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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Ciao - 你好、再见
Buongiorno – 早上好（可用到太阳落山）
Buona Sera – 晚上好   Buona Notte – 晚安
Arrivederci – 再会    Grazie – 谢谢
Salute – 保重     Prego – 不客气
Aiuto – 帮助 / 救命   Mi scusi – 抱歉
Quanto costa ⋯? 多少钱  Ladro – 小偷
Non fa niente – 没有关系
Come si chiama questo/a? – 这个叫什么
Scusi，dove si trova il bagno? 不好意思，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卫
生间？

★ 常见标识
Tabacchi–烟草店：在意大利的烟草店主要销售香烟及邮票，一般
还会销售车票、六合彩、电话充值及一些附属小玩意。
Farmacia–药店：意大利药店价格基本统一，非处方药随时可购
买，处方药需要家庭医生开具证明，另外还有夜间药店
(Notturno)。
Duty Free–免税店: 商店销售免税商品，无法享受退税。
Poste–邮局：付款和寄收信件包裹的地方。明信片寄到国内是2
欧，寄到欧盟国家是1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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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近几年意大利经济不景气，小偷特别多，安全起见，出门最好把
包背在前面。

★ 威尼斯除了在酒店可以拿到粗略的地图，其它地方均需要购买，
最便宜的是火车站外面的Information center。

★ 在威尼斯上厕所是个很大的问题，每次一人需要1.5欧，最便宜的
是火车站1欧，当然游客也可以进去一个咖啡吧喝杯咖啡或者买瓶水
上个厕所，一般都需要消费的。

★ 威尼斯狂欢节期间火车票紧张，建议提早购买，特别是赶最后一
天的游客。

★ 如果时间紧张可不安排丽都岛(Lido)的行程，但每年的8月底9月
初这里有一年一度的电影节。

★ 去彩色岛的话，尽量早上去，因为需要在玻璃岛换船。

★ 网络预订威尼斯交通票，需要注意：取票时间就是交通票的生效
时间，请算准出游时间。

★ 主岛多为石头路，建议背个轻便的背包，而不是拖拉杆箱。

★ 冬天威尼斯雨水较多，建议穿防水的大衣和鞋子。 

★ 乘坐贡多拉需要注意的是，一辆船最多可坐6人，淡季价格是80
欧每船，旺季价格是150欧每船。

★ 威尼斯主岛小巷较多，很容易迷路。找路时可查看圣马可广场指
向标或者跟随人流前往景点。

★ 乘坐水上公共交通船请注意行驶方向和具体往返时间表。

作者：liviaxiao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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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城市速写
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镇之一，一座建立在水上的城市。由
118个小岛组成，并以177条水道、401座桥梁连成一体。威尼斯
有“水上都市”、“百岛城”、“桥城”之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
的广场之一“圣马可广场”，有美丽的大运河，浴火重生的凤凰歌
剧院，徐志摩笔下忧伤的叹息桥，美得令人窒息的回廊，这里是威
尼斯画派的发源地，还是多部电影片段的拍摄地，音乐大师理查德
·瓦格纳在这里与世长辞，她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气质让每一个到访
的人都如痴如醉，不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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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 圣马可大教堂 Basilica San Marco 见地图标识  
位于圣马可广场，是公元829年威尼斯商人们为了将圣马可(马可福
音的作者)运回威尼斯所建造的，整个教堂采用拜占庭式建筑风格，
结合了东西方建筑精华，内部装饰了很多拜占庭风格的马赛克装饰
画，教堂的祭坛下面就是圣马可的墓。教堂还有付费参观的博物
馆、回廊及黄金祭坛。

地址：Piazza San Marco，30124 Venezia
到达方式：跟着Piazza San Marco标志步行可到；乘坐水上巴士 
到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站。
教堂开放时间：冬令时9:45-17:00，周日及节假日14:00-16:00;             
夏令时9:45-17:00，周日及节假日 14:00-17:00。
博物馆开放时间：9:45-16:45。
回廊/黄金祭坛开放时间：冬令时9 : 4 5 - 1 6 : 0 0，夏令时
9:45-17:00。
门票：教堂免费；博物馆每人5欧、团队每人2.5欧(最少15人)；回
廊每人2欧、团队每人1欧(最少15人)；黄金祭坛每人3欧、团队每
人1.5欧(最少15人) 。 
www.basilicasanmarco.it

★ Tips: 进入教堂的着装要求
不可以穿短裤(以膝盖为准)、背心，背包不可入内，请提前在教堂的
左边存放。

★ 圣马可广场 Piazza San Marco 见地图标识  
威尼斯的市中心，位于圣马可教堂前，是每个旅游客必到之处。广
场石柱上的雄狮为威尼斯守护神，另外圣马可大教堂、杜卡雷宫
殿、科雷尔博物馆、新政厅、四角形钟楼都坐落于广场之上。

地址：Piazza San Marco，30124 Venezia
到达方式：跟着Piazza San Marco标志步行可到，乘坐水上巴士 
到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站。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
门票：免费

★ 威尼斯钟楼 Campanile 见地图标识  
耸立在圣马可广场上，这座高98.6米的钟楼建于15世纪末期，是威
尼斯的城市坐标及广场建筑群空间构图的重心。站在钟楼，自顶端
俯瞰可尽情观赏威尼斯全貌，甚至可远眺阿尔卑斯山。另外在整点
时会五钟齐鸣。

地址: Piazza San Marco，30124 Venezia
到达方式: 跟着Piazza San Marco标志步行可到，乘坐水上巴士到 
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站。
开放时间: 冬令时9:30-15:45，夏令时9:00-17:00；10月 

    当地人生活
现在生活在威尼斯的当地人只有老人及旅游业者，老人一般为退休
工人, 平时会在咖啡吧和朋友聊天打牌，但是周末在外地工作的亲人
会回家团聚，像中国人重视亲情一样。他们平时喜欢冬季到附近的
山上滑雪泡温泉，夏天喜欢到海边享受阳光，另外一年一度的嘉年
华(狂欢节)是威尼斯人引以为傲的活动，每年2月底人人都会参与。

9:00-19:00 闭馆时间：12月25日、1月1日。
门票：每人8欧, 团队每人4欧(最少15人)。
palazzoducale.visitmuve.it

 ★ 公爵宫 Palazza Ducale 见地图标识  
公爵宫又名威尼斯总督府，建于814年，是一座拜占庭式建筑，但
由于遭遇过多次火灾，现在的建筑物为建于15世纪的哥特式建筑，
临河的南面和朝向小广场的西面均长70多米。下面两层白云石的尖
卷列柱长廊，具有浓厚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入口处在寺院的右边，
珍宝馆的背面。内院有16世纪初建造的“巨人梯”。30级的大理石
台阶上部竖立着战神和海神的巨大雕塑。楼内有一“金梯”，因两
旁是涂金墙壁，顶有华丽壁画，故得其名。主要厅室有：地图厅、
四门厅、会议厅、十人厅、元老厅和大会议厅等。室内装饰主要以
油画、壁画为主，加以大理石雕塑和木雕。宫内名画极多，如维罗
内塞的《威尼斯的胜利》、堤埃坡罗的《海神向威尼斯献礼》等优
秀的绘画装饰。其中在二楼的大评议员会议室中的丁托雷托作的
《天堂》长22米，宽７米，取材于但丁的《神曲》，画中有700多
个人物，被喻为世界最大的油画。宫内还陈列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
各种兵器。另外从这儿下楼梯就到了“叹息之桥”(Ponte dei 
Sospiri)。

地址: Piazza San Marco，30124 Venezia
到达方式: 跟着Piazza San Marco标志步行可到，乘坐水上巴士到 
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站。
开放时间：冬令时8:30-17:30，夏令时9:30-19：00；提前1个小
时禁止入内，闭馆时间：12月25日、1月1日。
门票：每人16欧，14岁以下、欧盟学生、威尼斯卡(套票票价包括
科雷尔博物馆 Museo Correr)每人8欧。
palazzoducale.visitmuve.it

★ 叹息桥 Ponte dei Sospiri 见地图标识  
在总督府的后面，以前这里是犯人经过总督府通往后面监狱的必经
之桥，因为犯人经过此桥时常忏悔而叹息而得名。游览时间同公爵
宫。另外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在外观看，其实就是一座封闭的桥
梁，连接公爵宫及牢房。

★ 科雷尔博物馆 Museo Correr 见地图标识 
在这里可以体验威尼斯的艺术和历史发展历程。1830年由
Teodoro Correr负责收集博物馆的各种捐赠。博物馆馆藏通过礼
品、承购和捐赠快速增长, 从而构成了威尼斯民俗博物馆富有和多样
的收藏品。博物馆的历程从拿破仑时代开始, 这个新古典主义的宫殿
在共和国(1797年)衰败之后成为法国和意大利国王(1866年)的威尼
斯式皇家宫殿。在宽敞和肃穆的大厅里展示着威尼斯式的文明和多
种多样的古老艺术收藏。

地址: Piazza San Marco n.230124 Venezia
到达方式: 跟着Piazza San Marco标志步行可到，乘坐水上巴士到 
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站。
开放时间: 冬令时10:00-16:00，夏令时10:00-18:00；闭馆时间：
12月25日，1月1日。
门票：每人16欧，14岁以下、欧盟学生、威尼斯卡(套票票价包括
公爵宫)每人8欧。
correr.visitmuve.it

http://www.basilicasanmarco.it
http://www.basilicasanmarco.it
http://palazzoducale.visitmuve.it
http://palazzoducale.visitmuve.it
http://palazzoducale.visitmuve.it
http://palazzoducale.visitmuve.it
http://correr.visitmuve.it
http://correr.visitmuv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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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屋 Galleria Franchetti alla Ca'd'oro 见地图标识 
   威尼斯最杰出的哥特式建筑，建于1440年，铂金的外观曾被称
为“黄金宫殿”，现逐渐变成Franchetti美术馆，收藏了威尼斯从
14世纪到18世纪的绘画珍品，集欧洲绘画艺术之大成。

地址：Cannaregio n.3932 (Strada Nuova)Venezia
到达方式：跟着Piazza San Marco标志步行可到，乘坐水上巴士到 
Ca'd'oro 站。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8:15-19:15，周一8:15-14:00；提前半个小
时禁止入内 闭馆时间：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
门票：每人8欧，持有欧盟学生、威尼斯卡每人6欧，18岁以下、
65岁以上、欧盟建筑学/文化系/自然科系的大学生免费。
www.cadoro.org/sito/home.html

★ Tips：金屋门票预定
可以在官网预定门票，但是需要1欧的手续费。

★ 雷佐尼可宫 Ca'Rezzonico 见地图标识 
曾经是诗人布朗宁(Robert Browning)去世前的住所，如今是一座
著名的博物馆。2001年6月30日雷佐尼可宫(Ca'Rezzonico)在修整
之后重新开放。宫殿修缮的时间非常长，第一个修缮计划源自1979
年，7年中耗费230亿里拉，使壁画、房间和楼廊都恢复到18世纪
时期的辉煌。雷佐尼可宫最早由罗根纳(Baldassarre Longhena)在
1649年建造，并由Giorgio Massari于1750年最后建造完成。
1712年由热亚纳的雷佐尼家族所买下，十九世纪卖给了布朗宁。这
栋18世纪壮丽的贵族宫殿曾在1935年被市政当局用来自于科雷尔
博物馆(Correr Museum)馆藏的家具、雕刻、幔帐、壁画等重新装
饰。雷佐尼可宫拥有许多18世纪的挂毯、漆器和椅子以及卡纳莱托
(Cana l e t t o )、卡列拉(Rosa l b a Ca r r i e r a )、提也波洛
(Giambattista Tiepolo)、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等著名画家
的艺术作品。

地址： Fondamenta Rezzonico，Dorsoduro 3136
到达方式：乘坐水上巴士到Ca'Rezzonico站。
开放时间：冬令时10:00-16:00，夏令时10:00-17:00；闭馆时
间：12月25日、1月1日、5月1日。
门票：每人8欧，学生6岁至25岁每人5.5欧，出生与住在威尼斯的
人、5岁以下小孩免费。
carezzonico.visitmuve.it

★ 里亚托桥 Ponto Rialto  见地图标识 
在威尼斯有400多座桥，通往市中心的里亚托桥最为有名，又名商
业桥，它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筑成，是威尼斯的象征。大桥长48米，
宽22米，离水面7米高，桥两头用12000根插入水中的木桩支撑，
桥上中部建有厅阁，横跨在大运河上。里亚托桥建于1180年，原先
是一座木桥，后改为吊桥。在1444年的一次庆典中，因不堪重负，
大桥折断。1580-1592年，改建为现在的石桥。桥顶有一浮亭，两
侧是20多家卖首饰商店的商店和卖纪念品的小摊，是威尼斯最重要
的商业区之一，曾作为欧洲的商业中心达300年之久。莎士比亚的
名剧《威尼斯商人》就是以这里为背景。 

地址：Porto Rialto，30100 Venezia
到达方式：跟着Rialto标志步行可到，乘坐水上巴士到Ponte Rialto站。

★ 安康圣母教堂 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见地图标识 
典型的威尼斯巴洛克建筑，在1630年黑死病肆虐之际，共和国政府
决定兴建此教堂献给圣母玛利亚。由著名设计师巴达萨雷·隆格纳
设计，正式落成于1687年。顶着巨大圆顶的正堂为正八角形，周围
有六座礼拜堂环绕着。面对着主祭坛的圣器室内有描绘旧约圣经故
事的壁画《大卫和哥利亚》，由提香创作的顶棚画及丁托列多的
《迦纳的婚礼》等都是值得一赏的艺术佳品。

地址：Dorsoduro 1， 20123 Venezia
到达方式：乘坐水上巴士到Salute，1号线。
开放时间：每天 9:00-12:00，15:00-17:30 。
弥撒时间：周一至周五 16:00，节假日11:00。
门票：免费
www.seminariovenezia.it/informazioni

★ 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Gallerie dell'Accademia 见地图标识 
威尼斯美术学院，集哥特式、希腊神庙和新古典主义多重风格于一
体，自建校以来，经历了250多年。威尼斯美术学院放弃过其学院
历史旧址，但却收集和保存了学院艺术画廊遗产的完整性，后迁址
于修复过的古建筑中。其学院美术馆是欧洲绘画艺术的集大成之
地，收藏有乔尔乔内、乔瓦恩尼、贝利尼等14世纪到18世纪的威尼
斯画派托斯卡那派画家的作品。此外，还收藏有提香未完成的《圣
母哀痛耶稣画像》等意大利美术的杰作。

地址：Dorsoduro 1050, 30100 Venezia
到达方式：乘坐水上巴士到 Accademia站。
门票：每人11欧，18-25岁欧盟人、教授每人8欧，18岁以下65岁
以上、欧盟学生、博物馆职员、ICOM人员、记者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 8:15-14:00，周二-周日 8:15-19:15；提前45分
钟禁止入内，闭馆时间：12月25日、1月1日、5月1日。
www.gallerieaccademia.org

★ Tips：美术学院门票预定
门票可以在官网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订，但需加1欧的预订费，另外
一些节日会有优惠，预订前建议关注官网。比如2月14日情人节有
买一送一的优惠、3月8日妇女节女士免费等等。

★ 威尼斯外岛： 丽都岛 Lido、玻璃岛 Murano、彩色岛 Burano
丽都岛 Lido 
威尼斯最大的外岛，每年的8月底9月初是大腕云集的星光宝地，一
年一度的威尼斯电影节就在此举行，运气好的话，你将会见到国际
影星，平时是个比较安静的岛屿。
到达方式：水上巴士1、4、5 .1、5 . 2、6站，去程时间：
5:00-00:15，回程时间：6:00-00:00 请按照自己的出发站看好时
间，因为去丽都岛还是有很多班船次的。

玻璃岛 Murano
是世界闻名的玻璃制品生产地，工艺独一无二，最广泛流传的是玻
璃的吹气功。岛上还有一个玻璃博物馆，可参观各色各样的玻璃制
品，其中以14、15世纪的玻璃制品最为著名。
到达方式：水上巴士路线 4.1 站名Murano Colonna 或者 
Murano Faro ，时间 6:15-20:15(每小时15、35、55发船)。
直达航线：水上巴士路线 3号 站名Murano，去程时间：
6:20-18:10， 回程时间：7:14-18:44。起始站位于罗马广场
Piazzale Roma-火车站-Murano, 因为murano有多个站台，所以

http://www.cadoro.org/sito/home.html
http://www.cadoro.org/sito/home.html
http://carezzonico.visitmuve.it
http://carezzonico.visitmuve.it
http://www.seminariovenezia.it/informazioni
http://www.seminariovenezia.it/informazioni
http://www.gallerieaccademia.org
http://www.gallerieaccadem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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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在威尼斯有2个游客中心，一个在威尼斯火车站出口的右边，另外一

个在圣马可教堂对面的左面。游客中心可以购买威尼斯交通票，景

点预定，及购买地图2欧。

★ 地图

在威尼斯一般的酒店可以领取免费的粗略地图，另外在烟店或者礼

品店可以购买，其中以游客中心购买最为便宜，虽然标价2.5欧，但

是现在售价2欧。

        到了目的地请看好回程站台的时间。

彩色岛 Burano
以岛上各式彩色的房屋而得名的，房屋色彩非常绚丽。
到达方式：去彩色岛需要在玻璃岛转船，所以主要看好去玻璃岛的
时间，然后要从玻璃岛(Murano Faro)站坐12路水上巴士到
Burano，去程时间: 7:19-15:49，回程时间: 6:16-16:26。

路线
★ 一日游路线推荐
如果只有一天时间游威尼斯，建议以圣马可广场为目的地，从火车
站步行，途经Frari教堂，Rialto桥再到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
公爵宫、叹息桥，再在马可广场坐船去玻璃岛。
优点：基本可以参观到威尼斯的主要景点。
缺点：走马观花。

★ 二日游路线推荐
第一天：以圣马可为目的地，从火车站步行，起先以Rialto桥为第一
目的地，请往Santa Maria della Salute，途经Chiesa dei Frari，
美术馆、Santa Maria della Salute，再折回往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圣马可教堂、公爵宫、叹息桥，傍晚可以坐贡多拉游

览威尼斯运河。

第二天：早上在火车站门口坐水上巴士去玻璃岛，中午在玻璃岛坐
船去彩色岛，下午彩色岛回圣马可广场，上钟楼看傍晚威尼斯的晚
霞，晚上可以去凤凰剧院看歌剧或者去博彩场所小玩几把碰运气。
优点：悠闲的游览威尼斯。
缺点：连着两天徒步会有点小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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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威尼斯地处意大利东北边，冬季较短，一般从11月下旬开始降温到
隔年3月下旬，平均温度会在5度左右，早晚温差大，夏季较为炎
热，每年的4月-6月跟9月-11月旅游最为舒适。另每年的2月中下旬
是威尼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面具节)温度最高会在10度左右，建议
一定要来参加一次。

★ 节日

元旦 Capodanno 1月1日 这天除了少数餐厅，一般景点跟商店都
会关门，你会在这天感受到安静的威尼斯。

主显日 Epifania 1月6日 传统节日，是纪念耶稣在降生后首次面
世，一般景点及商店不会关门。

复活节假期 Pasqua 4月8日-4月9日 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日，象征
重生与希望，是纪念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事迹，一般
为2天的假期。

解放日4月25日、国庆节6月2日 这两天是法定节日，但是威尼斯
做为旅游城市，不像罗马跟米兰有大规模的游行，景点跟商店一般
不关门。

圣诞假期 Natale 12月25日-12月26日 是一个传统节日，是庆祝
耶稣降生的庆祝日，教堂通常会在24号晚及25号凌晨举行夜弥撒，
除了少部分餐厅，其他都关门。

威尼斯双年展 La Biennale di Venezia 6月-11月
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艺术节，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其中
包括：每年的威尼斯电影节(Cinema)、艺术展(Arte)、建筑展
(Architettura)、舞蹈展(Danza)、音乐展(Musica)、戏剧(Teatro)
等等。今年的展出有国际电影节(8月29-9月8)、建筑展(8月29-11
月25)及舞蹈展(6月8-6月24)，后两个是需要付费的展馆，另外其

它展都是两年一次的展出，时间都不确定，具体时间请关注官网 
www.labiennale.org/it/architettura/index.html
票价： 每人20欧，小于26岁每人12欧。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10:00-18：00，闭馆时间：周一。

威尼斯嘉年华(面具节) Carnevale di Venezia
2013年1月26日-2月12日 
最浪漫、最华丽的、世界最大嘉年华之一，每年大致都在2月举行为
期2周的化妆盛会。不管你已经准备好参与或一头雾水，走在威尼斯
巷口，浓厚的化妆气氛会让你忘我在中世纪广场。节日期间，艺术
学院的学生会在火车站口帮大家化彩妆，一般化半边脸需要5欧，当
然也可以自己选择买个面具戴上，结束后可以带回家做纪念。今年
的主题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装扮，不管你走在哪个小巷、哪个广场、
哪个小桥上你都会看到各色各样丰富精致的装扮，他们都是来至威
尼斯本土的面具世家。主要节目都安排在圣马可广场，节假日期
间，广场中间会贩卖食品及饮料，还有威尼斯特别为嘉年华准备的
热酒，一杯2欧。另外在下午3点后，圣马可广场会举行介绍会及走
秀还有一些演唱会，最后一天也是节日高潮，从下午3点开始在圣马
可广场会有一场盛大的比赛，选出年度最美最精致装扮。
2013年的时间表www.carnevale.venezia.it

         ★ 电话

         威尼斯火车站还保留着用硬币打电话的机器，如果是为了联

系酒店或联系朋友等，均可以拨打，不过此类的电话机只接受10欧

分以上的硬币，不接受纸币。如果在意大利旅游时间较长可以办理

一张本地电话卡。意大利目前有4大电信及一个专门拨打中国的电话
的天天电信。TIM、VODAFONE、WIND、3G，这4家公司是意大

利主要的通讯公司，一般城市都会找到他们的受理点，办理业务只

需带上你的护照。比较推荐的是TIM通讯公司，虽然各个公司都推出

了0.02欧拨打中国的业务，但是TIM公司有以下优势：1.意大利最

大的通讯公司；2.覆盖整个意大利，信号较强；3.可以100%收到国

内短信；4.网络套餐非常优惠。现在TIM公司推出一种专门拨打中国

的业务叫Tim senza limite international，目前拨打中国为0.02欧

一分钟，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接通后另收接通费0.16欧，另外现在

TIM公司还推出了一个上网套餐是以一周为基准，一周250兆/2.5欧

或者一周500兆/5欧。

★ Tips: 专拨中国的电话卡

天天电信Daily Card，是在意大利的华人发明的专门拨打中国电话

的电话卡，SIM卡功能同上，优点是专门拨打国内。5欧可以拨打

250分钟，10欧可以拨打500分钟，缺点是不能用于网络。

★ 网络
威尼斯公共场所一般都没有免费无线网络，市中心的麦当劳也没开放
wifi，旅客可以在www.veniceconnected.com上购买上网卡，有电脑
或智能手机就可上网，原价8欧，在网站购买只需5欧可使用24小时。

★ 货币帮助
兑换

来意大利旅游最好在国内以每天50欧至100欧的消费额换取，毕竟

旅客不可能带着人民币，一些小店跟景点还只能接受现金的。

银联
来意大利旅游，现在取欧元已不是问题，在意大利unicredit银行的

取款机上用银联借记卡就可以直接取款，一次最多500欧元，但是

同时可以操作多次，来旅游之前主要需要查询国内银联卡境外取款

的手续费。

刷卡

在意大利一般的商店都是可以刷visa卡跟master卡的，各别小店除

外。现在为了吸引中国游客，一般大型的商场也都可以直接刷国内

银联借记卡。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付款跟寄收信件包裹的地方，不过因为现在烟店可
以购买邮票，所以变得不是特别重要，在意大利(包
括威尼斯)寄明信片到国内是2欧，到欧盟是1欧。
填好写好后直接把信投入邮寄外面的红桶邮寄，左
边为本市、右边是其他邮寄。

http://www.labiennale.org/it/architettura/index.html
http://www.labiennale.org/it/architettura/index.html
http://www.carnevale.venezia.it/index.php
http://www.carnevale.venezia.it/index.php
http://www.veniceconnected.com/
http://www.veniceconnec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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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威尼斯凤凰歌剧院 Teatro la Fenice  见地图标识 
又名不死鸟大剧院，建立于1792年，是威尼斯最主要的歌剧院，也

是欧洲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在它220年的历史中，见证了无数个

传奇时刻。耳熟能详的歌剧《茶花女》、《弄臣》以及《塞米拉米

德》、《卡普莱蒂与蒙泰奇家族》(罗密欧与朱丽叶)及罗西尼和贝利

尼早期的剧目都是一百多年前在这个歌剧院首演的。几乎所有重要

的作曲家和指挥大师也都在这里指挥过重要的歌剧演出，例如理查

德·瓦格纳、理夏·施特劳斯、卡拉扬、伯恩斯坦、阿巴多、穆

蒂、小泽征尔等。 

地址：Campo S.Fantin 1965, 30124 Venezia

到达方式：乘坐水上巴士到 Santa Maria del Giglio站。
开放时间：按照歌剧、话剧安排；购买门票时间是10:00-17:00。

门票：网络预订www.teatrolafenice.it或者www.geticket.it

 www.teatrolafenice.it

市内交通 
威尼斯因为不能通车，所以没有地铁、没有公
交车，唯一的一个车站叫罗马广场(Piazzale 
Roma)外来车辆或者机场大巴都停留此处，这
里有一个8层的停车楼方便给开车来旅游的人，
但是停车费较贵，天票是24欧至26欧。所以交通方式建议在石板路
上步行，或者乘坐运河上的水上巴士(Vaporetto)。在威尼斯坐水
上巴士建议买按时间段的交通卡，可通往威尼斯四通八达的岛屿。

★ 公共交通卡
威尼斯卡(Venice Card)是为旅客准备的旅游卡。7天有效期(连续)
从买卡那刻开始到第七天的00点，持威尼斯卡90%的博物馆可免费
参观，还可免费上厕所。票价：6岁至29岁29.9欧、30岁以上39.9
欧，圣马可广场票24.9欧。

Rolling Venice Card仅提供给14-29岁的年轻人，价格4欧，购
买之后可以得到各种优惠，比如交通卡方面的优惠购买。

普通交通卡
市内交通：单次7欧、12小时18欧、24小时20欧、36小时25欧、
48小时30欧、72小时35欧、7天50欧。
加单程机场5号线增加4欧；加机场来回5号线增加8欧；
www.venicecard.it

★ Tips：公交卡购票需知
在官网提前一周预订会有折扣，取票点都在重要的交通枢纽的窗
口，名称是“HelloVenezia”，地址：主岛火车站外、飞机场、罗
马广场等等，需注意的是取票时间就是交通卡的生效时间，如果是
12小时票，在中午1点取票，有效期就是到凌晨1点到期。

★ 水上出租车
在威尼斯最贵的交通工具应属水上出租车，一段10分钟的车程就需
要80欧，他不像陆地出租车按表计算，而是一口价，以目的地为
主，最方便的是如果你定的酒店在主岛，它可以直接载你到你下塌
的酒店，主要景点都有它的站台。

    城际交通
★ 机场 见地图标识 

✈ 威尼斯马可波罗机场 Venezia Marco Polo Airport，VCE

威尼斯马可波罗机场距威尼斯主岛12公里，威尼斯内陆10公里，国际

国内多趟航班在此起降，如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等。

www.veniceairport.it

到达方式：

大巴:  ATVO Air Termina 起始站是威尼斯罗马广场(Piazzale  

Roma)，靠近威尼斯主岛火车站(Santa Lucia)10分钟路程。

车程20分钟，票价: 单程5欧，往返9欧。时间: 5:00-21:20(每小时

2班次分别在20与50)，回程时间: 7:50-23:50，每小时2班分别在

20与50，正确时间请关注 : 官网的表格

ATVO Fly Bus 起始站威尼斯内陆火车站(Venezia Mestre)，车程

17分钟。票价：单程5欧。 时间：5:20-22:17，每小时大致3班
车，除早晚2小时内每小时一班。回程时间: 6:06-0:20，每小时大

概会有2至3班车次。

时间表: 官网的表格

公交车： ACTV 5路车起始站是威尼斯罗马广场(Piazzale Roma)

靠近威尼斯主岛火车站(Santa Lucia)10分钟路程。车程25分钟，

票价: 可用威尼斯交通卡，详情请看交通篇。 时间: 4:40-0:40(除

8:10-21:55每小时4班车分别在10、25、40、55)，其它运营每小

时大概1至2班，回程在4:08-1:10班次时间与去程相同。注意：节

假日会没有早班车。请查看时间表

ACTV 15路车起始站是威尼斯内陆火车站(Venezia Mestre)，车程

35分钟，时间：6:45-20:15，半小时一班，回程：5:45-20:15，

每半个小时一班。 请查看时间表

陆上出租车：威尼斯主岛禁止汽车通行，所以威尼斯主岛的全部车

停在罗马广场(Piazzale Roma)，机场到罗马广场(Piazzale Roma)

大约30欧。

水上出租船：如果你的酒店是在主岛的话，水上出租船是个最方便
到达的方式，但是价位非常高的，比如一段15分钟的车程需要自付

80欧的出租船费。

★ 火车 见地图标识 

威尼斯主火车站 Venezia Santa Lucia
威尼斯分为内陆与海岛两个火车站，威尼斯Mestre与威尼斯Santa 
Lucia。Mestre是威尼斯内陆火车站，为内陆中转火车站，很多火
车如果路经威尼斯都经停此站。Santa Lucia是威尼斯主岛火车站，
距离内陆火车站5分钟的车程，可用威尼斯交通票，去威尼斯的朋友
要看好票上最后的目的地。

★ Tips: 火车购票需知
可提前7天在意铁官网：www.trenitalia.it 购买折扣票(意大利境内
折扣票的名称是Mini，国际折扣票的名称是Smart)。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http://www.teatrolafenice.it
http://www.teatrolafenice.it
http://www.teatrolafenice.it
http://www.geticket.it
http://www.geticket.it
http://www.teatrolafenice.it
http://www.teatrolafenice.it
http://www.venicecard.it
http://www.venicecard.it
http://www.veniceairport.it/
http://www.veniceairport.it/
http://www.atvo.it/images_doc/linee/Linea_35_(dal_25.03_al_27.10.2012.pdf
http://www.atvo.it/images_doc/linee/Linea_35_(dal_25.03_al_27.10.2012.pdf
http://www.atvo.it/images_doc/linee/Linea_35_b__(dal_25.03_al_19.05.2012).pdf
http://www.atvo.it/images_doc/linee/Linea_35_b__(dal_25.03_al_19.05.2012).pdf
http://www.actv.it/pdf/urbano/U-5.pdf
http://www.actv.it/pdf/urbano/U-5.pdf
http://www.actv.it/pdf/urbano/U-15.pdf
http://www.actv.it/pdf/urbano/U-15.pdf
http://www.trenitalia.it
http://www.trenital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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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说起威尼斯，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贡多拉，而事实上在意大利菜谱
里，威尼斯菜也是颇负盛名的，如墨鱼面(Spaghetti con sepia 
nera)、豌豆调味饭(Risotto con Piselli)、龙虾面(Spaghetti al 
scambio)、海鲜(Frutti di Mare)等等都是不容错过的。

早餐：意大利人早餐不像北欧人那么油腻，那么丰富。在威尼斯，
大街小巷都可以找到咖啡馆(Bar)，传统的意式早餐就是随便点杯咖
啡，再点一个牛角包(Croissant)。一般咖啡在1欧左右、卡布奇诺
1.5欧左右，牛角包1欧左右，但是相对火车站这类的地方会稍微贵
一些。

咖啡：咖啡是意大利人非常引以为豪的事，对于他们来说除了意式
咖啡，其他咖啡都不值得一提，所以在威尼斯你是不会看到有星巴
克。威尼斯人喜欢喝咖啡，特别是意式浓缩咖啡。下面是几种比较
多人喝的咖啡种类：Café Espresso 意式浓缩咖啡(最实惠大概0.8
欧上下)、Café Macchiato 咖啡玛奇朵(咖啡加牛奶，小杯的，一般
价格跟意式浓缩一样)、Latte Macchiato 牛奶玛奇朵(牛奶加咖
啡，大杯，大概2欧上下)。

甜点：说起甜点很多人第一想到就是提拉米苏Tiramisu或者冰淇淋
Gelato，威尼斯也不例外。满大街小巷的冰淇淋店Gelateria，各色
的口味，让人回味。

住宿 
威尼斯是意大利住宿最贵的城市之一，一般酒店淡季单人间每夜80
欧起，双人每夜120欧起，旺季带独立卫生间的双人间每夜150欧
起, 多数旅店提供简单的早餐。另外很多旅馆全年价格不调整，少数
在淡季打折。

         ★ Casino'di Venezia 见地图标识  
         意大利是个天主教国家，赌是不被允许的，而威尼斯却是个

例外，这里保存着世界最古老的博彩娱乐场所及一流的从业人员。

三十年代末，威尼斯的博彩娱乐场所诞生于丽都长堤金沙滩上。威

尼斯大运河高贵典雅的两岸于五十年代被列为老城区，而位于丽都

的博彩娱乐场所则同样成为接待游客、休闲娱乐和文化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1999年卡诺凯拉宫(Ca' Noghera)开业，它是意大利第

一个美式博彩娱乐场所。

地址： Palazzo Vendramin Calergi，Cannaregio 2040，

30121 Venezia

到达方式：罗马广场 Piazzale Roma从14:50开始每10分钟有一班
免费的班车。

开放时间：周日-周四11:00-02:45，周五-周六11:00-03:15。

门票：5欧，如果购买10欧的门票(除节假日前一晚外，可兑换10欧

的筹码及自付停车票)，也可向酒店索要赠送的入场券。

www.casinodivenezia.com/ch/default.jsp

★ 贡多拉 Gondola 

威尼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船，是长约12米，宽约1.7米的黑色平底

船。装饰华美，两头高翘呈现月牙形，由一位船夫站在船尾划动。

几世纪以来，贡多拉都是威尼斯市内主要的交通工具，现如今它已

经成为了威尼斯旅游业的一大特色，穿行于市内的主要水道和威尼
斯的其他小岛。在威尼斯主要景点都有贡多拉渡口：火车站、里亚

托桥、圣马可广场、美术学院等等。一般价位是每船80欧起，每船

最多可坐6人游览40分钟。从圣马可广场坐船经过叹息桥走卡农尼

卡河道(Rio Canonica Palazza)、从圣马瑟门口坐船走圣马瑟河道

(Rio San Moise)或者在火车站门口是推荐的游览路线。

★ 当地特色

Kori Grill – Pizzeria Mopi S.R.L 见地图标识  
是一家在威尼斯非常有名的意大利pizza店，里面有几十种pizza，
虽然说拿坡里的pizza很有名，但是每个地方还都有他们特色
pizza，像威尼斯的贝类海鲜匹萨就是不错的选择，比如海鲜匹萨
(Pizza con Frutti di mare)、淡菜匹萨(Pizza a Cozze)等大概在
10欧左右。另外他们也可以做墨鱼面(Spaghetti con sepia 
nera)。
地址：280, San Marco, Venezia
电话: 041-5209896
营业时间：11:00-22:00
人均消费：20欧

Ristorante Al Chianti SNC di Vanuzzo Paolino & C. 见地
图标识  
也是一家本地餐，靠近圣马可广场。
地址：655, San Marco, Venezia
电话： 041-5224385
营业时间：午餐-晚餐
人均消费： 20欧

La Zucca 见地图标识  
这是一家小型餐厅，擅长将各种时令蔬菜烹制成美味佳肴，同时还
有兔肉和野禽肉菜，乡村风味的食品一应俱全，服务热情，但需要
提前预定。

地址： San Giacomo dell'Orio， Santa Croce 1762, Venezia

电话： +39 041 5241570
营业时间：午餐-晚餐
人均消费： 40欧以上

Pizza ai Volo 见地图标识  
一家在威尼斯来说算物美价廉的餐厅，主要是做匹萨，每片大概2欧
起，整个匹萨大概5欧~6欧起。
地址： Campo Santa Margherita， Dorsoduro 2944, Venezia
电话： +39 041 5225430
营业时间：午餐-晚餐
人均消费： 10欧

★ 中餐

天津中餐馆 Ristorante Cinese Tian Jin snc 见地图标识  
中餐，顾名思义是按照意大利人口味而作变动的中餐，所以来这边
吃饭的游客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如果实在吃腻西餐才不能不吃中餐
再决定来吃吧。
地址： San Polo 649， Venezia
电话：+39 041 5204603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1:30-23:00
人均消费：15欧

http://www.casinovenezia.it/ch/casino_sedi_dettaglio.jsp?id=31
http://www.casinovenezia.it/ch/casino_sedi_dettaglio.jsp?id=31
http://www.casinovenezia.it/ch/casino_sedi_dettaglio.jsp?id=37
http://www.casinovenezia.it/ch/casino_sedi_dettaglio.jsp?id=37
http://www.casinovenezia.it/it/casino_sedi_dettaglio.jsp?id=37
http://www.casinovenezia.it/it/casino_sedi_dettaglio.jsp?id=37
http://www.casinodivenezia.com/ch/default.jsp
http://www.casinodivenezia.com/ch/default.js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22%20%5C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22%20%5C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B9%22%20%5C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B9%22%20%5C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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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威尼斯虽然不如米兰、罗马、佛罗伦萨这些大城市品牌多，但是在
圣马可广场周边也是大牌云集，像Louis Vuitton、Bottega 
Veneta、Chanel、Hermes的旗舰店都可以找到。另外每年1月及
7月是意大利全国性的打折季，喜欢购物的朋友不容错过，一般大牌
都是5折到7折，普通商品可打至3折。另外如果想在威尼斯购买玻
璃制品或者面具，从主岛火车站Santa Lucia到以圣马可广场为中心
的小巷里处处都是纪念品店，随处可以购买，建议货比三家，当然
如果像买精致的面具，这里有些商店的价格也是不菲的。

★ 百货公司
COIN
意大利连锁百货公司，经营范围有二线品牌的服装、鞋帽、化妆
品、家用商品等等。
地址： Cannaregio 5787， Venezia
电话：+39 041 5203581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 9:30-19:30，周末11:00-19:30；五月周末
都营业，可在官网查询意大利其它城市的Coin地址。
www.coin.it/jsp/it/index/index.jsp

★ 纪念品 
威尼斯大街小巷都布满纪念品店，从火车站出口跟着圣马可广场
Piazza San Marco的路标，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小店都销售大同小
异的纪念品、面具、玻璃制品。面具从5欧起到100欧不等、玻璃制
品从几欧到上百欧不等。

★ 退税销售
在门口标有“Tax Free”的商店里，持旅游签证或者商务签证的旅
客在商店消费158欧以上，并且在3个月内离开欧盟的，可跟售货员
索取退税单(Tax Free)，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填写资料(名字、英文地
址、护照号码)可享受退税优惠。退税物品包括：服装、奢侈品、化
妆品、手表、皮具及电器，一般退税金为总金额的11%-13%不等，
如果金额高于一定的数额最高能拿到16%。

安全
急救电话   113、118
匪警         112
火警         115
税警         117

★ 治安
威尼斯相对意大利其他城市算比较安全，主要原因是这个水上城市
人口较少，但是在旅游旺季，小偷也会慢慢多起来，所以建议旅游
期间看好自己的钱包、相机、手机及证件。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米兰总领事馆
地址：Via Benaco 4，20139 Milano
工作时间：周一-周五9:00-13:00 办理护照时间：周一、周三、周
四 9:00-13:00
电话：+39-02-36530030，+39-3272862927(24小时值班电话)
milano.china-consulate.org/chn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
地址：Via Dei Della Robbia 89， 50132 Firenze
电话：+39 055 573889
工作时间：周一-周五 09:00-13:00 办理护照时间：周一、周三、
周四 09:00-13:00
firenze.china-consulate.org/chn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出国旅游建议大家带一些感冒、胃药、消炎药或
者过敏药，毕竟语言不通而且这边商店较早关
门。如果真发生未携带药品的情况，不太严重的
情况下，可以去买非处方药Vivin C(消炎药，用
法类似腾泡片)以及Aspirina(发烧药，用法类似
腾泡片)，如果真的比较严重建议立刻拨打113或
者118紧急电话，拿有效签证跟护照，紧急室是免
费帮大家看病的，医院会按照严重性给予安排，也可以自己去紧急
室看病。另外建议大家购买相应的旅游保险。以下是推荐医院：

         主岛：高级酒店一般都集中在圣马可广场的周边、大运河沿岸  

   和火车站边的里斯塔·迪·斯帕尼亚大街(Rio Tera'Lista de 

Spagna)，经济酒店主要位于市中心的小运河旁、火车站附近，以
及圣马可广场东边的卡斯特罗地区，包括家庭旅馆、食宿公寓、青
年旅舍和一些宗教机构提供的住宿旅馆。不过很多宗教住宿地只有
夏季或者只对女生对外开放，预定时需注意。
优点：旅游景点集中、对于热爱摄影拍夜景的旅客来说比较方便因
为不用赶时间。
缺点：因为都是石子路，所以拉行李箱或者坐船都不是特别方便， 
适合背包客，价格比内陆稍贵一些。

内陆梅斯特(Mestre)：是华人家庭旅馆比较集中的地方，旅馆一般
都集中在梅斯特火车站周边，这些华人旅馆可用中文交流，可提供
上网服务、提供早餐、有些也提供晚餐，一般单间每夜50欧左右，
一个床位每夜20欧，但是有时候旺季比如狂欢节期间或者7-8月也
会有提价的可能，需要提前预定，酒店价格比主岛稍便宜一些。
优点: 酒店价格适中，适合行李较多的旅客。
缺点：周边无主要景点。

离境时(这里指离开欧盟)的退税流程：
物品托运时：当你把全部需要退税的东西托运时，在办理登机牌
后，跟柜台小姐表明你要退税，他们会把已经挂上托运牌的行李还
回，带着行李，你需要去海关处把退税单盖章，这个时候盖完章，
可以直接在海关走托运行李通道，不需要来回办理登记卡处。再去
附近的退税窗口拿着盖完章的退税单去退税，可选择现金或者返回
信用卡中，不过比较建议退现金，因为信用卡是需要3个月至半年的
时间的，如果发生意外也比较麻烦。

物品手提时：这个时候你可以安心的办理退税托运行李，毕竟需要
退税的东西是拿在手上的，你可以去过安检再到里面检查护照处办
理退税，这时候步骤同上，海关盖章再到附近的退税口办理退税。

http://www.coin.it/jsp/it/index/index.jsp
http://www.coin.it/jsp/it/index/index.jsp
http://milano.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milano.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firenze.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firenze.china-consulate.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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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pedale Civile Strada Statale Giovanni e Paolo 
        地址：Sestiere di Cannaregio，30122 Venezia

电话：+39-041-5294111
交通: 水上巴士路线4.1号 站名：Ospedale Civile 
www.ulss12.ve.it/42_0/organigramma.ash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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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ulss12.ve.it/42_0/organigramma.ashx
http://www.ulss12.ve.it/42_0/organigramma.ashx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http://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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