首都的马德里，其路面
交通并不如地铁那么快捷。
运营时间：大部分线路从6:00-23:30运营，根据不同的线路大约4
至15分钟一班车。周末每班公共汽车的间隔时间会延长。夜班车都
从西贝莱斯广场出发，从午夜一直运行到早上6点。
票价(2012年4月)
单程：1欧元；10次票：9.3欧元
购买地点：地铁站、一些烟草店(Tabacos)；公共汽车上车后直接
购买，但只能购买单程票。
www.emtmadrid.es

★ Tips: 切勿逃票
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请买票且别忘记在进门的打票机上给车票打上记
号，若遇到工作人员不定期查票，逃票将会被处以罚款20欧元左
右。还有马德里大部分的公交车上都提供免费的WIFI服务。

★ 出租车
马德里拥有15600辆出租车，除了周末、黎明或下大雨的时候，一
般情况下，很容易在城市的主干道上打到车。出租车为白色，前面
会显示绿色的小牌“LIBRE”表示为空车，你可以招手打车。虽然
越来越多的车接受信用卡，但车费一般仍以现金支付。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美洲大道汽车站 Avenida de America
         主要去往北部城市。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6号线至Avenida de America站下车。

Conde de Casal 汽车站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6号线至Conde de Casal站下车。

★ Tips：提前订票
长途旅行最好提前订票，如果是短途都可以到车站直接买，最好提
前查到列车的时刻表。

http://www.madridcard.com
http://www.madridcard.com
http://www.metromadrid.es
http://www.metromadrid.es
http://www.emtmadrid.es
http://www.emtmad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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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里观光巴士 Madrid city tour
马德里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为每天10:00-19:00，观光巴士带着世
界各地的游客穿梭于马德里城市的古老建筑中，带着人们领略这个
城市中最值得一看和最有名的景点。你想要快速的看到这个城市的
全貌，观光巴士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车上有中文的导游讲解。巴士
票分一日和两日的两种，在有效期内可以不限次上下车，有两条路
线可供选择。

运营时间：11月至2月: 10:00-18:00(每间隔14-15分钟/班)；
               3月至10月: 9:00-22:00(每间隔8-9分钟/班)
购买地点：Felipe IV街(Museo del Prado普拉多博物馆旁)；

               Juliá Travel: Plaza de España, 7
               亦可在巴士上直接购票，直接上车，总有空位；
               或通过旅行社购买； 
               或者路边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商店，亦有售观光巴士的票。
票价：成人: 20 欧元/日；24 欧元/两日
         青少年(7-15 岁)、65岁以上老人: 9欧元/日，12 欧元/2日；
         家庭票(2位成人带领2个7至15岁之间的青少年): 50 欧元/日；
         儿童(6岁以下): 免费
24 小时咨询电话：+34-902-024-758
www.madridcitytour.es

★ 夜店
马德里的夜生活丰富多彩是人尽皆知的，也是吸引全世界人们来马
德里的一大原因。所以你怎么也不能错过那美好的夜晚，尤其是在
夏天。当然，即便是在冬天的夜晚，人们依然在街上狂欢着。夜店
分为可以坐下来聊天喝东西的吧(Bar)和放着震耳的音乐的迪厅舞厅
一类。西班牙人喜欢站在街上喝酒，称为Botellon，这是西班牙人
的一大特色，约上几个朋友，买几瓶酒和零食，坐在公园的草地上
或在广场上，聊着喝着，马德里人就是那么简单的快乐着。

夜店大都分布在市中心Sol广场附近，随便顺着一条巷子走，总能找
到你喜欢的。迪厅一类的酒吧聚集在Tribunal(地铁1号线和10号线)
附近比较多，而楚埃卡Chueca区主要是同性恋的聚集地，所以这附
近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同性恋的酒吧。

★ Tips: 马德里式作息
由于西班牙人的作息时间比较晚，人们开始行动的时间是十一点左
右，一点钟达到高潮，所以如果你去的太早，店里基本没有人。

★ 埃尔拉斯特洛跳蚤市场 El Rastro  见地图标识 
景点章节中提到的跳蚤市场，也是适合周日的活动，周日街上几乎所有
的商店都关门，但只有这个地方是最热闹的。

★ 其他
音乐、戏剧、舞蹈等信息可在马德里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查询信
息：www.esmadrid.com

活动
★ 足球比赛
游览皇家马德里队的主场伯纳乌球场(Estadio Santiago 
Bernabéu)，绝对是球迷不能错过的活动。如果你恰逢赛季来到这
里，恭喜你可以买张票进去膜拜一下皇马的精湛球技了。伯纳乌就是
有一种能让人疯狂的魔力，从你一进入，你就已经兴奋不已了。如果
你没赶上比赛也没关系，你可以选择游览球场，参观内容包括：珍贵
奖品陈列室、主席办公室、新闻中心、更衣室和球员通道以及球员在
场外坐的长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9:00；周日和节日10:30-18:30；比赛日除外。
票价：成人19欧元；14岁以下10欧元。售票地点：10号售票处(7号门旁边)
到达方式：地铁10号线Santiago Bernabéu站。
官网：www.realmadrid.com

★ Tips:  球票的购买
一般球赛价格为20欧元起，根据比赛的精彩程度上涨，赛前球场现场购
票，需提前一周。或者在网上订票www.madrid-tickets.net、
www.madrid-tickets.com和www.ticket-finders.com

★ 斗牛
从5月圣伊西德罗节(Feria de San Isidro)一直到10月都是西班牙的
斗牛季。每当这时各位顶级的斗牛士都会云集到马德里拉斯本塔斯斗
牛场(Plaza de Toros Monumental de las Ventas)。这是一座穆
德哈尔风格的外观的宏伟壮丽的斗牛场。

地址：Plaza Monumental de Las Ventas, Alcalá, 237  
到达方式：地铁2号线或5号线至Ventas站下车。
门票：斗牛的门票按座位的位置分成阳面(sol)和阴面(sombra)两
种。斗牛表演开始的前几天可直接去斗牛场的售票处买票，最便宜的
大概5欧元左右，但烈日下站在阳面肯定不太好受。若遇到有名的斗
牛士或者圣伊西德罗节期间最好提前订票。
拉斯本塔斯斗牛场售票处开放时间：10:00-14:00；17:00-20:00
www.taquillatoros.com

         上车时起步费
         每日6:00-22:00：2.05欧元。
周一至周五22:00-次日6:00：2.20欧元。
周六或节假日22:00-次日6:00：3.10欧元。
 
公里计费法
1号计费法：A区(马德里市区)早上6:00至22:00为0.98欧元；
2号计费法：A区22:00至次日早上6:00之间，以及节日B区(马德里
市区外)早上6:00至22:00为1.17欧元； 
3号计费法：B区晚间和节假日为1.17 欧元
补充费用：平安夜和除夕夜的特殊时刻(22:00-6:00)：+6.7欧元；
               火车站和汽车站出口打车：+2.95欧元；
               前往机场：+5.5欧元；
前往胡安卡洛斯公园(FERIAL JUAN CARLOS)：+2.95欧元。

马德里市出租车总站：
地址：Vallehermoso街1号
电话：+34 91-588-9631/+34 91-588-9632
物品遗失：+34 91-588-4348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http://www.taquillatoros.com
http://www.madridcitytour.es
http://www.madridcitytour.es
http://www.esmadrid.com
http://www.esmadrid.com
http://www.realmadrid.com
http://www.realmadrid.com
http://www.madrid-tickets.net
http://www.madrid-tickets.net
http://www.madrid-tickets.com
http://www.madrid-tickets.com
http://www.ticket-finders.com
http://www.ticket-finders.com
http://www.taquillatoros.com
http://www.taquillator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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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在马德里你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首先来到西班牙当然要尝试当地
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西班牙的Tapas小吃。马德里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
惯，那就是随时随地来点小吃。当然你还可以选择餐厅里的套餐Menú，
一般套餐会包括头盘、主菜、甜点和一杯饮料或红酒。

★ 西班牙小吃

Casa Labra 见地图标识 
这是离太阳门广场很近的一家餐厅，餐厅创建于1860年，是品尝吃
传统达帕斯Tapas、炸丸子和鳕鱼的好地方。这些属于在餐前吃的
一些小食品，都叫Tapas(达帕斯)，分量很小。
地址：Calle Tetuán, 12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Sol站下车。
营业时间：每天营业(1月1日除外)。
               酒馆，9:30-15:30；17:30-23:00
               餐厅，13:15-15:30；20:15-22:00
电话：+34-91-531-0081
www.casalabra.es

Cervecería 100 montadito 见地图标识 
这里出售多于100种的 西班牙三明治，即Bocadillo。这是一种面包
中间加各种蔬菜或者肉的菜肴。在这家餐厅，你需要自己填写菜
单，交给柜台付款，然后很快就会有服务员喊到你的名字。
地址：Calle mayor，22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Sol站下车。
消费水平：一个三明治价格在1-2欧元之间，也有套餐可供选择。

★ 世界特色 
阿拉伯餐厅 ARABIA
这是家阿拉伯餐厅，在这里可以直接坐在地板上用餐(当然他们也有
桌子)。装修风格非常的中东，向人们推荐蜜饯胡萝卜Zanahoria 
confitada，和蜂蜜羊肉Cordero con miel。
地址：Calle Piamonte，12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5号线至Chueca站下车。
消费水平：人均25-30欧元左右
电话：+34-91-532-5321 

素食 Al Natural
这是马德里为数不多的一家纯素食餐厅，而且这家餐厅装修风格很具
有异域风情，墙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物照，相对于其他的西餐素食
大多是蔬菜沙拉等简单的做法，这家餐厅的素菜做法多样，还融入了
中东的一些做法和原料，比较新颖，味道不错。

地址：Calle Zorrilla，11
营业时间：午餐1:00-4:00，晚餐8:30-12:00，周日晚上除外。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至Banco de España站(出站后可向路人

询问一下，地点不太好找)。
预订电话：+34-91-369-4709
消费水平：人均25欧元左右。
www.alnatural.biz

住宿
马德里可以提供给游客各个档次的住宿场所，而且你选择住在哪个
区域，会影响你对这个城市的初步印象。比如Sol广场及周边，你体
验到的是繁荣日夜不息的马德里；而拉拉提那区(La Latina)是品尝
达帕斯的好地点；萨拉曼卡区(Salamanca)是奢华雅致的代表；普
拉多大道绝对是喜爱艺术的人的最佳选择；若住在千百莉区
(Chamberí)，你就远离了游客，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吧。

住宿的价格随着淡旺季节而上下浮动。对于马德里来说淡季可能只
有冬季的那一两个月而已。在马德里的经济型酒店一个单人间或标
准间大概40-60欧元左右；中高档的要在80-100欧元左右。也有青
年旅社供想省钱的人们选择。

西班牙青年旅舍网络(REAJ)www.reaj.com，它属于国际青年旅舍
联盟www.hihostels.com

★ 中餐
煜iKE Wok 
Wok自助餐厅在马德里非常流行，不仅中国人喜欢吃，很多外国人也
愿意去。Wok是一种用餐形式，即自助。每家Wok餐厅都会在餐厅
后面加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后缀，Wok里面有各种亚洲食物，还有铁板
烧等。
地址：C/SILVA，18-28004，Madrid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或5号线至Callo站，出站后看到旁
边的麦当劳咖啡(请注意，此站有麦当劳餐厅和麦当劳咖啡，请不要
走错)，继续走进它旁边的一条巷子5分钟就能看到。
消费水平：午餐约9欧元，晚餐约11欧元(不包含饮料)。
营业时间：12:30-16:30，20:00-24:00
电话： +34-915-239-678

亚洲茶 Asia Té
这家餐厅算是马德里比较好的中餐馆，内部装饰不错，配有很有情调
菜品，味道尚佳，算在海外可以吃到的口味不错的中国菜，比较高
端。
地址：Calle De Agustin De Foxa，27
到达方式：地铁1号线或10号线至Chamartín站。
消费：人均20欧元左右

★ Tips：餐厅推荐
马德里更多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可在这里查询到信息：
www.esmadrid.com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购物
说马德里是购物天堂一点都不为过，从二手的小物件到高级时装品牌应
有尽有，主要是确定自己想购买什么类型的商品。

★ 萨拉曼卡区 Salamanca 
首先是萨拉曼卡区(Salamanca)，这里是顶级品牌的聚集地，国际顶级
名牌如LV、CHANEL、HERMES等汇集于此区，主要街道有：
Serrano、Velázquez、Claudio Coello、Lagasca、Castelló、

Hermosilla、Ayala、Goya、Narváez、Conde de Peñalver或José 

Ortega y Gasset。

http://www.casalabra.es
http://www.casalabra.es
http://www.alnatural.biz
http://www.alnatural.biz
http://www.reaj.com
http://www.reaj.com
http://www.hihodtels.com
http://www.hihodtels.com
http://www.esmadrid.com
http://www.esmadr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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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欧盟标准急救电话：112
救护车：061
国家警察局：091
城市信息查询：010  www.madrid.es

★ 治安
总体来说，马德里的治安还是不错的，但在一些主要景点、游客较
多的地方，尤其是地铁上要小心小偷。比如太阳门广场、马约尔广
场、普拉多博物馆和跳骚市场附近都要提高警惕。还有市中心的
Montera大街一直都是妓女和皮条客经常出没的地点。如果是单独
夜行最好避开Lavapiés区，毒品犯罪常发生在这里。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地址：Calle Arturo Soria, 113,  28043，Madrid
办公时间：每周一、三、五上午10:00-13:00
电话：+34-91-519-4242
www.embajadachina.es 　

★ 医疗应急
西班牙具有较好的医疗服务，大街上随处可
见药店Farmacias，通常药店的标识为绿色
的十字。每个区域都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药
店，那里的医师可以给你提供建议并且出售
非处方药。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急救电话
112，救护车电话061。

圣婴儿童医院 Hospital del Niño Jesús 
地址：丽池公园东南角Avenida de Men é ndez Pelayo，65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9号线至Lbiza站下车；或搭乘6号线至
Sáinz de Baranda站下车。
电话：+34-91-503-5900 

公主校立医院 Hospital Universitario de la Princesa
地址： Diego de León, 62, Madrid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5、6号线至Diego de León站下车。
电话：+34-91-520-2200

圣荷西与圣阿德拉红十字医院  Hospital Central de la Cruz 
Roja San José y Santa Adela  
地址：Avenida Reina Victoria 22-26, Madrid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地铁1、2、6号线至Cuatro caminos
站下车。 
电话：+34-91-453-8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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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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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 老字号商店
         在太阳门广场和马约尔广场的周围，还保留着很多老字号的
商店。在马约尔广场旁边的Pontejos街上，集中着一些传统手工
织纺用具的小百货店，刺绣的、羊毛的、各种颜色、粗细、不同质
地的线团在这里应有尽有。有名的黑猫店El Gato Negro(在Plaza 
Mayor，30号)也座落于此，店内出售花色繁多的毛线和棉线。

★ 名品打折街Las Rozas Village
Las Rozas Village这个Outlet商业中心位于马德里西北部，距
市中心30分钟车程，可选择在Moncloa搭乘汽车到达，车票在
2.1欧元左右。这里世界时尚品牌汇聚，大部分为上一季的商
品，常年折扣，折扣可达到60%，有LOEWE、BURBERRY、
Victorio&Lucchino等品牌。

★ Tips: 疯狂折扣季 Rebajas
西班牙每年会出现两次较大的折扣季，冬季的Rebajas在三王节之
后1月初一直持续到2月，夏季的Rebajas在7月初开始持续到8月。

★ El Corte Inglés 商场
El Corte Inglés是马德里街头巷尾都能看到的大商场，像所有大商
场一样货品齐全。你可以在里面买到你所有需要的各种东西，但价
格可能会略高于其他小店。

★ 退税
在马德里购物后，退税商品应为离境前3个月内所购买，且在购买可
退税商品时，别忘记跟店员索要退税凭单。到机场后找到现金退税
点(Global Refund Cash Refund Office)，经过机场的海关退税
柜台加盖印戳(有时要检查所有物品)，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在T4和
T1设有退税柜台，然后在机场内的银行或指定柜台办理退税领取现
金；若是信用卡退款，需将经过海关盖戳的信封投递回店方，店方
将退税款汇入当事人信用卡，等待入账时间较长。

http://www.embajadachina.es/
http://www.madrid.es
http://www.madrid.es
http://www.embajadachina.es/
http://www.embajadachina.es/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m.qy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