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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英语在这里不是很有用，会一点点法语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当
地人热情好客，如果有问题都会得到热心人的帮助。

★ 诺曼底的公路和其他法国城市的公路一样，高速公路，就是A开
头的公路(Autoroute)是收费的，在高速公路起始点都会设有收费站
(Péage)。

★ 圣米歇尔山的归属历史上颇有争议，布列塔尼和诺曼底都认为圣
山是自己的，但是理论上来说是属于诺曼底的。

★ 诺曼底的乡村景色美不胜收。因为水草肥美，畜牧业也是相当发
达，当地的奶酪、奶油非常有名，可以到当地的农场品尝。虽然国
人对奶酪的发酵味道不是很适应，但是偶尔尝试一下当地人的口味
也不失为一种新鲜的选择。

区域速写
在法国的版图上，诺曼底按照行政区又划分为上诺曼底和下诺曼底
两个大区，是法国农业经济的重要地区。诺曼底不仅拥有绵延的海
岸线，还是法国重要的农产品供给地区。来到这里你可以品尝美食
和美酒，既能游览风景迷人的海滩，又能寻找历史悠久的古老小
镇。这里有见证二战历史的诺曼底海滩还有天主教朝拜圣地圣米歇
尔山(Mont Saint-Michel)。除了名胜古迹，你还可以寻找法国最美
丽的乡间小镇，她们犹如羞涩的少女藏在深闺，等待着与有心人的
不期而遇。

NORMANDY 诺曼底
★ 消费指数
和巴黎的消费水平相比，这里的价格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在普通的
餐馆一顿饭在15欧左右，面包和自来水都是免费提供的。这里的水
质较软，比巴黎的水好很多，一般可以放心的直接饮用。

公交车票价在1.5欧左右。每个地方的公交车收费标准不同，通常买
1张票在1个小时内有效，还有天票(Ticket Journee)，可以在该城
市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公交、地铁、有轨电车等)。

旅馆价格也有些差别，一般3星级酒店每晚价格在40-50欧左右，青
年旅馆还要更加便宜些。还可以考虑选择租Studio，里面提供做饭
的地方，更加方便。

当地人的生活
诺曼底的地理位置和布列塔尼非常相近，气候条件相同。当地人引
以为傲的土特产是种很有名的为Camembert的奶酪。它是一种圆形
的奶酪，外面是白色的霉菌，里面是黄色的质地细腻柔软的奶酪，
味道不是很重，配上法棍面包和红酒味道相当浓郁！

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美酒的法国人在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酒类。
在诺曼底人们用当地的苹果发酵制成酒精浓度非常高的Calvados。
虽然是水果酿的酒，但是各位还是要小心哦，最高可达74度之高，
并且只有发酵储存2年以上才能成为Calvados出售。当地人将它当
作两道菜中间的消化酒，被称为(Le trou normand)好像在两道菜
中间挖了一个洞，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菜肴中Tripes à la mode de Caen最为著名，很像中国的烩牛杂，
里面汇聚了牛的胃、百叶、牛蹄、牛肠等，配以白葡萄酒加上苹果
汁，再加上洋葱和胡萝卜一起炖煮。这道菜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可
谓是一道可以吃的历史，相信一定符合重口味的你！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france/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france/
http://guide.qyer.com/lyon/
http://guide.qyer.com/lyon/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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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法语是当地官方语言，大多数人不说英语。诺曼底地区有自己的语
言——诺曼底语，不过这种语言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说了。

★ 日常对话

Bonjour - [bɔ̃ʒur]–早上好/你好

Merci - [mεrsi]–谢谢

Pardon - [pardɔ̃]–对不起

Au revoir - [o r(ə)vwar]–再见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Center 
很多旅游城市都有各自的旅游局，法语称为Office du Tourisme，
在以下网站中可以查到各地旅游局的地址。旅游局可以提供当地的
旅游地图、近期活动、英语服务等。
www.tourisme.fr

 ★ 邮局
La poste是法国的邮局，黄色蓝字的标志，周日不营业，不过有些
邮局门前会有自助服务可以买邮票。

邮票价格：平信法国国内0.56欧，欧洲国家0.8欧，国际0.96欧
(2012年)。

城际交通
★ 机场 见地图A标识 
✈ 卡昂机场 Caen Carpiquet airport，CFR 
这是下诺曼底大区首府卡昂西边的机场，这里有飞往巴黎Orly机场
和里昂的班机。卡昂市中心、车站和机场之间都有摆渡大巴车。上
诺曼底的机场都属于小型，只有Le Havre机场有直飞里昂的班机，
所以去诺曼底坐飞机不是最好的选择。巴黎距离这里很近，火车和
公路都比飞机要方便快捷很多。 

★ 火车 
诺曼底区，上诺曼底的首府是鲁昂(Rouen)，下诺曼底的首府是卡昂
(Caen)，分别有两条快速铁路TGV从巴黎(Saint-Lazare)经过首府
鲁昂和卡昂贯穿整个大区，其次还有很多城际列车分布于区内。
订票可以登录法国铁路的官方网站www.voyages-sncf.com 

需要提醒旅行者们注意的是，出游如果选择火车要提早做计划，法
国的火车票价格会随着日期有所浮动，订得越早价格越便宜。上车
之前一定要在黄色的机器上打票，否则查票员会认为你逃票加以重
罚！如果来不及打票上车后要及时联系查票员打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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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e.fr
http://www.tourisme.fr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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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驾  
         因为距离巴黎很近，从巴黎出发走公路，让自驾成为了游览
诺曼底最好的交通方式。 在巴黎有很多租车公司，例如耳熟能详的
Avis、Europcar、Hertz等大型连锁公司，而且法国各地都有租车
店。一般去诺曼底是从巴黎出发上A13号高速公路一路向西北，指
示明确。注意，法国的公路以A开头的是高速公路，大多数是要收费
的，一般在收费站(Péage)接受信用卡，其他的公路是不收费的。

★ 轮渡
因为诺曼底和英国只隔着英吉利海峡，所以从英国到达这里可以乘
坐渡轮。诺曼底有三个较大的渡轮港口，从这里出发的渡轮可以到
达英国和爱尔兰。通常渡轮速度较慢，乘客一般会选择晚上搭乘渡
轮，在上面过夜，第二天到达目的地，这样可以省去一晚旅馆费
用。而且有些渡轮相当豪华，里面不仅有高级餐厅还设有赌场、酒
吧等娱乐设施，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瑟堡港(Cherbourg)至英国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
普尔港(Poole)以及爱尔兰罗斯莱尔港(Rosslare)。
乌伊斯特勒昂港(Ouistreham)至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
勒阿弗尔港(Le Harve)至英国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以及爱尔兰
罗斯莱尔港(Rosslare)。
订票网站 www.aferry.cn

圣米歇尔山
因为一支王力宏的相机广告，法国的圣米歇尔山渐渐被国人所认
识。坐落在布列塔尼与诺曼底边境的圣米歇尔山是天主教的最重要
朝圣地之一，她在宗教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建筑在孤岛之上的修道院，环绕周围时隐时现的浅滩和10多个
世纪以来无数的传说更为这个地方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白天的圣米歇尔山在蓝天绿草的映衬下妖娆美丽，周围的沙滩在阳
光的照耀下如一面明镜映出山的倒影。每当傍晚来临，海上汹涌的
浪潮瞬间就会将通往圣米歇尔山的路途阻断，她便成为了一个孤
岛，只有那点点的灯光提醒着人们她的存在。但是她最美的时刻还
是在清晨，晨曦的第一缕朝霞将天空染成红色，映出圣米歇尔山的
剪影，那幅宁静的画面让人终身难忘。请登录网址查询圣米歇尔山
潮汐时间。

自驾：由于地处较偏僻，推荐自驾游。但最近山脚下在施工，新的
停车场较远，不过有免费的摆渡车来回在圣山和停车场之间。

公共交通：可以从巴黎坐TGV到布列塔尼首府雷恩(Rennes)火车站
旁边的长途车站乘坐大巴，或者到小城Dol-de-Bretagne再转长途
车。时刻表请查询网站。在圣山还有到圣马洛的长途车，更方便了
想一起游览这两个地方的游客们，具体信息请查询网站。

厕所：访问圣米歇尔山的入口就有一个公共厕所。再往里走一段，
右手边会经过一个纪念品商店还有一个厕所。所有的餐馆也都会有
厕所，游客们大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 圣米歇尔修道院 l'abbaye
公元7世纪，红衣主教的一个梦，铸就了圣米歇尔山上修道院的前
身。随着岁月的推移，以及大量朝圣者的到访，修道院几经扩建翻
修，最终成了今日的模样。拥有罗曼式、哥特式和火焰哥特式三种
建筑风格的修道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修道院顶上的金色大天
使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夺目耀眼。修道院那悠久的历史，奇异的建
筑风格和非凡的宗教意义使得圣米歇尔山成了世人眼中的奇迹。

地址：Mont Saint-Michel Abbey BP 22 50170 Le Mont-
Saint-Michel
GPS定位：纬度48.636，经度-1.5114。
开放时间：5月2日-8月31日9:00-19:00，最后入馆参观时间
18:00；9月1日-次年4月30日9:30-18:00，最后入馆参观时间
17:00；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闭馆。
门票：成人9欧，优惠价格5.50欧；成人团体7欧(20人以上)；学校
团体30欧(此价格包括至多35名学生及2名成人陪伴，多出的成人按
照成人团体价格)。
免费群体：18岁以下未成年人(有家长陪伴)，18-25岁年轻人(只针
对于26周岁以下的欧盟国家公民或者常驻法国的非欧盟国家公
民)，残疾人以及陪伴、失业人员。
讲解器：单人4.5欧，双人6欧，成人团体3欧，残疾人3欧，未满
18岁者3欧。
电话：+33 (0) 2 33 89 80 00
传真：+33 (0) 2 33 70 83 08
www.lemontsaintmichel.info/zh

★ 圣米歇尔山博物馆 Les musées du Mont-Saint-Michel
圣米歇尔山博物馆有四个不同的馆。分别是历史博物馆、海洋与生
态保护博物馆、法国骑士统帅贝特朗·杜·盖克兰的故居和古代展
览。在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修道院的僧侣如何修建了这个世界的奇
迹，还包括山上的监狱的介绍，圣山潮汐的影响等等。

开放时间：5月2日-8月31日9:00-19:00，最后进入参观时间
18:00；9月1日-次年4月30日9:30-18:00，最后进入参观时间
17:00。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闭馆。
4馆门票：成人25岁以上者18欧，18-25岁者9欧，18岁以下者免
费；团体18岁以上者9欧，18岁以下者免费。
2馆门票：团体18岁以上者6欧，18岁以下者免费。
1馆门票：成人18岁以上者9欧，18岁以下者免费；团体18岁以上
者4欧，18岁以下者免费。
www.lemontsaintmichel.info/zh

★餐饮
这里餐馆很多，曲折的小巷中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餐馆，你可以
随意选1家上到二楼，一面看着海景一面吃着海鲜，肯定会别有一番
风味。岛上的餐馆价格比其他地方稍贵，其实也可以在来之前准备
一个三明治，中午坐在草坪上野餐，看着这美丽的景色，也绝对不
比餐馆的味道差，也应了那句话“You don't come here for the 
food but for the view!”(到这里来吃饭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美
景)。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http://www.aferry.cn
http://www.aferry.cn
http://www.aferry.cn
http://www.ot-montsaintmichel.com/en/horaire-marees/mont-saint-michel.htm
http://www.ot-montsaintmichel.com/en/horaire-marees/mont-saint-michel.htm
http://www.destination-montsaintmichel.com/fr/mont-saint-michel-horaires-a-partir-du-9-decembre-2012-p0-C50.html
http://www.destination-montsaintmichel.com/fr/mont-saint-michel-horaires-a-partir-du-9-decembre-2012-p0-C50.html
http://www.keolis-emeraude.com/mont-st-michel/trajet-bus-mont-st-michel.html
http://www.keolis-emeraude.com/mont-st-michel/trajet-bus-mont-st-michel.html
http://www.lemontsaintmichel.info/zh
http://www.lemontsaintmichel.info/zh
http://www.lemontsaintmichel.info/zh
http://www.lemontsaintmichel.inf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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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脸羊羔(Le Mouton Noir)：圣米歇尔山建在海上，而周
     围又有很多浅滩，因此水草颇为丰厚。当地盛产一种黑脸的绵
羊，因为长期吃海水浇灌的草，所以肉质会有一种海水的咸味，加
上羊肉的鲜味绝对是不容错过的美食。

海鲜：靠山吃山，靠海自然吃海，这里的各种海鲜会让你食指大动

的。当地有名的淡菜(Moule)配薯条、生鲜牡蛎(Huître)、螯虾、扇

贝等数不胜数，不过海鲜性寒大家要适可而止才是，否则吃坏肚子
可是影响了旅游心情啊!

特色煎饼和苹果酒(Crêpe et Cidre)：当地咸煎饼和甜煎饼配上
苹果汽酒也是这里的传统美食，价格不贵味道非常棒，而且做法像
极了中国的传统煎饼，在任何一家煎饼店(Crêperie)都可以吃到。

当地特色
La Mère Poulard
传说因为圣山每天晚上都会被海水隔成一座孤岛，有些朝圣者来不
及回到陆地上就被困在了这座岛上。于是住在岛上的妇人Poulard
就为这些人们专门做了饼干让他们充饥，渐渐的她的饼干越来越有
名，不少人慕名而来，就为了品尝Poulard亲手做的黄油饼干，还
亲切地称她为Poulard妈妈。

于是也就有了现在的餐馆La Mère Poulard。这家餐馆就在一进去
不远的地方，门面很大，特色菜有本地的黑脸羊羔、各色海鲜等传
统的美食。

★ 住宿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考虑在岛上住一晚，看看圣山的夜景和黎明，绝
对有不一样的感觉！当地有很多住宿的小旅馆，虽然没有星级旅馆
的奢华，但是晚上宿在这孤岛之上与世隔绝，心灵也能得到平静。

★ 购物
参观修道院结束后会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商品点，能买到一些漂亮的
明信片和精美的纪念品。在上山的小巷中也有很多小纪念品商店，
有Poulard妈妈的饼干，写有自己名字用来喝苹果酒的杯子等。

埃特勒塔(法国象鼻山)
这个小城位于上诺曼底首府西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这里因为有著
名的象鼻山而闻名，白色的悬崖峭壁显示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
里还有鹅卵石沙滩、各色的帆船及水上运动。这些峭壁和山洞都是
天然风化和海水腐蚀形成的，站在峭壁上望着绵延至远方的海岸
线，听着海浪拍打峭壁的声音，那份激情与壮阔无法用言语形容。

★ 交通
自驾：从巴黎出发上A13号高速公路转A131，Pon t d e 
Tancarville出口转A29号高速公路，6号出口(Sortie 6)Etretat方
向之后，7号出口(sortie 7)Fécamp方向。

火车：巴黎Paris St Lazare至Bréauté Beuzeville。

★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Place Maurice Guillard B.P.3 76790 ETRETAT
电话：+ 33(0)2 35 27 05 21
传真：+ 33(0)2 35 28 87 20

★ 景点
La porte l'aval & La falaise d'amont
这是一座天然形成的拱形岩石，中间部分被风化和海水腐蚀形成了
一个拱形的洞，远远看去像一头大象缓缓走入水中。那靠外的岩石
就好像大象的鼻子深入水中，加上人们的想象力和白色的岩石，象
鼻便栩栩如生的展现在人们面前。再往远处看便是另一座岩石La 
falaise d'amont由于体积比La porte l'aval稍小一些，人们便称它
为小象鼻山。紧挨着它的有一片鹅卵石的沙滩，是由海浪长时间拍
打岩石而形成的。蓝天碧海加上洁白的沙滩，那片不可多得的纯净
景色让人难以忘怀。

到达方式：到达火车站Bréauté Beuzeville，乘公车17号线至 
Etretat市政厅, 下了车就是游客中心办公室, 可以去索取地图。

或者沿着Monge路(Rue Monge)向北走，200米左右就到达海边
了，再沿着Rue Adolphe Boissaye向西走200米就到了，时刻表
可于网址下载。公车24号线从Le Havre至Etretat市政厅。下车步
行400米即到，方法同上，时刻表可于网址下载。

诺曼底战役海滩
提到诺曼底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战的那最著名的诺曼底战役，
盟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登陆作战。巴顿将军为成功登陆立下汗马
功劳，但其实巴顿在登陆时根本就没有参加战斗，而是留在英国迷
惑德军，只是盟军登上诺曼底之后，他才带着部队加入战斗，并制
定和执行了眼镜蛇行动，使得盟军快速推进，并且冲出了诺曼底，
实际指挥诺曼底登陆的总司令是艾森豪威尔。这里的盟军博物馆里
有很多当年诺曼底登陆的珍贵资料和当年盟军登陆抢滩的资料片，
让我们在这个和平年代不忘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旅行者还可以亲自到5个著名的登陆海滩，站在那里想象着当年的战
争场面。这五个海滩从东至西分别是宝剑海滩(Sword Beach)见地

图B标识 、朱诺海滩(Juno Beach)见地图B标识 、黄金海滩
(Gold Beach)见地图B标识 、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见地

图B标识 和犹他海滩(Utah Beach)见地图B标识 。海滩绵延40
公里，当年盟军选择此地抢滩登陆，出其不意给了德军重创，奠定
了二战胜利的基础。

★ 交通
因为这五个海滩分布较为分散，而且公共交通不能到达全部的海
滩，所以来这里最好的方式是自驾。要到达这五个海滩可以先到下
诺曼底首府卡昂，然后根据自己设计的线路出发。公共交通也要先
到达卡昂(Caen)，之后或者乘坐公车(Bus Verts)或者再乘火车到达
巴约(Bayeux)，再乘坐公车(Bus Verts)。

宝剑海滩: 走卡昂环线，5号出口Côte de Nacre附近Douvres la 

Délivrande方向至Douvres la Délivrande，之后去往St Aubin 
Sur Mer方向。 宝剑海滩是从Ouistreham至St Aubin Sur Mer之
间的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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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tretat.net/office-de-tourisme-etretat/modules/wfdownloads/visit.php?cid=1&lid=7
http://www.etretat.net/office-de-tourisme-etretat/modules/wfdownloads/visit.php?cid=2&lid=6
http://www.etretat.net/office-de-tourisme-etretat/modules/wfdownloads/visit.php?cid=2&lid=6
http://www.etretat.net/office-de-tourisme-etretat/modules/wfdownloads/visit.php?cid=1&lid=7
http://www.etretat.net/office-de-tourisme-etretat/modules/wfdownloads/visit.php?cid=1&l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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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诺海滩：朱诺海滩和宝剑海滩在一起，有相同的到达方式。     
         到达St Aubin Sur Mer后朱诺海滩是从Ver-sur-Mer至St 
Aubin Sur Mer之间的海滩。

公共交通：从卡昂火车站乘坐3路公共汽车，至Courceulles sur 
Mer，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票价单人3.4欧，4人10.88欧。
www.busverts.fr/upload/fiches_horaires/bis/L3S2.pdf

黄金海滩: 走卡昂环线, 5号出口Côte de Nacre附近Douvres la 

Délivrande方向。在到达Douvres la Délivrande之前，左转去往
Courceulles sur Mer方向。到达Courceulles sur Mer之后沿着
Arromanches方向直至Ver-sur-Mer，黄金海滩就是从Ver-sur-
Mer到 Asnelles的海滩。

公共交通：和朱诺海滩一样，乘坐3路公共汽车至Ver-sur-Mer。因
为这个镇较远，在朱诺海滩旁边，3路车不是每一趟都到，每天只有
4班车到，因此，建议从朱诺海滩下车，向西步行至黄金海滩，也不
是很远。

奥马哈海滩: 与美军墓地是同样的到达方式(二者在一起)。

犹他海滩: 走卡昂环线, 上N13号公路沿Cherbourg, Bayeux方向, 
走过Bayeux之后, 去往Cherbourg, Carentan方向, 走过Carentan

之后下N13号公路沿着St Côme du Mont, Ste Marie du Mont, 

Utah Beach方向之后沿着D913号公路到Ste Marie du Mont，犹
他海滩就是Ste Marie du Mont至Quinéville之间的海滩。

★ 景点

盟军博物馆 Musée du Débarquement 见地图B标识 
盟军博物馆坐落在一个叫做Arromanches(阿罗芒什)小镇的海边。
博物馆的周围就能看见很多作战用的大炮模型，提醒着人们战争的
残酷。阿罗芒什这个人工港口就是6月6日盟军打响诺曼底战役时的
港口。在博物馆内还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的二战实物和影音资料，其
中还有中文介绍，带参观者回到那“最长的一天”。

地址：Place du 6 Juin 14117 Arromanches
到达方式：从卡昂出发坐火车到达巴约，之后在火车站乘坐公交车
74或者75路，到达Arromanches les Bains-gare下车，向北走
300米左右便会到达。一路上都会有路标指示Musée du 
Débarquement的标识。公交1人票2.3欧，4人票7.36欧。74路汽
车时刻表。
博物馆票价：成人7.5欧，孩子、学生5.5欧；团体(20名以上)成人
5.8欧，孩子、学生4欧，团体需要预约。
开放时间：因参观时间不同，具体时间请参考网站，点击你要去的
日期就可显示开放时间，参观整个博物馆需要大约1小时15分钟，
请大家安排好时间。
电话：+33 (0)2 31 22 34 31

美军墓地 见地图B标识 
Cimetière américain de Colleville-sur-Mer
五大海滩中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是美军登陆的海滩，这里是
战火最激烈的地方，美军虽然最后成功登陆抢占了滩头但是军力受
到了重创。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悬崖峭壁，可以想象当时地势并不
有利于进攻，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叫做霍克角(Point du Hoc)的地

方，这个海岸是一个突出的三角形，这里还有当年战役留下的防御
堡垒。当年美军敢死队就是绕过这里发现了德军的破绽，进而为盟
军解决了后顾之忧，以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奥马哈海滩不远就
是二战时的美军墓地，这里安葬着二战时美军登陆时牺牲的士兵，
墓地肃穆庄严，时刻提醒着和平年代的人们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和
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到达方式：自驾从巴黎出发上A13号高速公路至卡昂，从8号出口下
转国道N13, Bayeux方向，过了Bayeux之后下38号即Vaucelles, 
Tour-en-Bessin, Mosles出口，转公路D613，Mosles方向至
Mosles，之后转D97号公路Sainte-Honorine-des-Pertes方向，
之后就会有清楚的指示了。路标写着Normandie 1944 D. DAY-LE 
CHOC。
GPS导航位置：N 49°20.910，W 0°51.285
公共交通：从卡昂出发乘火车至巴约，在火车站转乘70路公交车从
巴约火车站(Bayeux Sncf)至Colleville-sur-mer Cimetière 
américain下车便是美军墓地了，之后向西步行可到达奥马哈海滩。
70路公车时间表。公交1人票2.3欧，4人票7.36欧。

★ Tips: 游览建议
这五个海滩相距近40公里，所以一天肯定是访问不到5个的，建议
选取其中1到2个重要的加上博物馆，或者分成2至3天游玩。

★ 路线
由于诺曼底二战的五个海滩相距较远，建议大家可以分成两天来计
划行程。五个海滩中，宝剑海滩、黄金海滩和朱诺海滩离的相对较
近，可以从卡昂出发先到宝剑海滩，之后一路向西至朱诺海滩、黄
金海滩最后到达盟军博物馆。之后可以选择回到首府卡昂住宿一
夜，次日再出发去奥马哈海滩和美军墓地，还有最西边的犹他海
滩。大家还可以选取其中的几个去游览，不必每个海滩都要访问，
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可以只去奥马哈海滩，那里有美军墓地或者黄
金海滩和盟军博物馆。

诺曼底海滨城市
★ 多维尔 Deauville
这里可以比作北方的戛纳，是座落在下诺曼底东北部的一个海滨城
市。因为这是离巴黎最近的海滨城市，从巴黎上高速A13就可以直
接到达该城，所以很多巴黎人都会选择这里度假。这里还有每年在9
月举行的美国电影节(Festival du cinéma américain de 
Deauville)。在这个度假旅游城市，高级酒店、赌场是基本配备，还
有赛马、海滩、城堡等配套设施，来这里你可以尽享奢华，如果凑
巧赶上电影节没准还能和各路好莱坞明星留影纪念。

到达方式：从巴黎出发高速公路A13至DEAUVILLE。或者乘坐城际
列车从巴黎的Saint Lazare站出发大约经2小时直达Trouville 
Deauville站，票价在20欧左右。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Place de la Mairie 14800 DEAUVILLE 
电话：02 31 14 4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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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usverts.fr/upload/fiches_horaires/bis/L3S2.pdf
http://www.busverts.fr/upload/fiches_horaires/bis/L3S2.pdf
http://www.busverts.fr/upload/fiches_horaires/bis/L74S2.pdf
http://www.busverts.fr/upload/fiches_horaires/bis/L74S2.pdf
http://www.musee-arromanches.fr/pratique/horaires.php
http://www.musee-arromanches.fr/pratique/horaires.php
http://www.busverts.fr/upload/fiches_horaires/bis/L70S2.pdf
http://www.busverts.fr/upload/fiches_horaires/bis/L70S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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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小镇
★ Le Bec-Hellouin   
是位于上诺曼底的首府Rouen和另一个城市Lisieux之间的一个小
城，被评为法国最美丽的小镇之一。这里有独具一格的诺曼底风格
的建筑，是特有的胶泥和木制结构，木质的架构外观被刷上不同颜
色的油漆加以装饰形成了诺曼底民间建筑独特的风格。一条河流La 
Risle穿城而过，两岸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城里还有著名的修道院
和教堂，其庄严的建筑风格明显区别于亲民的平民建筑，也为这个
小城添了一抹神秘的宗教色彩。

到达方式：自驾A13号高速公路，24号出口Alençon方向(GPS导

航：0.42.8.E/49.13.59.N)；火车从巴黎Saint Lazare车站出发至
Bernay车站，从卡昂Caen出发至Brionne车站。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1， ru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27800 BRIONNE
电话：00 33 (0)2 32 45 70 51

Monastère Sainte Françoise Romaine隐修院
这里不同于修道院，是真正的天主教的隐修院，坐落在这座城市东
南部。这里的修士们过着真正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规定修行时是
不能走出隐修院的，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修行，一天24小时不停的
背诵圣经向上帝祷告，可谓是当代真正的清修之人。如果你是天主
教徒，可以来这里和他们一起祷告，甚至免费住在这里，但是你要
做的是不停地祷告。

地址：9 route de Rouen 27 800 Le Bec-Hellouin
电话：02 32 44 81 18

         ★ 勒阿弗尔 Le Havre
      这里是法国第二大的港口城市，规模虽然仅次于马赛，但它却
是最大的货物运输港。这是一座新兴城市，兴起于16世纪，因为航
海业的发达，它也随之兴起。市中心二战时曾被彻底摧毁，经过战
后重建，设计师Auguste Perret让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独树一帜，
使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这里除了可以欣赏
独具一格的城市建筑风格，还可以顺道去象鼻山游玩。

到达方式：因为是港口城市，可以乘坐邮轮从英国伦敦的朴茨茅斯
(Portsmouth)港口出发到达这里。从巴黎可乘坐城际列车从Saint 
Lazare站出发，大约经2小时直达Le Havre Gare站，票价在20欧
左右。

圣约瑟夫教堂 St. Joseph's Church
著名的城市中心教堂，是设计师Auguste Perret的代表作，个人参
观是免费的。

地址：Bd François 1er  76600 LE HAVRE
电话：02 32 74 04 04
E-mail：contact@lehavretourisme.com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186 Boulevard Clemenceau 76600 Le Havre
电话：02 32 74 04 04

Abbaye Notre-Dame du Bec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有别于前面的隐修院，是可以供游人参观的教堂。这座
修道院有1000年的历史了，始建于1034年，由一位叫做Herluin的
骑士所建。在11世纪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座修道院，甚至罗马教皇亚
历山大二世都要前去学习。这座修道院之所以非常有名，还因为曾
经在亨利八世之前的英格兰，还是天主教统治时曾经有3位英格兰大
主教都来自这座修道院。

整座修道院曾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完全摧毁，重建之后才是今天看到
的修道院。白色的主塔圣尼古拉塔(Tour Saint-Nicolas)建于15世
纪，当初是为了放置4个庞大的钟而建的。这里还出售僧人们自己手
工制的瓷器，作为修道院的收入来源，而且提供讲解参观修道院，
让人们了解他们的文化。

参观讲解时间：6月-9月周一-周六10:30、15:00、16:00、
17:00，周日及节假日12:00、15:00、16:00；10月-次年5月周
一-周六10:30、15:00、16:00，周日及节假日12:00、15:00、
16:00。
商店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1:00-11:45、14:30-18:00。

★ Lyons-la-Forêt
这个小村庄位于上诺曼底首府鲁昂以东40公里，这里有法国最美丽
的山毛榉林。山毛榉作为当地建材的主要木料通过水路运往巴黎。
在这里不但能看到诺曼底及布列塔尼特有的木质装饰建筑，还能漫
步于山毛榉树林中享受林间风光。木材生意使这座小城早期非常富
有，并且发展了玻璃工艺，现在还能在这里找到玻璃制作的各种工
艺品及生活用品。

喜欢自然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在林中漫步的享受。这里提供给游人
很多种路线游玩，游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时间和体力安排在林
中散步、骑马、钓鱼等很多休闲活动，这里介绍几个供游人散步的
路线下载，另外在当地的游客中心也会提供纸质的地图。
地图下载：www.paysdelyons.com/articles.php?art=35

Faïence des Hogues
这里的玻璃工艺非常有名，因为早期的木材资源是这里发展较早，
而当时的法国只有贵族才有制造玻璃的资格，所以这里成为了陶瓷

玻璃的产地之一。Faïence des Hogues位于Lyons-la-Forêt的西

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陶瓷工艺品店，这里展出了很多陶瓷色彩工
艺，并且在Lyons-la-Forêt中设有展览。

商店地址：6，rue Sainte Honorine，27910，Les Hogues
电话：02 32 48 19 55

展览地址：8 rue de l'hôtel de ville
时间：周四-周日10:00-12:30、15:00-18:30，二月闭馆。
电话：02 32 48 19 55 / 06 70 43 1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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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mailto:contact@lehavretourisme.com
mailto:contact@lehavretourisme.com
http://www.paysdelyons.com/articles.php?art=35
http://www.paysdelyons.com/articles.php?art=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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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自驾从巴黎出发N14国道Pontoise方向至
         Rouen，在距离Rouen的25公里左右转D321公路到Lyons-
la-Forêt。从亚眠 (Amiens)出发公路D210-D930，经过
Crèvecoeur le Grand，之后经过Gournay en Bray转N31公路
Rouen方向前行几公里到D921公路至Lyons-la-Forêt。从卡昂
(Caen)出发上N175国道Rouen方向至Grand-Couronne，之后可
以穿过Rouen朝Pont-de-l'Arche方向前进，顺着D321公路
Fleury-sur-Andelle方向至Lyons-la-Forêt。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20 Rue de l'Hôtel de ville 27480 Lyons-la-Forêt
电话：02 32 49 31 65

★ Giverny
这座小城因为印象派创始人莫奈而闻名于世，莫奈花园位于巴黎西
北方向88公里，属于上诺曼底省。1883年，莫奈坐火车经过这里
时被这里所吸引，于是搬来此居住。43年的时间，莫奈一半的人生
在这里度过，创作了无数著作。莫奈自称“花园是我最美的作
品”。莫奈走了85年后的今天，这里依旧按照莫奈当年生活的原状
维护着。从4月开园时的郁金香，到盛夏最著名的睡莲，10月闭馆
前的菊花，你在这里可以找到莫奈画中的色彩。

在莫奈的日本花园里，你更能清楚的找到他画中的光影。莫奈还在
这里接待了毕加索、罗丹等著名艺术家，如今这里每年迎来了40万
游客，成为诺曼底地区仅次于圣米歇尔山的第二大景点。当然这里
没有莫奈的真品，画厅里面按原位摆放着那些巨作的复制品。最著
名的巨幅睡莲是藏于桔园美术馆，而画厅里的原作如今都藏于马尔
莫丹-莫奈博物馆及奥赛等其他全球著名博物馆里。莫奈花园每年只
有夏季从4月1日到11月1日对公众开放。睡莲最佳的观赏季节一般
是7月，一般6-8月都能看到睡莲。

莫奈花园 Fondation Clause Monet 
地址：84, rue Claude Monet 27620 Giverny
到达方式：最普遍的公共交通方式是从Gare Saint Lazare乘坐火车
大约45分钟到达Vernon。再坐衔接大巴去Giverny。当然也可以租
用自行车，火车站对面就有，大约14欧一天。自驾是比较推荐的方
式。从Vernon到Giverny的大巴在每趟从巴黎到此的火车到站后15
分钟出发，往返车票价格6.5 欧，大巴时刻表可于网址下载。
开放时间：2011年4月1日-11月1日9:30-18:00(最后入馆时间
17:30)。
票价：成人9欧，优惠价5欧(7-12岁儿童以及学生)，7周岁以下免
费，每个月第一个周日免费，残疾人4欧(欧盟26岁以下需要持学生
证才有优惠价5欧，不属于博物馆通票)。
马尔莫丹-莫奈博物馆联票：成人18.5欧，优惠价9欧(7-12岁儿童
以及学生)，7周岁以下免费，每个月第一个周日免费，残疾人4欧
(欧盟26岁以下需要持学生证才有优惠价9欧，不属于博物馆通票)。
电话：02 32 51 28 21
www.fondation-monet.fr

★ Tips：收藏莫奈作品的博物馆
若要欣赏莫奈的作品，最多藏品的则是Musée Marmottan Monet 
(马尔莫丹-莫奈博物馆)。而最壮观的巨幅睡莲则位于Musée de 
l'Orangerie桔园美术馆，其中还有塞尚、雷诺瓦、毕加索、马谛斯
等人的作品，这些博物馆都位于巴黎，请参考穷游锦囊之巴黎。

马尔莫丹-莫奈博物馆 Musée Marmottan Claude-Monet
地址：2 Rue Louis Boilly, 75016 Paris
到达方式：地铁La Muette(M9)，RER C线Boulainvilliers、 
Avenue Henri Martin。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10:00-18:00，最后入馆时间17:30，周四晚
场至20:00最后入馆时间。周一、5月1日、12月25日、1月1日闭
馆。
门票：成人10欧，优惠价5欧(7周岁以下免费)。
电话: +33 1 44 96 50 33 
www.marmottan.com
         
橘园美术馆 Musée de l'Orangerie
地址：Musée de l'Orangerie Jardin des Tuileries 75001 Paris
到达方式：地铁1、8、12至Concorde站，公交车24、 42、 
52、 72、 73、 84、 94至Concorde站。
开放时间：9:00-18:00，最后入馆时间17:30，周二、5月1日、7
月14日早上、12月25日闭馆。 
门票：成人7.5欧，优惠价5欧(17:00之后入馆均享受优惠价格)。
电话: 01 44 77 80 07
www.musee-orangerie.fr

★ 翁弗勒尔 Honfleur

这里是画家的摇篮，著名的印象派的发源地 ( l 'Éc o l e d e 

Honfleur)，这里的风景给了印象派大师灵感继而创造了该画风。这
里曾是重要的港口，是英吉利海峡通往塞纳河的咽喉要道。在港口
周围有很多瘦瘦高高的建筑，形成了这里独特的建筑风格，也为这
座富有艺术气息的城市增添了几分个性。在这里可以漫步这座历史
悠久的老城，感受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化气息，也可以跑去沙滩享
受阳光大海带来的活力。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Quai Lepaulmier 14600 Honfleur
开放时间：旺季(7月至8月)周一-周六9:30-19:00，周日及节假日
10 : 0 0 - 1 7 : 0 0；中期 (复活节至6月底和9月 )周一 -周六
9:30-12:30、14:00-18:30，周日及节假日10:00-12:30，
14:00-17:00；淡季(10月-复活节)周一-周六9:30-12:30，
14:00-18:00，周日及节假日10:00-13:00。
电话：02 31 89 23 30

GPS导航位置：latitude : 49.41858 x longitude : 0.236818
公路：巴黎出发A13号高速公路Bonnières-sur Seine出口转13号
国道Beuzeville出口转A29号高速公路Honfleur-出口到达。
火车：巴黎Saint-Lazare车站出发，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乘到达
Deauville / Trouville de Lisieux 和de Pont-l'Evêque这3个地方
的火车，然后乘公车(Bus Verts du Calvados)20路或50路到达。
飞机：Deauville Saint-Gatien机场。
邮轮：可以从英国Portsmouth港口出发乘坐邮轮至Caen-
Ouistreham或者Le Havre。
公车(Bus Verts du Calvados)：Caen-Deauville-Honfleur 专
线(n°20)，et Lisieux-Honfleur 专线(n°50)。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http://www.cape-tourisme.fr/upload/editeur/D1D_-_NAVETTE_GIVERNY_1_.pdf
http://www.cape-tourisme.fr/upload/editeur/D1D_-_NAVETTE_GIVERNY_1_.pdf
http://www.fondation-monet.fr
http://www.fondation-monet.fr
http://guide.qyer.com/paris/
http://guide.qyer.com/paris/
http://www.marmottan.com/
http://www.marmottan.com/
http://www.musee-orangerie.fr
http://www.musee-orangeri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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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丹博物馆 Le Musée Eugène Boudin
      这里展出了很多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包括布丹本人和莫奈，以
及法国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库尔贝等。

地址：Place Erik Satie 14600 Honfleur
开放时间 ：3月15日-9月30日每日10:00-12:00、14:00-18:00，
10月1日-次年3月14日工作日14:30-17:30, 周末10:00-12:00、 
14:30-17:30(1月-2月15日每周二、5月1日、7月14日、12月25
日闭馆)。
电话： 02 31 89 54 00 
E-mail：musee.eugeneboudin@wanadoo.fr
www.musees-honfleur.fr 

自然空间 Le Naturospace
大家一定熟悉法国电影“蝴蝶”里面古老刻板主人公和天真可爱的
小女孩伊莎贝拉为了寻找稀有的蝶种发生的温情故事。电影里面小
女孩误闯主人公养蝴蝶的温室，数百只蝴蝶环绕身旁宛如童话幻
境。这电影中的场景也被浪漫的法国人搬入到了现实里，这个在
Honfleur的温室中培养了很多巴西热带植物，更精彩的是还有数千
只形态种类各异的蝴蝶。来到这占地800平米的大型温室就犹如进
入了巴西热带雨林，常年温度保持在28度，走在里面就会看到蝴蝶
围绕着你偏偏起舞，就算你不是香妃，蝴蝶也照样喜欢你。

地址：Boulevard Charles V 14600 Honfleur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7月1日-8月31日9:30-18:30，4月1日至6
月30日、9月9:30-13 :00, 14:00-18:30，2月1日-3月31日、10
月1日-11月30日9:30-13:00，14:00-17:30，12月1月闭馆。
电话： 02 31 81 77 00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这两个地区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冬季和夏季多
雨。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各有千秋。比较适合旅游的季节是
夏季，可以去海边晒太阳游泳，是盛夏避暑的好地方。

★ 节日

多维尔电影节 
Festival du cinéma américain de Deauville  9月
因为二战的关系，诺曼底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诺曼
底的城市Deauville每年会举办专门介绍美国电影的电影节。虽然比
不上戛纳电影节和尼斯电影节的星光熠熠，但是如果9月来这个城市
旅游碰个运气，也许在街上就能碰见意想不到的大牌也说不定哦！
www.festival-deauville.com/DEV/index.php?pid=1

翁弗勒尔航海节 Fête des marins à Honfleur 
2013年5月18-20日
诺曼底海边小镇的航海节日，可以领略到海洋对这里人们的影响，
有很多宗教仪式和游行在这几天里举行。
www.ot-honfleur.fr/vos-loisirs/evenements/les-rendez-vous-
annuels

诺曼底绘画节 Fête de la peinture en Normandie 
2013年6月2日
诺曼底的绘画展览，这里大人孩子都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作
画，也可以和画家们交流。
www.normandie-impressionniste.fr

住宿
这里的住宿不像巴黎那种大城市，花很少的钱有时候也会住得非常
舒适。如果选择酒店，最方便的还是利用网络，booking.com非常
的方便，只要输入城市就会推荐各种价格的酒店住宿。这里还有一
种流行的住宿方式就是露营(Camping)。 

这里的露营有些并不是非要住帐篷，每个城市都设有专门的露营营
地，有些营地还设有房间和基本的设施，一般都会选择在湖边或者
风景区很近的地方。约上三五好友，周末出游，露营烧烤，绝对是
非常流行而且经济的旅游方式。背包客们还可以选择全球通用的青
年旅馆www.hihostels.com，这里不仅有干净舒适的住宿环境还可
以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安全
急救电话：15 
警察：17
火警：18
欧洲紧急呼救：112(这个可以联系到上面所有电话并且有英语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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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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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http://www.ot-honfleur.fr/vos-loisirs/evenements/les-rendez-vous-annuels
http://www.normandie-impressionniste.fr
mailto:musee.eugeneboudin@wanadoo.fr
mailto:musee.eugeneboudin@wanadoo.fr
http://www.musees-honfleur.fr
http://www.musees-honfleur.fr
http://www.festival-deauville.com/DEV/index.php?pid=1
http://www.festival-deauville.com/DEV/index.php?pid=1
http://www.ot-honfleur.fr/vos-loisirs/evenements/les-rendez-vous-annuels
http://www.ot-honfleur.fr/vos-loisirs/evenements/les-rendez-vous-annuels
http://www.ot-honfleur.fr/vos-loisirs/evenements/les-rendez-vous-annuels
http://www.ot-honfleur.fr/vos-loisirs/evenements/les-rendez-vous-annuels
http://www.normandie-impressionniste.fr
http://www.normandie-impressionniste.fr
http://www.booking.com
http://www.booking.com
http://www.hihostels.com
http://www.hihostels.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m.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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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DISTRICT 作者：rainy_0111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4月17日                     

穷游er忠告
★ 因为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当地的气候湿润多雨，雨伞、雨鞋是
必备的，而且法国人经常抱怨这里的天气。

★ 布列塔尼的所有公路都是不收费的，所以自驾游也是一种好方
法，当地租车也非常方便，很多租车公司还提供异地还车的服务。

BRITTANY 布列塔尼

区域速写
布列塔尼是法国最西边的一个大区，是法国版图上西边重要的“角
落”。作为经济教育的重要地区，这里有知名的大学，法国第二大
的港口。作为法国最大的半岛，这里有得天独厚的海岸线，最长、
最细腻的沙滩，景致旖旎的海滨和四通八达的公路。自驾游是最好
的选择，公共交通对于有些著名景点比较方便，但是很多海滩却不
是那么方便。这里毗邻大西洋及英吉利海峡，受到海洋性气候的影
响气候非常宜人，终年温暖湿润多雨，也给动植物提供了优良的生
长环境。 

这里虽没有巴黎大城市的纸醉金迷，但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历史悠久

的宗教建筑也会让人流连忘返。这里有浪漫的玫瑰海岸(La Côte de 
Granit Rose)，被称为“海盗城”的圣马洛(Saint-Malo)以及凯尔
特人的古老神秘的石阵(Carnac)。如果厌倦了喧嚣的城市生活的你
想回归自然寻找古老的历史遗迹，布列塔尼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

语言帮助
布列塔尼地区对自己的语言布列塔尼语颇为骄傲。当地的很多交通
标识都标注有法语和布列塔尼语两种语言。

交通
雷恩(Rennes)是布列塔尼的首府，从巴黎蒙巴那斯(Montparnasse)
火车站有直达雷恩的快速火车TGV。对于要去布列塔尼游玩的朋友们
来说是一个方便的中转站。从这里可以再坐省内火车(TER)去往各处。
订票网站：www.voyages-sncf.com

到达布列塔尼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走水路、陆路、航空等。从巴
黎蒙巴那斯车站到达布列塔尼首府雷恩，每天都有很多班次的高速
列车。还有很多渡轮从英国出发到圣马洛港口，此外，布列塔尼的
所有高速公路都是免费的，也为自驾游供了更便捷经济的条件。

★ 飞机 见地图A标识 
✈ 雷恩机场 Aeroport Rennes St-jacques，RNS
这里有直飞英国南安普敦机场的飞机，还有直飞巴黎里昂等法国大
城市的飞机，最近还新开了雷恩直飞巴塞罗那的航线。机场外面就
有直达雷恩市中心的公交车57路，票价1.4欧，1小时之内有效。

★ 火车
所有去往布列塔尼的火车都是从巴黎的蒙巴那斯(Montparnasse)火车
站发车的，中途经过首府雷恩(Rennes)之后分成三条直线，分别去往
布雷斯特(Brest)、圣马洛(Saint-Malo)和坎佩尔(Quimper)3个城市。

★ 渡轮
布列塔尼有两个港口，圣马洛(Saint-Malo)和罗斯科夫(Roscoff)连接
英国与爱尔兰。订票网站： www.aferry.cn

★ 公共交通
布列塔尼的市内交通通常是公交车和地铁，公交车站地铁站都会有售票
机器，还可以在卖烟的小卖部(Tabac)买到。通常票价在1.5欧左右，1
小时内有效。上车时请记得打票，有时候会有查票员上车检查。

目录
P10  ⋯⋯ 穷游er忠告 区域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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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 圣马洛地图 圣马洛
P12  ⋯⋯ 圣马洛 
               布列塔尼海滨城市

P13  ⋯⋯ 布列塔尼海滨城市
P14  ⋯⋯ 布列塔尼海滨城市    
    路线 旅行日历 
P15  ⋯⋯ 旅行日历 安全

当地人的生活
因为当地的气候，当地人很多以农作物和畜牧业为主，民风纯朴。
而在靠近海边的城市很多以旅游业为主，人们非常的热情好客。因
为盛产苹果，所以人们将苹果制成气泡酒(Cidre)，配以特有的煎饼
(Galette咸味、Crêpe甜味)，风味极佳，成为此地特有的美味！如
果到了海边，更要尝一尝带着海水味道的新鲜牡蛎和淡菜(Moule)，
当地人以其为主料佐以洋葱和白葡萄酒配上金黄香脆的薯条让人垂
涎三尺。

还记得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电影《魔女宅急便》吗？那里面的小魔女
琪琪到了一个陌生的海边，那个清新恬静的海边小城的风格像极了
布列塔尼诺曼底的风格。斑驳的砖墙，木质尖顶的小屋，干净的街
道，香飘四溢的面包烘烤味道，不绝于耳的海浪声和柔和的阳光一
同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清晨。

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别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aferry.cn
http://www.afer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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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洛
圣马洛是在布列塔尼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老城的城墙还是保存完
好的中世纪风格。这里曾经因为要抵御海盗的袭击，故又称为“海
盗城”，今天在港口中还停靠着很多古代帆船。漫步在老城中，狭
窄的小巷，古老的建筑让人仿佛置身中世纪的古城。还可以登上城
墙眺望辽阔的海滩，也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踏浪玩耍，还可以
去探访远处的礁石。

因为这里是入海口，并且和老城Dinard隔海相望，当地还有专门的
游轮在两个城之间摆渡。作为旅游城市，圣马洛不仅有厚重的历史
感，各种纪念品商店超市酒店甚至赌场也为游人提供非常方便的现
代服务。所以这里绝对是度假小住一两日的最佳选择！

★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见地图C标识 

地址：Esplanade Saint-Vincent 35400 Saint-Malo
电话：0825 135 200
传真：02 99 56 67 00

★ 旅行季节
因为是海滨城市，所以这里夏季是最好的度假季节，海滩上还设有一个
海水的游泳池，在涨潮的时候会被完全淹没，而退潮时可以上去游泳。
再加上蓝天、白云和鲜花盛开，景色美不胜收。

★ 交通
火车
从布列塔尼的首府雷恩有直达的火车可以到达。
www.voyages-sncf.com

轮船
这里是港口城市，有从英国来的邮轮停靠。
www.saint-malo-tourisme.com/saint-malo-pratique/transports/
en-bateau

巴士
去圣马洛也可以乘坐巴士，这里介绍两个比较实用的公交线路：
圣米歇尔山方向，见巴士时刻表。 
雷恩方向，illenoo 8A33从雷恩Gare-Routiere17:15出发，19:10到
达圣马洛St-Vincent。
www.illenoo-services.fr

★ 景点
来圣马洛游玩首先要参观中世纪古老的城墙，这里的城墙始建于1144
年，传说是为了抵御海盗，实则是因为当时布列塔尼因为独立而建造此
城来抵御法国人的。在城墙上面还能看见当时作战的大炮，绕着城墙能
找到5名铜像，他们分别是Jacques Cartier、Duguay-Trouin、 
Surcouf、Chateaubriand et Mahé de la Bourdonnais，他们都曾经
住在这里，因为他们在不同领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所以这里的人们铸
了雕像来以此纪念。

★ Tips: 涨潮
圣马洛的涨潮非常迅速，很多海滩周围的礁石一旦涨潮就会和陆地
隔开，如果去礁石附近游玩一定要在涨潮前赶回，否则就要在礁石
上过夜了。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saint-malo-tourisme.com/saint-malo-pratique/transports/en-bateau
http://www.saint-malo-tourisme.com/saint-malo-pratique/transports/en-bateau
http://www.saint-malo-tourisme.com/saint-malo-pratique/transports/en-bateau
http://www.saint-malo-tourisme.com/saint-malo-pratique/transports/en-bateau
http://www.keolis-emeraude.com/images/Horaires%20SM%20-%20MSM%20A4.pdf
http://www.keolis-emeraude.com/images/Horaires%20SM%20-%20MSM%20A4.pdf
http://www.illenoo-services.fr/
http://www.illenoo-servic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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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博物馆 见地图C标识 和航海历史博物馆 见地图C标识 
          Musée d'Histoire et Musée  Long Cours Cap Hornier
这里记录着很多关于圣马洛的历史，其中历史博物馆也是圣马洛这
个城市的市政厅，如果想了解圣马洛的前世今生可以来这里参观。
这里还展览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古代帆船的构造模型，如果你是航海
控千万不要错过!

历史博物馆地址：Château，35400 Saint-Malo

航海历史博物地址：Tour Solidor，35400 Saint-Malo
开放时间：旺季 ( 4 月 1日 - 9 月 3 0日，劳动节 5月 1日除
外)10 :00-12 :30、14 :00-18 :00；淡季(周一及节假日闭
馆)10:00-12:00、14:00-18:00。
单馆门票：成人6欧；8-18岁未成年人及学生3欧；成人团体(10人以
上)4.8欧；百人以上3.5欧；8岁以下儿童免费。
两馆门票：成人11欧，成人团体(10人以上)9欧，百人以上6欧，8-18
岁未成年人及学生6欧。
电话： 02 99 40 71 57(58)
www.ville-saint-malo.fr/culture/les-musees/musee-dhistoire-
chateau-et-tour-solidor

圣马洛水族馆 Grand Aquarium Saint-Malo
海洋生物迷绝对不能错过这里，作者去过法国不少水族馆，能与圣
马洛水族馆媲美的只有la rochelle的水族馆了。这里有各种深海、
浅海的海洋生物，例如海龟、鲨鱼及各种色彩斑斓的热带鱼。最后
你还能乘坐黄色潜水艇(模拟的，不过真的是在水下哦！)参观，还能
看见海豚。最后有一个室外区，可以伸手去触摸那些鱼儿，无论是
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在这里都能玩得尽兴而归。

地址：Grand Aquarium de Saint-Malo Avenue du Général 
Patton 35400 Saint-Malo Cedex(水族馆不在老城区，因此可能
要自驾来此，地图）
开放时间：由于开放时间较复杂，这里请结合网址查看，最后进入
参观时间均为闭馆时间提前1小时。
票价：成人(13岁以上)16欧；儿童(3-12岁)12欧；3岁以下免费。

★ 体验

乘船去Dinard 见地图C标识 
从圣马洛还可以乘船去另一个美丽的城市Dinard。她是和圣马洛隔海
相望的另一个城市，由于都处在入海口处，乘船只需10分钟。网上不
能订票，只能到码头去买票。码头地点就位于老城墙外面，名叫
Corsaire，时间表及价格。

地址：Dinard-Embarcadère Cale Corsaire 35400 ST MALO
电话：0825 138 100 

★ 餐饮
在老城区内有很多餐厅可以让游人大快朵颐，尽享美味，不仅有布列塔
尼的当地特色小吃，还有各种海鲜。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小吃摊在
卖现烤的华夫饼、甜味的法式煎饼和各种口味的冰淇淋。这里最有名的
当属海鲜拼盘了，里面有龙虾、牡蛎、虾和各种贝类，大家可以寻找
Restaurant de fruit de mer。大部分餐馆都集中在城墙角下靠左手
边，地方比较显眼，很容易找到。

布列塔尼海滨城市
★ 卡纳克 Carnac
这是一座布列塔尼南部的海滨城市，位于Lorien和Vannes的中间。
这里有洁白细腻的沙滩，也有巨大峻峭的礁石，游人来到这里就是
为了和阳光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沙滩，海
滩可以让游人们充分享受海边风光，另外奇异的巨石阵也是参观游
玩的好去处。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74 Avenue des Druides 56342 CARNAC 
电话：+33 (0)2 97 52 13 52 
传真：+33 (0)2 97 52 86 10 
E-mail：accueiltourisme@ot-carnac.fr

请不要直接施舍金钱、文具或糖果给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如果想帮助当地人，可以做志愿者，或者向当地学校或扶贫机构捐赠。

Timothy 见地图C标识 
这是一个小资的茶餐厅，中午的时候也供应午餐，不过特色还是茶
品和糕点。下午如果逛街累了可以来这里，点上一壶茶，蛋糕都是
自家烘焙的，当选择一种蛋糕后店员会现切给你，然后根据需要还
可加热，配上可口的香茶，拿上一本书在阳光里享受一个下午。她
家的茶具也都非常的精美漂亮，因为客人络绎不绝，等位的现象也
时常发生。
地址：7 Rue de la Vieille Boucherie，35400 Saint-Malo(就在
老城的中央)。
人均消费：10欧左右。
电话：02 99 40 35 36

Crêperie du corps de garde 见地图C标识 
这里是提供布列塔尼煎饼的餐厅，就在靠海的老城墙之上，坐在餐
厅里欣赏海景，品尝当地特色煎饼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享受。推荐这
里的蒜香扇贝Galette味道非常好，而且扇贝是非常新鲜，配上苹果
汽酒(Cidre)口味更佳。
地址：3 Montée Notre Dame，35400 Saint-Malo (就在海边，
从餐馆里就能看见海，景色非常棒)。
消费水平：20欧左右。
电话：02 99 40 91 46
www.le-corps-de-garde.com

Restaurant l'atelier 见地图C标识 
如果想尝试法国人钟爱的口味就一定不能错过这家餐馆。餐厅的设
计颇为有个性，刻意的粗线条，装满酒瓶的鱼缸，没有菜单客人点
菜时老板就搬过来一个巨大的黑板供客人选择，菜品却是独到细
腻，能体会到厨师的选料和烹调的独具匠心。
地址：18 Rue de la Herse 35400 Saint-Malo(在老城中)。
消费水平：40欧左右。
电话：02 23 18 34 55

★ 住宿
在老城中的酒店一般价格比较贵，但是方便，很多地方步行可到。如果
自驾可以考虑离老城较远的地方，价格要便宜得多。

mailto:accueiltourisme@ot-carnac.fr
http://www.ville-saint-malo.fr/culture/les-musees/musee-dhistoire-chateau-et-tour-solidor
http://www.ville-saint-malo.fr/culture/les-musees/musee-dhistoire-chateau-et-tour-solidor
http://www.ville-saint-malo.fr/culture/les-musees/musee-dhistoire-chateau-et-tour-solidor
http://www.ville-saint-malo.fr/culture/les-musees/musee-dhistoire-chateau-et-tour-solidor
http://www.aquarium-st-malo.com/plan-dacces.html
http://www.aquarium-st-malo.com/plan-dacces.html
http://www.aquarium-st-malo.com/horaires.html
http://www.aquarium-st-malo.com/horaires.html
http://www.compagniecorsaire.com/pdf/DepliantCgnieCorsaire2012.pdf
http://www.compagniecorsaire.com/pdf/DepliantCgnieCorsaire2012.pdf
mailto:accueiltourisme@ot-carnac.fr
mailto:accueiltourisme@ot-carnac.fr
http://www.le-corps-de-garde.com/
http://www.le-corps-de-gar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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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石建筑群 Mégalithe
          这里有将近4000多块花岗岩组成的巨型史前石阵，距今已
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石阵排列有序，有梯形、环形和其他行
列排布。还有史前时代的岩冢，展示着史前人类的文明。除了巨石
建筑群，这里的海滩也是非常有名，相比布列塔尼其他的海滩，这
里的沙滩更加细腻柔软。来这里不仅可以享受到海滨度假的愉快还
能去探索史前文明，真是一举两得。

地址：Maison des Mégalithes at Le Ménec 56340 Carnac
到达方式：巴黎蒙巴那斯(Montparnasse)火车站出发途径Auray车
站，到达Carnac车站。雷恩出发也需要经过Auray车站到达
Carnac火车站。自驾巴黎出发A11号高速公路转E50公路到达雷
恩；转公路N165号沿Lorient-Auray方向至Carnac出口。
GPS导航：北纬 47.5977 东经3.0634
开放时间：5-6月9:00-18:00，7-8月9:30-19:30，9-4月
10:00-17:00。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休息。
票价：成人票价6欧，18岁以下免费。
电话：02 97 52 29 81

★ 拉尼永 Lannion
作为Léguer山谷的入口, 位于布列塔尼北部的拉尼永海滩拥有丰富
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美丽的Léguer河流将城市分成两部分，两
侧的海滩风光旖旎，蜿蜒的山谷是钓鱼、戏水的最佳选择。这里不
仅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城中的古堡花园还可以带你回到文艺复兴时
期去体验法国贵族的生活。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Rond-point de Mabiliès 22700 Louannec
电话：02 96 38 66 34

玫瑰海岸 La Côte de Granit Rose
玫瑰海岸不是因为这里开满了玫瑰，而是因为这里的花岗岩的颜色
呈玫瑰红色而得名。位于雷恩(Rennes)和布雷斯特(Brest)两个城市
中间，在布列塔尼北部靠近拉尼永市。这里海滩上布满了大块的形
状各异的花岗岩石。虽然没有柔软细腻的沙滩，但是玫瑰色的花岗
岩迎着海风在阳光照耀下散发出更加独特的魅力。

自驾：从巴黎出发上A11或者A13号高速公路转RN12之后D767。

飞机：拉尼永机场有巴黎Orly机场的航线，除了周六，每天都会有
航班。机场可以搭乘拉尼永城内的大巴车A线，从机场直接到拉尼永
市中心。在火车站Gare Routière/SNCF有去玫瑰海岸的公交车
(tibus)15路去往小城佩罗斯-吉雷克(Perros Guirec)，这路车都是
沿着海边开的，所以进了城之后随便找一站下车，都会到达海滩。

火车：巴黎蒙巴那斯火车站每天都有TGV(高速火车)开往拉尼永(巴
黎-布雷斯特线)。在拉尼永火车站Gare Routière/SNCF乘15路公
交车。

体验
除了海边还可以从Lannion的Stanco停车场出发去附近的山谷徒
步，领略大自然的另一种美。山谷徒步大约有12.5公里，大家可以
根据山谷里的路标找到线路。
地址：Vallée du Stanco à Perros-Guirec - Baie de Lannion

★ Tips : 路标

可以直行  

前方改变方向
 

前方没有路
 

在这里你还可以享受到欧洲少有的室内海水浴，这里有从海中引来
的32度的海水温泉。还可以享受独有的Spa Nuxe。所有的Spa产
品均是由著名的法国药装品牌欧树Nuxe提供的。在海边尽情游玩后
享受以下难得的Spa放松身心，绝对是度假的必备选择！
www.thermesmarins-perros.com
www.lagapa.com/#/spa-perros-guirec/le-spa-nuxe

★ 洛里昂 Lorien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上岛之后往前走就能看见游客中心，离港口不远，旁边就可以租自
行车。
地址：Maison de la Mer Quai de Rohan，56100 Lorient 
电话：+ 33(0) 2 97 84 78 00

格鲁瓦岛 L'île de Groix
这个风景宜人的小岛位于布列塔尼的南部，与洛里昂市隔海相望，
从这里可以乘船到此岛。岛上有大小不同的几个沙滩，游人不多，
私密性很好，在岛上还可以租自行车环岛骑行，下了船之后在码头
出，便会看见很多租自行车的商店，一般都是私营的，租自行车环
岛一天11欧。还可以徒步与大自然更加亲近，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在
海边的岩石上捡到很多海鲜哦！

要上岛必须坐船。上岛的船有两种，一种只在夏季运营(Bateau 
Taxi)，另一种每天都有(Compagnie Océane)，乘船大约45分钟
就能到达格鲁瓦岛。

Bateau Taxi 7月1日至9月1日运营 
9:10/17:20 从Lorient 方向出发至Groix。
9:25/17:35 从路易港(Port-Louis)方向出发至Groix。
10:25/18:15从Groix方向出发至Lorient或者路易港(Port-
Louis)。
           
票价：成人26.5欧 (符合以下条件者优惠价21.5欧或19.5欧)，
12-17岁儿童16.5欧，5-12岁幼儿13.5欧，5岁以下免费。
优惠价条件：成人19.5欧，下午从Lorient 或路易港Port-Louis出
发早上从Groix返程，家庭优惠成人21.5欧，2名成人陪伴1名儿童
或未成年人，成人团体20人以上19.5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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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hermesmarins-perros.com
http://www.thermesmarins-perros.com
http://www.lagapa.com/
http://www.laga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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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gnie Océane
          这家船务公司全年都有Lorient和Groix摆渡的邮轮，还可以
将汽车一起运到岛上以便驾车游玩。单程时间需要大约45分钟，需
要提前30小时到港口准备上船，请大家算好时间不要错过登船时
间，附时间表。

票价：普通成人单程17.9欧，往返29.65欧；优惠价单程10.6欧，
往返17.9欧。
优惠条件：残疾人及其陪伴者，25岁以下青年须出示身份证，4岁
以下儿童免费但需领取免费票据以便计算船上人数)；老年票单程
15.75 欧，往返26.05 欧 (适用于60岁以上老年人须出示身份证)除
此价格外订票和换票需另加手续费1欧。30公斤以上行李须加收
2.75欧运载汽车票价：小型汽车155.3欧，中型轿车251.1欧，大
型轿车及露营车308.3欧。更多详细价格请参考网站。

★ 圣布里厄 Saint-Brieuc
布列塔尼北部的一个典型的布列塔尼海滨小镇, 恬静舒适的生活是这
座小城的特点, 这里的人有着不一样的生活哲学, 有着布列塔尼的坚
持。 因为气候适宜, 所以畜牧业发达, 这里的人们也大多以务农为生, 
都拥有自己的农场和奶牛，到了夏天这里变成了海边度假胜地。无
论是田间草场，还是夏日海滨，这里的优雅和平静都能打动你。

在这里可以乘坐布列塔尼古老的帆船La Pauline出海参观沿途风
光，还可到达一些步行无法到达的海滩。这项服务在游客中心就能
预订，很多游客中心都会跟商家联系，为游客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Une Chaloupe pour Dahouët
地址：Quai des Terres Neuvas 22370 PLENEUF VAL 
ANDRE
价格：首先要交纳入会费(年费)，成人20欧，学生10欧，8岁以下
儿童8欧。之后半日游(3小时)每人12欧，8岁以下儿童免费；一日
游(6-8小时)每人23欧，8岁以下儿童3欧；大于一日游每人第1天
25欧，之后每天20欧(8岁以下儿童不允许)。
电话：02 96 63 10 99

游客中心 Office du Tourisme
地址：Rue Winston Churchill 22370 Pléneuf-Val-André
电话：02 96 72 20 55

Pléneuf-val-andré
这里是作者最喜欢的布列塔尼的海滩，没有之一。前面的海滩都是
久负盛名，很多人闻名造访。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国海边小镇，在圣
马洛和拉尼永之间的一个海滩，清新的海风每天都吹拂着这座城
市，没有大批的游人，只有惬意的生活。细腻的沙滩上尽是追逐嬉
戏的儿童，沙滩上面的长凳经常有人们在静静的看书，远处点点的
帆船随着大海的波浪驶向远方。沙滩的劲头是一座峭壁，登上峭壁
可以俯视整个海滩，远处的城市和一望无际的大海。那幅画面永远
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梦想中的生活。

自驾: 从巴黎出发上A11号高速公路雷恩方向，到达雷恩换N12号公
路至Lamballe (大约4小时)。

火车：巴黎-布雷斯特快速火车(TGV)Lamballe或者Saint-Brieuc方
向(大约3小时)之后转乘大巴。

大巴：Ti'Bus 票价2 欧，附时刻表。
电话：08 10 22 22 22
www.tibus.fr 

路线
布列塔尼的海滩在盛夏时节是法国很出名的度假胜地，可以分成两
条线路游览。一条是南面的线路，可以从首府雷恩出发，经过瓦纳
(Vannes)到达卡纳克(Carnac)，然后再到洛里昂(Lorient)，从这里
坐船到小岛格鲁瓦(Groix)。南面的这条线路相对较短，适合3至4天
的行程。

如果沿北面出发，可以先到圣米歇尔山然后到旁边的圣马洛海滩，
中间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非常方便。然后向西到达圣布里
厄(Saint-Brieuc)接着到达拉尼永(Lannion), 如果有时间可以一直
向西直到法国的最西端布雷斯特(Brest)。北面的线路较长，所以根
据个人的时间，大约需要1周时间。

旅行日历
★ 节日
老犁音乐节 Les Vieilles Charrues  7月
别看这名字古怪，这可是全法国最流行最火的音乐盛典，却在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布列塔尼的小城Carhaix中举行。每年7月份，在这个
小城全法国最有名的乐队和世界著名的歌手都会聚集于此，举办每
年一度的音乐盛典Les Vieilles Charrues。这是法国最有名的音乐
节之一，门票会在很短时间内售罄而且价格不菲。不过法国很多人
为之疯狂，这也是他们Soiree(夜生活)的最理想去处。
www.vieillescharrues.asso.fr/2013

布雷斯特的雷电 Les Tonnerres de Brest 
这是4年一次在布列塔尼最西端的Brest举办的帆船展。上一次是在
2012年的7月举办的，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帆船，游客们不仅可以参
观各种帆船这里还有法国主要的海军基地，各式的军舰也可供游人
参观。不过这个节日4年才举办一次，跟奥运会的节奏一致，航海控
们恐怕要等上一阵子了。
www.lestonnerresdebrest2012.fr/fr

洛里昂音乐节 Interceltique de Lorient  2013年8月2日至11日
凯尔特风格的音乐节，还包括布列塔尼风格、爱尔兰威尔士风格的
音乐。
www.festival-interceltique.com

街头摇滚音乐节 La route du rock
摇滚风格音乐节 Festival de Rock
雷恩2月13-14日，圣马洛2月15-17日
www.laroutedurock.com

非凡的旅行者 Les Etonnants Voyageurs
圣马洛 2013年5月18-20日
关于旅行方面的节日，主要展示关于旅行的书籍和电影。
www.etonnants-voyageurs.com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http://www.tibus.fr
http://www.etonnants-voyageurs.com
http://www.compagnie-oceane.fr/ftp/FR_documents/GROIX%20aut_hiver2012-13-OK.pdf
http://www.compagnie-oceane.fr/ftp/FR_documents/GROIX%20aut_hiver2012-13-OK.pdf
http://www.compagnie-oceane.fr/ftp/FR_documents/GROIX%20aut_hiver2012-13-OK.pdf
http://www.compagnie-oceane.fr/ftp/FR_documents/GROIX%20aut_hiver2012-13-OK.pdf
http://www.tibus.fr/horaires_ligne/?rub_code=6&lign_id=531
http://www.tibus.fr/horaires_ligne/?rub_code=6&lign_id=531
http://www.tibus.fr
http://www.tibus.fr
http://www.vieillescharrues.asso.fr/2013/
http://www.vieillescharrues.asso.fr/2013/
http://www.lestonnerresdebrest2012.fr/fr/
http://www.lestonnerresdebrest2012.fr/fr/
http://www.festival-interceltique.com
http://www.festival-interceltique.com
http://www.laroutedurock.com
http://www.laroutedurock.com
http://www.etonnants-voyageurs.com
http://www.etonnants-voyage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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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急救电话：15 
警察：17
火警：18
欧洲紧急呼救：112(这个可以联系到上面所有电话并且有英语服务)

★ 中国使领馆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地址：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avenue George V，75008 
Paris)。
电话：01-49-52-19-50

领事部地址：第八区华盛顿街20号(20，rue de Washington，
75008 Paris)     
电话：0153758831
www.amb-chine.fr

★ 医疗应急
因为法国是全民医疗制度，所以一般的门诊都是私人医生。但是药
铺却随处可见，就是画有绿色十字的Pharmacy，就是所谓的药妆
店。这里出售一般的药妆、奶粉和各种处方药、外用药。但是处方
药是必须有医生处方才可购买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去药妆店
询问，他们会推荐一些非处方药，如果情况严重他们会推荐附近的
门诊医生或者医院，不过一般的医院效率非常低，虽然写了急诊却
可以等上半天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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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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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穷游锦囊app，阅读锦囊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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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chine.fr
http://www.amb-chine.fr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id56346786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id563467866?mt=8
http://static.qyer.com/upload/mobile/guide.apk
http://static.qyer.com/upload/mobile/guide.apk
http://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hd/id526274198?mt=8
http://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hd/id526274198?mt=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