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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ÔTE D'AZUR 南法蔚蓝海岸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儿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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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蔚蓝海岸是夏天度假休闲的好地方，不太适合匆匆赶路，最理想
的是至少能在一个地方停留1天，体验“度假”的感觉。

★ 蔚蓝海岸各城间最理想的交通方式是自驾游，可以节省很多时
间。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乘坐火车或巴士，记得出行前打印好
重要的路线时刻表，带在身上。

★ 周日及节假日地上停车场免费。5月1日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很多
景点关闭。

★ 夏天行李必备墨镜、防晒霜、浴巾、泳衣和沙滩鞋，晚上外出准
备防蚊用品。

★ 自驾旅行，车厢里不要放任何贵重物品，即使人在车中，也要把
车门锁好。如果停留时间较长，地下停车场较为安全，因为有摄像
头。临时准备停车时要看一下周围是否有可疑人等，如果不放心就
换一个地方停。

★ 最近法国盗窃活动猖獗，护照等重要证件一定要贴身带，千万不
要放在分开的行李里。如果在车站等公共场所有人靠近你但是手被
其它东西盖住看不见，要迅速远离他们。

作者：chichiyouyou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8月23日

电话区号：0033   医疗急救电话：15 报警：17 消防:18 
货币汇率：1欧元 ≈8.10人民币元(2013年4月)

我们还有

                   

★ 法国公众场合(包括餐厅内、公共交通工具上、医院等)禁止吸
烟，否则可罚款68欧元。

★ 商店和超市营业时间一般为周一到周六早10点到晚上19点，大
的商场和超市可以开到20点，周日关门，所以需要补充生活用品的
话，周六要提前买好。

★ 面值为100欧元以上的现金大部分地方都不收，最好先换成零钱。

★ 法国每年年底前火车及机场经常罢工，建议避开这个时段出行。

★ 法国人的英语水平比较差，加上口音重，所以他们不太愿意用英
语交流，建议提前学习或者打印一些常用法语单词，有备无患。

★ 参观教堂要注意着装，不要穿吊带和超短裙(裤)，不要穿拖鞋，
否则可能会被拒绝进入。教堂内有蜡烛供人取用，一般1欧元/支，
放到投币箱中。在教堂内一定不要高声喧哗，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不
接待游人参观。

区域速写
蔚蓝海岸(Côte d'Azur)指的是法国东南部从马赛旁边的Cassis小镇
到与意大利接壤的小城芒通(Menton)之间相连的大片滨海地区，总
长度约400公里，从西向东分别有戛纳(Cannes )、格拉斯
(Grasse)、安提贝(Antibe)、尼斯(Nice)、摩纳哥(Monaco)等著名
城市。“蔚蓝海岸”是法国最奢华和最富有的地区之一—游艇、豪
车、名店云集，众多富人、明星均汇集于此，海岸沿线汇聚许多各
有特色的小城，是法国人夏季最爱的度假地点。Azur在法语里的意
思是指像天空一样的蔚蓝色，用来形容地中海的海水颜色真是再贴
切不过，天气晴朗的时候，真可谓海天一色。此锦囊将集中介绍蓝
色海岸最受欢迎的沿线城市。尼斯以东的城市按照距尼斯由近及
远，介绍了滨海自由城-圣让卡普费拉-埃兹-摩纳哥-芒通，共5个城
市。尼斯以西城市按照距尼斯由近及远，分别介绍了圣保罗·德·
旺斯-比约特-安提贝-戛纳-格拉斯，共5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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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france/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france/
http://guide.qyer.com/paris-sweet/
http://guide.qyer.com/paris-sweet/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22%20%5C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22%20%5C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92%E9%80%9A%22%20%5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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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数字和日期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 作者眼里的蔚蓝海岸 
        如果说旅行分为游览和度假两种，那么蔚蓝海岸地区无疑是度
假的天堂。澄澈的天空、透明的阳光、蔚蓝的海水、成排的游艇、
随处可见的棕榈树、宽阔的滨海大道、随意停在路边的豪华跑车、
还有露天咖啡座上的美女，构成了蔚蓝海岸的独特风情。这里路上
的人都步态悠闲，面带微笑。置身于此，让人想要停下匆忙的脚
步，面朝大海，享受生活。

★ 推荐书籍和电影  
电影：以蓝色海岸地区为背景的电影有很多，最有名的当然是在埃
兹(Eze)小镇拍摄的让格蕾丝凯利收获了奥斯卡奖，并成为摩纳哥王
妃的电影《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游览之前看一看，身临
其境时会有更丰富的体验。

书籍：虽然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三部曲《普罗旺斯的一年》、《永
远的普罗旺斯》及《重返普罗旺斯》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还是要
推荐大家仔细读一读。他以一个英国人的视角描写的法国美食及传
统节日，虽然夸张，却也是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写就，可以让人了解
普罗旺斯山区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复杂的法国美食。法国人的烹调手
段虽然没有中国那样包罗万象，却也是花了功夫研究的，尤其讲究
原材料的来源及调味汁的调配，以及荤与素、菜肴与酒间的搭配。

★ 消费指数  
食：三明治3.5欧元，大瓶矿泉水1欧元。普通餐厅午餐套餐15欧
元/人，晚餐套餐20欧元起/人。

行：公交单人票1欧元。地上停车费1.3欧元/小时，地下停车场2.1
欧元起/小时。

住：青年旅舍床位每晚21欧元起，三星级旅馆双人间每晚40欧元起。

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当地人主要说法语，即使是游人集中的餐厅酒吧，会说英语的也不太
多。如果要用英语问路，最好找旅游信息中心或者路上的年轻人。

★ 日常对话
Bonsoir - bong si wa he - 你好(晚上见面)
Au revoir - ao he wu wa he - 再见
Merci – mai he xi - 谢谢    Pardon – ba he dong - 对不起
Combien？ - Gong bi yian - 多少？
Restaurant - hai si duo hang - 餐厅
aller simple - a lei sun pu le - 单程
aller – retour - a lei he du he - 往返
Toilettes – du wa lai te - 洗手间  Metro – mei te huo - 地铁
Vin – Wan(第四声) - 酒          Au secours - O se gu he - 救命
grève - ge hai wu - 罢工  voleur - wo le he - 小偷
L'eau Gratuit – Luo(第四声) ge ha tü yi - 免费的自来水
L'addition，s'il vous plait - La di siong，si le wu pu lai - 结账

当地人的生活
法国南部的人中午一般午休2个小时，因此很多景点及小店12点到
14点间都会关门，银行中午也暂停营业2个小时。商店周日都不营
业，因此周六大超市总是挤满了人，而周日户外活动的人群会大大增
加，海滩、公园等地都比平时要拥挤。另外在重要的节日如圣诞节、
新年的时候，很多景点、商店都会关门，街上行人也很少，都回家团
聚去了，并不是出行的好时机。

实用信息
★ 电话
法国移动运营商主要有SFR、Orange、Bouygue、Virgin Mobile
等，Sim卡在运营商的专卖店和邮局可以买到，但需要出示当地居留
或护照。充值卡可以在超市，烟草店(Tabac)买到。

电话亭都可以使用硬币和电话卡。邮局、烟草店(Tabac)、报刊亭等
商店都出售电话卡，向店员咨询购买“Carte Téléphonique”即
可。电话卡有不同的额度，所以如果只打算用一两次，可以要求
买“le moin cher”。带电脑芯片的电话卡插进电话机里按语音提示
拨号即可，其他电话卡需要输入卡上的号码然后再拨号。

预付费Sim卡(Carte Prépayée)
Orange公司的叫做Mobicarte，售价7.9欧元，其中包括5欧元的可
用额度。Orange France网络内短信每条0.12欧元，向境外的GSM
网络的手机发短信每条0.28欧元。

Bouygue的Sim卡：4.99欧元，包括15分钟通话时间。0.5欧元/
短信，0.1欧元/分钟。

SFR的Sim卡：5欧元，之后买10欧元的充值卡，10天内不限时通
话及短信。

邮局移动(La Poste Mobile)的卡：5欧元，含5欧元的话费，话费
0.25欧元/分钟/欧元洲，1.5欧元/分钟/国际，短信0.3欧元/条，在
一般邮局都可买到充值卡，金额从5欧元到75欧元不等。

★ 网络
机场和火车站内，Quick和麦当劳快餐店内可以使用免费Wifi信号。
青年旅社也都可以免费使用Wifi。酒店尤其是四星以上的，网络可
能要另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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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 货币帮助

          货币：法国使用的官方流通货币为欧元(Euro)，符号€。欧元
分为纸币及硬币：纸币面值为5、10、20、50、100、200、
500。硬币有1欧元、2欧元以及生丁(Centime)，币值为1、2、
5、10、20、50。1欧元等于100生丁。

★ Tips：换零钱
要注意很多超市及商店不收50欧元以上的纸币，如果携带大额纸币
最好先到银行换成零钱。1欧元的硬币很有用，可多备一些，很多超
市的推车需要塞一个才能用，用完还车时可以取出。停车场收费和
饮料机，都只收硬币，不妨常备一些。

兑换
在法国，通过自动取款机(ATM)来取钱是最方便和划算的兑换方
式，汇率一般比从银行或兑换所要好一些，但要找有银联标识的取
款机。也可以国内先换一些，到这边再到银行或者邮局换成零钱。
银行标准上班时间从9:00到16:30。周日、周一和公共假日休息。
很多的银行只在上午提供外币兑换的服务。

银联
机场、火车站、几乎每条主要街道上都有银联标志的取款机，大型
购物中心也可以找到。Lafayette百货、Sephora彩妆香水连锁店及
各奢侈品店，都可以受理银联卡，没有张贴银联的标识的商户，可
以直接询问是否能够使用。Visa、Master Card比较通用，基本都
可以使用。

贴有如下银联标识的取款机及下面四家银行的ATM机均可受理银
联卡。

刷卡
法国信用卡的使用相当普及，一般的商店、餐厅、超市都可以刷
卡，只有集市或者小吃店需要现金。但要注意有的商家有刷卡最低
消费额，例如护肤品牌Yves Rocher的商店要消费8欧元以上才能
刷卡。

★ 邮局
法国的邮局(La Poste)标志是黄色的圆上一只蓝色的信笺。

邮局的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五9:30-12:30、
13:45-17:15，周六 9:30-12:30。邮寄到中国
的明信片邮资约为0.89欧元。邮局里出售各种
主题的纪念邮票，以法国风景及各地区特产为主
题的是很好的纪念品和小礼物，一辑10张价格
在8.6欧元左右。邮筒一般有两个口，邮寄到法国外的邮件要投进标
有Autre Destination的投入口。如果邮局没有开门，可以在烟草店
(Tabac)购买邮票。

区域间交通
尼斯可谓是蔚蓝海岸的交通枢纽，它拥有法国第二大机场，四通八
达的铁路系统及可以到达摩纳哥等地的公交巴士。游蔚蓝海岸以尼
斯为中心来计划行程是比较方便和经济的。

★ 机场 
蔚蓝海岸最重要的机场是尼斯机场，详情见尼斯章节。

★ 火车
火车是各城市之间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区域快车(TER)衔接卡西
(Cassis)与意法边境的文蒂米勒(Vintimille)之间蔚蓝海岸地区的各
个主要城市。
www.ter-sncf.com/paca

★ 大巴 
蔚蓝海岸有100多条公交线路，车票(Ticket Azur)1-1.3欧元。可
以在省议会网络(TAM)内乘车，并且在其它网络换乘，这些网络分
别是：Bus Var Mer、Lignes d'Azur NCA、Envibus、
Sillages、Bus Azur、CARF。夜班车每周提供三晚服务并且在节
假日前夜提供服务，从尼斯出发，夜班车可以开往摩纳哥
(Monaco)、芒通(Menton)、戛纳 (Cannes)、格拉斯(Grasse)。 
www.lignesdazur.com

★ 观光小火车 Petit Train  
蔚蓝海岸沿线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观光小火车，沿线经过市内主要
景点，对于不方便走路的老人和小孩很实用，始发站一般都在旅游
信息中心附近，可以向旅游信息中心咨询时间和票价。

★ 蔚蓝海岸一卡通 French Riviera Pass
尼斯旅游局推出的蔚蓝海岸一卡通，可以无限搭乘尼斯大环游露天
大巴，沿途跟随导游参观尼斯各大博物馆以及文化古迹，并且可以
享受指定商家的10%优惠。参观尼斯周边的小城也可以使用，例如
Eze的山顶花园、摩纳哥的海洋馆等可以免费参观。

★ Tips： 一卡通使用注意事项
一卡通生效起始日将从第一个景点游览时自动记录计起。
在各大景点入口处出示一卡通以免费进入(除了特殊景点以及临时展
览等)。

每个景点仅限探访一次，“尼斯大环游”敞棚游览观光大巴可以在
其时效内免费无限乘坐。

一卡通实行实名制，专人专卡不得借用。请注意其有效期截止日。
购物时，相关优惠仅限使用于购买指定商品。

Antibe的海洋乐园(Marineland)仅针对持有72时一卡通的游客免费
开放。

票价：24小时天票26欧元，48小时天票38欧元，72小时天票56
欧元，附赠一本60页的实用指南。可以在线订购。
预订网址：www.niceres.com 

银联标识  
法国农业信贷 
Credit 
Agrigole

法国储蓄
银行 
Caisse 
D’Eep
argne

法国兴业
银行 
Societe 
Generale

里昂信贷
标识 

Le Credit 
Lyonnais

http://www.ter-sncf
http://www.ter-sncf
http://www.lignesdazur.com/
http://www.lignesdazur.com/
http://www.niceres.com/4DACTION/Web_GP_Excurs2/8/20088/789/0/GB/2/webnice/Normal
http://www.niceres.com/4DACTION/Web_GP_Excurs2/8/20088/789/0/GB/2/webnice/Normal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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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蔚蓝海岸地区全年气候宜人，享有着冬暖夏凉的地中海性气候。沿
线城市面向大海，有山丘阻挡风袭，冬季的气候一直非常温和，夏
季因为海上的和风吹拂而永远不会太热。3月，当法国北部还有冰雪
肆虐时，在蔚蓝海岸地区身穿一件T恤衫坐在露天咖啡座享用午餐的
人很常见。

路线
尼斯的交通很发达，公车和火车线路很多，价格便宜，因此可以以
尼斯为中心点安排周边游。如果是旅游旺季或者时间紧张，坐火车
可以保证行程顺利，如果是淡季或者时间充裕，还是坐公车方便，
票价1欧元，而且到达地点一般是市中心。

蔚蓝海岸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值得游览的地方很多，游览路线基本
来说可以分为地中海沿岸游和阿尔卑斯山村游。根据季节和时间，
可以两种游法结合，比如夏天海边多安排一些时间，冬天留出足够
时间去山上滑雪。

★ 蔚蓝海岸路线之地中海沿岸游
一日游
适合暴走族，体力不够者可相应缩减游览内容。早上乘坐100路公
车从尼斯出发，到达摩纳哥(Monaco)参观。上午参观海洋馆或者植
物园，然后去王宫，看卫兵换岗仪式(时间大概在11:55)。午餐之
后，可以去赌场，赌场14:00开，要注意着装，带护照，18岁以下
严禁入内。傍晚从摩纳哥乘坐开往尼斯方向的112路参观埃兹
(Eze)，返回尼斯，从海边的英国人大道散步到老城区，吃晚餐，逛
夜市，到马赛纳广场看街舞。

二日游
第1天：尼斯-摩纳哥-埃兹-尼斯。
第2天：尼斯-圣保罗·德·旺斯-尼斯。
从尼斯乘坐400路，到达圣保罗·德·旺斯，参观小城及梅格基金
会。返回尼斯，参观西米耶高地及马蒂斯博物馆/国立马克·夏加尔
博物馆/圣尼古拉东正教大教堂-内格雷斯科酒店-英国人漫步大道-城
堡丘陵老城区-马赛纳广场。

三日游
第1天：尼斯-摩纳哥-埃兹-尼斯。
第2天：尼斯-圣保罗·德·旺斯-尼斯。
第3天：尼斯-安提贝-戛纳/格拉斯-尼斯。
从尼斯乘坐200路到安提贝，之后可以直接坐200路到终点站戛
纳。或者到格拉斯，在安提贝Antibes-Dugommier站乘坐200路，
到Cagnes-Sur-Mer-Square Bourdet站，下车换乘500路，到
Grasse-Gare Routière下车，游览后乘500路返回尼斯。

★蔚蓝海岸路线之山区游
蔚蓝海岸的山区可以乘坐乘坐松果小火车(Train des Pignes)进行
游览。

一日游
尼斯-昂特沃(Entrevaux)-安诺(Annot)-尼斯

摄影
早上10点以前光线最好，是拍照的最佳时间，在尼斯，从英国人漫
步大道一直走，走到尽头登上城堡可以俯瞰全城及美丽的天使湾，
是拍照的最佳地点。

餐饮
蔚蓝海岸沿海的城市有许多地中海风味的海鲜餐厅，在尼斯可以吃到
尼斯的本土菜。受到北非移民的影响，也有不少以Couscous(谷斯谷
斯)为主的非洲餐厅，如果乘坐火车往尼斯西北的山区，可以品尝到阿
尔卑斯山区的特色菜，比如Tourte(土豆夹馅饼)，Pied Paguet(羊腿
与羊肚包肉煮成)等。由于邻近意大利，也有不错的披萨及意面餐厅，
还有就是近似于小吃的可丽饼(Crêpe)，有咸、甜两种。

★ 特色美食
海鲜
地中海生蚝、贻贝配炸薯条、鲷鱼、狼鱼、比目鱼都是非常受欢迎
的海鲜菜肴。

北非菜肴
Couscous(谷斯谷斯)是一种北非传统食品，将鸡肉、牛肉肠及蔬菜
一起炖煮，浇在煮好的麦粒上。Tajine是将牛羊肉与鹰嘴豆、各种
蔬菜及杏干一起炖煮而成，配上筋道的阿拉伯大饼(Pain Tajine)，
十分美味。

阿尔卑斯山区传统菜肴
由于山区比较寒冷，因此菜肴都比较高热量，比较适合晚上或者冬
天吃。有Tourte(土豆夹馅饼，也有夹肉的)和Pied Paguet(羊蹄与
羊肚包肉，以番茄酱及白酒煮成)。

★ 点菜与小费
在法国餐厅点餐可以分为零点和套餐，零点可以任选菜单上的所有
品种，比较适合胃口较小的女生，点一个主菜和甜品就可以吃饱。
套餐包括前菜，主菜及甜品，每一项都有几种选择，价格会比零点
要优惠。

前菜 Entrée / Hors d'Oeuvre
一般包括Soupe / Potage汤、Salade沙拉、Crudité冷盘，比较有
名的Foie gras鹅肝、Escargot蜗牛、Charcuterie生火腿等都属于
头道。

二日游
第1天：尼斯-昂特沃(Entrevaux)-安诺(Annot)-圣安德烈(Saint 
Andre)，宿圣安德烈Saint Andre。
第2天：圣安德烈(Saint Andre)-迪涅雷班(Digne-Les-Bains)-尼斯。

★蔚蓝海岸路线之全景游

三日游
第1天：尼斯-滨海自由城-圣让卡普费拉-埃兹-尼斯
第2天：尼斯乘坐仙境之旅火车-唐德-尼斯
第3天：尼斯-安提贝-戛纳/格拉斯-尼斯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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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蔚蓝海岸一直是富人中意的度假地点，因此奢侈品店很多，在戛
纳、尼斯等地都可以找到，喜欢淘名牌可以赶1月或7月的打折季
来。对于预算不多的游客，也可以找到有特色又不贵的纪念品和小
礼物，例如普罗旺斯特色的小饰物及各种织物，或者药妆店里的天
然护肤品、各种植物精油，还有是集市上艺术家制作的独一无二的
小玩意儿。如果拿得动，可以选几瓶上好的葡萄酒或者是普罗旺斯
地区特产的花草酒(Liqueur aux herbes de Provence)，包装精美
的巧克力也是很好的礼物。

★ 退税销售
退税条件：购买者为非欧元盟国家长期居民，退税申报人须满15周
岁以上。在同一商店一次性消费满175欧元，所购物品在购买后6个
月内带出欧元盟国家。

购买物品时，向商店索取退税单及购买发票。离开欧元盟国家时，
由海关在退税单上盖章。离开欧元盟国家时，最后从法国出境。注
意在上飞机托运行李前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在机场行李托运前
出示所购物品，盖海关的章时可能会要排队。尼斯老佛爷百货(四楼
客服中心)、环球退税公司以及尼斯机场都提供12%的退税服务。

         主菜 Plat
         肉类 (Viandes)或烧烤(Rotisserie)：
Veau - 小牛肉  Boeuf - 牛  Porc - 猪
Agneau - 羊  Poulet - 鸡  Dinde - 火鸡
Canard - 鸭  Jambon - 火腿  Saucisson - 香肠

海鲜(Poissons / Fruit de mer)：
Crevette - 虾   Noix de Saint-Jacques - 扇贝
Homard - 螯虾  Langouste - 龙虾
Gambas - 大虾  Huitre - 牡蛎
Moule - 贻贝   Saumon - 三文鱼
Thon - 金枪鱼   Daurade - 鲷鱼
Tuite - 鳟鱼   Sole - 比目鱼
Cabillaud - 鲜鳕鱼  Lotte - 鮟鱇鱼
Calmar - 鱿鱼   Poulpe - 章鱼
Seche - 乌贼   Oursin - 海胆

配菜 Accompagnement
一般的配菜有Frites薯条、Purée 土豆泥、Haricot vert 豆角、Riz 
米饭。蔬菜类的配菜有Asperge芦笋、Auberg ine茄子、
Concombre黄瓜、Herbe香草、Choux包菜、Epinard菠菜、
Oignon 洋葱、Carotte胡萝卜。

当日主菜 Plat du jour
如果选择零点，当日主菜是不错的选择，一般是厨师的拿手菜，而
且材料会比较新鲜。法国传统餐厅里，当日主菜的菜名会用粉笔写
在黑板上。

酒水 Vin
法国的餐桌酒主要有白葡萄酒(Vin blanc)、红葡萄酒(Vin rouge)、
粉红葡萄酒(Vin rosé)、苹果酒(Cidre)。

法国人吃饭时习惯以白葡萄酒配鱼和海鲜，红葡萄酒配红肉和奶
酪，粉红酒则是各种菜肴都可以搭配，苹果酒是配煎饼Crêpe吃
的。点酒时注意仔细看酒单，有的餐馆葡萄酒可以只点一杯(Un 
Verre)或者4分之一瓶(Un Quart)，有的是以厘升(CL)标注，如
35CL，50CL等，如果只有二个人吃饭就不用点一整瓶。水可以要
免费的自来水，习惯说法是一罐水Un carafe d’eau，或者直白一
点说免费的水l'eau gratuite。

菜单里含服务费，给小费并非强制，如果觉得服务或者菜肴不错的
话，可以顺手留下5%-10%的小费。

住宿
由于周围的小城离得都很近，坐公交车就可以到达，可以以尼斯为
中心计划住宿，当天往返，省去搬运行李的烦恼。如果自驾的话，
预算又充足，也可以选择在中意的小城停留住宿，如果事先预订，
可以订到很优惠的价格。如果要在尼斯狂欢节或者戛纳电影节等盛
大的活动举办期间住宿，一定要提前预订，或者提前计划好住在附
近的小城里。

尼斯 Nice
★ 城市速写
尼斯位于宁静的地中海及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之间，依山傍水，拥
有透明的阳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优质的海滩，夏季可以戏
水，冬季可以滑雪，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钟爱的度假地点，还吸
引了不少艺术大师来此居住，为尼斯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如今
的尼斯仍然是富豪喜爱的度假地点。每年夏天，海边的豪华酒店前
随意停放的顶级名车、装饰精美的奢侈品商店带给尼斯纸醉金迷的
气氛，而露天广场上的街舞，盛大的花车游行，各种艺术展览又使
尼斯充满艺术与浪漫的气息。　

推荐电影
在尼斯取景的电影不少，有一部非常无厘头的法国《电影小子布里
斯》(Brice de Nice)，奥斯卡影帝Jean Dujardin在这部电影里扮
演一个富二代金发神经男Brice，整天梦想在天使湾冲浪，为了不错
过天使湾的大浪，无论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冲浪板，而实际上天使湾
只有1979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大浪。无忧无虑的生活于Brice的父亲
因为替黑手党洗钱而被捕的那天终结，之后他经历了各种悲惨遭
遇，终于苦尽甘来等到了天使湾的大浪。他冲完浪，娶到了美人
鱼，还怀了孕，因为美人鱼族是男性生育的种族。由于形象颠覆太
过，观众很难辨认出是影帝的演出，电影不是十分大众，但是镜头
下的尼斯阳光灿烂、海水蔚蓝，配上主人公永远不变的黄T恤及法式
幽默，令人难忘。

★ 实用信息
尼斯的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de Nice 见地图B标识 

可以领取公车时刻表及地图及咨询各种活动讯息。
地址：5，Promenade des Anglais
电话：0033 892707407(0.34欧元/分钟) 
开放时间：10月到次年5月9:00-18:00，6月到9月周一到周六
8:00-20:00，周日9:00-19:00。
www.nicetourisme.com

http://www.nicetourisme.com
http://www.nicetourisme.com
http://www.nicetouris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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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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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
          机场，火车站及市中心的旅游信息中心都可以免费领取地图
(Le plan de Nice)。
或者在尼斯市政府的网站上查询，网址www.plan-nice.org。

网络
机场、火车站、Quick和麦当劳快餐店内可以使用免费Wifi信号。
2012年，尼斯政府在萨雷雅广场(le Cours Saleya)及法院广场安
装了无线发射设备，供网民在8:00-22:00期间免费使用，每次使用
时间为 3 0 分 钟，可以无限次连接，设备前的标志字样
是：“accéder à Internet haut débit avec le Wi-Fi offert par 
la Ville de Nice.”

邮局 La Poste(英国人漫步大道附近) 见地图B标识
地址：35 Rue de France06000 - Nice

兑换所 Bureau de Change 见地图B标识 
地址：9号及17号，av Jean Médecin06000 – Nice

厕所
尼斯景点附近的厕所都要收费，价格在0.5欧元左右。如果胆子大可
以去酒店的大堂试试运气。比较可靠的还是到餐厅买一杯咖啡或者
饮料，顺便借用洗手间。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海滩沿岸找一找，听
说有免费的。

警察局失物招领处
Police  Municipalem - Objets Trouvés 见地图B标识  
地址：42 rue Dabray 06000
电话：+33(0)497134410

★ 体验
水上活动
尼斯的天使湾海滩有众多的私人海滩和公共海滩。私人海滩需要消
费或者付费才能进入，里面有餐厅、躺椅等设施。公众海滩可以随
便进入，但是鹅卵石的海滩躺起来可不怎么舒服。除了玩水，晒太
阳以外，在尼斯还可以体验各种刺激的水上活动，比较常见的有水
上降落伞、滑水、潜水等项目。代理这些项目的商家也有很多，游
客可以对比几家之后做出选择。

水上降落伞
水上降落伞是一项非常刺激的活动，具体方式是将参与者固定在伞
架上，然后发动快艇将降落伞拖动升空，参与者将在水上飞行一段
时间，然后降落在浅水区。由于升空的一刻速度很快，不太适合有
心脏问题及血压高的游客。
预定网址：www.glisse-evasion.com/uk/parasailing.html 
价格：35欧元/人，55欧元/2人。
注意事项：参与人数最多3人，总重量不超过200公斤。5岁以上儿
童可在家长陪同下参加。需穿着泳衣。

滑水
参与者抓住系在快艇上的绳子，跟在快艇后在水上滑行，新手可以
要求教练陪同。这项活动的要点是平衡，速度很快，要注意安全。
预定网址：www.glisse-evasion.com/uk/water-ski.html  
价格：25欧元/来回（10分钟）
活动组织者：Blue Beach Water Sports Glisse Evasion
地址：29 Promenade des Anglais 06000 
电话：+33(0)6 10 27 03 91

水肺潜水
参与者可以在尼斯海角或者滨海自由城的海湾，探寻神秘的海底世
界。潜水中心提供培训，教练会陪同潜水。对于无需教练陪同的潜
水高手，需要提供潜水许可证及健康证明。
活动组织者：CIP NICE Centre de Plongée
体验价格：45欧元/20分钟，85欧元/40分钟。
地址：2 Ruelle des Moulins 06301
电话：+33(0)6 09 52 55 57
www.cip-nice.com/index.php/en/presentation-2 

活动组织者：尼斯的青年旅舍Villa Saint Exupéry
出海时间：每天两次，上午9点和下午2点(周日仅上午9点一次)。
价格：每人45欧元。
地址：6 Rue Sacha-Guitry，F-06000 Nice
电话：+33 493 161 345
www.villahostels.com/villa-tan-xian-lv-xing-zh

地中海航船
乘船游览迷人的地中海海湾景色，中途还可以潜水和游泳。
价格：航海每人每天64欧元。
活动组织者：尼斯的青年旅舍Villa Saint Exupéry，在这里还可以
报名参加如悬崖跳水、冲浪和滑水等活动。

海滩分店Villa Saint Exupéry Beach
地址：6 Rue Sacha-Guitry，F-06000 Nice
电话：+33 493 161 345
www.villahostels.com/villa-tan-xian-lv-xing-zh

尼斯南阿尔卑斯滑雪
尼斯是法国著名的滑雪胜地，从尼斯出发，可以乘坐公交巴士，只
需2小时左右就可到达南阿尔卑斯山脉著名的Auron、Isola2000滑
雪场。或者乘坐滑雪专列(Train des Neiges)，到达Casterino 滑
雪场。滑雪场的开放时间一般为12月到次年4月。雪场提供不同雪
道，器械租赁及教练服务，供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选择。4月的时
候，可以欣赏到两个季节的风格。

Isola2000雪场
到达方式：从尼斯到Iso la2000的公车750路，可以在机场
Terminal 2乘坐，也可以在SNCF火车站乘坐，到Isola2000站
下。从尼斯坐车去大约一个半小时。车票5欧元/人，可携带一件行
李及一套滑雪器材。从蔚蓝海岸别的小城出发，可以查询
www.ceparou06.fr/ri
雪场价格：成人31欧元/天，学生26.5欧元/天。周二预订有折扣。
预订网址：www.isola2000.com 

Auron雪场
价格与Isola2000雪场差不多。
到达方式：乘坐尼斯到Auron的公车740路。
预订网址：www.auron.com 

滑雪专列 Train des Neiges
滑雪专列可以到达Tende附近的Casterino (www.casterino.com)
滑雪场，往返票价13欧元(包括巴士)。
订票网站：www.voyages-sncf.com；www.ter-sncf.com/paca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ter-sncf.com/paca
http://www.pla
http://www.pla
http://www.glisse-evasion.com/uk/parasailing.html
http://www.glisse-evasion.com/uk/parasailing.html
http://www.glisse-evasion.com/uk/water-sk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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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illahostels.com/villa-tan-xian-lv-xing-zh
http://www.villahostels.com/villa-tan-xian-lv-xing-zh
http://www.ceparou06.fr/ri/?rub_code=4
http://www.ceparou06.fr/ri/?rub_code=4
http://www.isola2000.com
http://www.isola2000.com
http://www.auron.com
http://www.auron.com
http://www.casterino.com
http://www.casterino.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ter-sncf.com/paca
http://www.ter-sncf.com/paca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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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斯的Villa Saint Exupery青年旅舍可以组织当天往返的滑雪团。
        价格：每人42欧元(包括交通、索道和器械租赁)
地址：6 Rue Sacha-Guitry，F-06000 Nice
www.villahostels.com/index-zh

★ 节日

尼斯嘉年华狂欢节 Carnaval de Nice 2014年2月14日 -3月5日
尼斯嘉年华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狂欢节之一，可以与巴西的狂欢节相
媲美。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日间和夜间都有盛大的游行，日间游
行可以清楚地看到缀满各色鲜花的主题花车及游行队伍里的表演
者，夜间游行则有绚丽的烟火表演。“掷花大战”是尼斯狂欢节的
特色，车上的美女将车上的鲜花全部拔下来掷向观众，到达终点前
花全部送完的获胜，因此尽量定一个离游行队伍较近的位置，就有
可能抱着一大把鲜花回家。2014年，尼斯嘉年华狂欢节的主题
是“美食之王”，如果想要参加，一定要提前预定住宿，因为嘉年
华期间，尼斯真的是一房难求。
票价：约30欧元/人。
www.nicecarnaval.com

尼斯爵士音乐节 Nice Jazz Festival 2013年7月8日至12日
尼斯爵士音乐节是世界上第一个爵士音乐节，是欧洲三大爵士音乐
节之一。从2011年开始，爵士音乐节从西米耶的露天剧场转移到市
中心马塞纳广场及附近的Verdure剧院举办。

地址：La scène Masséna(Place Masséna) - La scène Théâtre 
de Verdure
到达方式：Tramway T1线Nice-Massena站。
票价：成人35欧元/人，学生及16到25岁青年25欧元/人，购买时
要出示有关证件。
www.nicejazzfestival.fr 

国庆节 Fête Nationale 2013年 7月14日
尼斯的国庆节焰火在滨海大道上可以观看，非常壮观，如果赶上这
一天千万不要错过，记得要早一点到占个好位置。
烟火表演时间：7月14日晚上22:00。

★ 城际交通

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至尼斯坐飞机需1.5小时，一天2班次。法国国铁
(SNCF)每天提供11班由尼斯开往其他法国城市的火车，由巴黎里昂
车站开往尼斯的高速列车(TGV)，全程需约6.5小时，每天2至3班。
100多条日间公共汽车线路行驶在尼斯蔚蓝海岸地区的27个市镇。

除了Eze Village外，其他旅游点(Monoco，Mento，Antibes，
Cannes，Grasse等)火车都能到尼斯，每小时有2班。火车汽车各
有利弊，乘火车价格稍贵，但发车到站都准点，旅途时间短。汽车
价格统一1欧元，停靠站大多都是中心区，离旅游信息中心和景点很
近，但时间不太准，遇到堵车或是排队找司机买票的人太多，时刻
表就不准了。

机场

尼斯蔚蓝海岸机场(l'Aéroport Nice-Côte d'Azur)是法国第二大机
场，它每天有航班飞往纽约和迪拜，而且是巴黎以外第一大接待廉
价航空公司的机场。尼斯机场位于市区西边7公里处，拥有两个航站
楼，T1航站楼和T2航站楼。有免费巴士穿梭于两个航站楼之间。机

场的两个候机楼内都有银行、货币兑换处、ATM机、餐厅、咖啡
店、酒吧、礼品商店、报刊亭和免税商店。1号候机楼内还有邮局。

行李寄存：1 号候机楼的地下层和 2 号候机楼的咨询服务台都设有
行李寄存设施。两个候机楼都提供搬运服务，可以在咨询服务台呼
叫搬运工。

从市区到机场
公交巴士
23路公车：经SNCF火车站开往机场1号航站楼，约需30分钟左右，
票价1欧元。
98号线(Ligne 98)：机场(Aéroport)-里基耶火车站(Gare Riquier)
(途经19站)。从T2航站楼出发，5:52-23:37之间每20分钟一班(节
假日除外)。从Riquier火车站出发，5:20-21:00之间每20分钟一班 
(节假日除外)。
99号线(Ligne 99)：直达线路，机场(Aéroport)-法国国营铁路公
司火车站(Gare SNCF)。从T2航站楼出发，7:53-20:53之间每30
分钟一班。从SNCF火车站出发，8:00-21:00之间每30分钟一班。
98路、99路都是4欧元/天，可无限次乘坐，机场在巴士服务站购
票，火车站可以直接跟司机购买。

出租车
出租汽车站位于航站楼外，地点在T1航站楼A1号门(Porte A1)， 
T2航站楼A3号门(Porte A3)。
电话：0033 (0)493137878
价格：从机场到尼斯市中心白天22-30欧元，晚上27-32欧元，行
李另外计费。

租车自驾
各个主流汽车租赁公司，例如Avis、Budget、Europcar、
Hertz、National Citer和Sixt等，都在两个候机楼的进港层设有公
司服务台。

火车站
尼斯中心火车站 Gare Nice-Ville / Gare Thiers
尼斯中心火车站位于海滩以北1.2公里处。每天有好几班次火车发往
附近城市，如戛纳(Cannes，5.2欧元，40分钟)、芒通(Menton，
3.9欧元，35分钟)和摩纳哥(Monaco，3欧元，20分钟)等。另外每
天有二班TGV高速列车连通尼斯与巴黎里昂车站(6.5小时)，途径里
昂(4.5小时)。

乘坐火车前一定要在站台入口处，印有SNCF的黄色机器处，将车票
插入机器打印。火车站中心安装有心脏除颤器，供有需要的游客使
用。车站内有Wifi无线上网设施。火车站内有失物招领处(Objet 
Trouve)、旅游信息中心(Office du Tourisme)、自助行李寄存处
(Consigne，8:00-20:00)、洗手间(在A站台，0.5欧元/人)、警察
局、自动照相机、邮局、餐厅等服务设施等。火车站前有十几路公
交车供选择，车站东边是有轨电车T1的车站，交通十分方便。

火车站开放时间：周一到周日5:00-次日0:30。
自助存行李服务价格：5.5-9.5欧元/天(根据行李尺寸)。
人工存行李服务价格：2个小时内4欧元，9.5欧元/24小时。
地址：Av Thiers 06000
www.gares-en-mouvement.com/fr/frnic/accueil

http://www.gares-en-mouvement.com/fr/frnic/accueil/
http://www.villahostels.com/index-zh
http://www.villahostels.com/index-zh
http://www.nicecarnav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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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icejazzfestival.fr
http://www.nicejazzfestival.fr
http://www.gares-en-mouvement.com/fr/frnic/accueil/
http://www.gares-en-mouvement.com/fr/frnic/accueil/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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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票的购买方式：
          火车站内的售票处：优点是可以查询最新信息，付款方式灵
活，缺点是需要花时间排队。
火车站内的自动售票机：不用排队，但是操作界面比较复杂，需要
了解要去的地方的具体名称，有问题无人讲解，需要刷卡购买。但
是可以提前查询打折信息，方便安排行程。特价票不退不换，只能
用信用卡付款。
查询火车班次及订票的网站：www.voyages-sncf.com ；TGV。
欧元洲火车通票网址：www.raileurope.cn

★ Tips：退票取票事宜
如果订的是IDTGV公司的票，不能在法国国铁SNCF售票处退换，
要直接联系IDTGV公司。如果在SNCF网站上订票，选择在火车站
或者票务处取票的话，一定要把付款的那张信用卡带上。

长途汽车站 Gare Routiere
从尼斯长途车站乘坐大巴可以前往戛纳、摩纳哥、埃兹、格拉斯、
芒通等地，票价只需1欧元，可以直接向司机买，一路上还可以观赏
南法小镇特有的风情。注意节假日班次会减少，周末可能会堵车，
要提前看好班次并预留足够的参观时间，另外长途车与市内公交的
车票不能通用。尼斯原来的巴士总站于2011年1月关闭，现在的巴
士站根据线路分布在不同地点。

1. 公车总站Terminu Station-有轨电车Vauban站，站内有从北部
及Paillon来的省级及市级的线路，例如到Eze山顶小镇的82路公
车、大区间的线路LER20: Aix En Provenve/Marseille、LER21: 
Gap、LER31: Sisteron/Grenoble。
2. 火车站Gare SNCF Thiers-Avenue Thiers，站内有省级线路
(滑雪线路)：730 Saint-Martin-Vésubie、740 Saint-Etienne-
de-Tinée / Auron、750 Isola、770 Valberg。
3. Blanqui广场(在Riquier火车站附近)：出发到机场的98路公车。
4. Lindbergh(Nice西-Arenas)：站内提供国际公交线路。

客轮码头Nice - Gare Maritime
尼斯的客轮码头提供开往科西嘉、撒丁岛等目的地的航线，主要有
两家航运公司：

科西嘉航运公司(Corsica Ferries)：提供尼斯及科西嘉岛间往返的
客轮，可将汽车同船运输到科西嘉岛自驾游。
www.corsicaferries.com

SNCM航运公司(SNCM Ferryterranee)：提供开往科西嘉，撒丁
岛，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客轮。
码头地址：Port de Commerce, Terminal 1 - 06300 Nice
到达方式：98路、30路、100路、Port站。
www.sncm.fr

★  市内交通

尼斯的火车站及巴士站位于市区，部分景点走路即可到达。有轨电
车和公交车的票是通用的。尼斯没有地铁，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是有
轨电车及公共汽车，公车不但承担着尼斯的市内交通，也经营到附
近城市的线路，单程在市内坐一站和坐到戛纳的价格同样为1.3欧
元。市内交通可根据需要买1天、5天或7天的通票，对于需要频繁
使用公共交通的游客更加划算。自驾游客可以将汽车免费停在4个换
乘停车场，然后乘坐有轨电车前往市中心。

公共交通通票、优惠卡
在自动售票机上可以购买，分类如下：

公交单程票(Solo)：74分钟内有效，在尼斯市内使用，可以换乘，
但不能往返。98，99路公车上不能使用。价格1.5欧元。

10次票(Multi 10 Voyages)：使用方法同单程票，可以多人同时使
用。98，99路公车上不能使用。价格11欧元。

公交天票(Pass 1 Jour)：24小时内无限乘坐所有公交车及有轨电
车，每次上车时都要刷票，注意折过的票不能退换。价格5欧元。

7日通票(Pass 7 Jours)：使用方法同公交天票，7日内有效,价格
15欧元。

机场专线(Aéro)：可以单程乘坐机场快线98，99路，74分钟内有
效，价格 6 欧元。

在售票窗口可以购买10次票、天票及7日通票以及蓝票(Ticket 
Azur)：持票可以乘坐一次Ligne d'Azur公司的公交车及在两个半小
时内换乘一次TAM公司的公交车(去尼斯以外的城镇)。不能乘坐98
路、99路公交车。在公交车上只能买单程票及天票，在外省巴士上
可以买蓝票（Ticket Azur）。票价1.5欧元。

2013年5月起，尼斯的公交票价有所变动。5月3日以前购买的车票
可以在2013年8月31号之前到位于马赛纳广场3号的蓝线服务中心
更换，地址：Agence commerciale Lignes d’Azur Masséna
3 place Masséna 。价格参看：尼斯公交价格表。

公交
蔚蓝海岸城市交通运输网(Ligne d'Azur)提供40多条日间汽车线
路、5条夜班车(Noctambus)线路(21:10-次日1:10)和有轨电车
(Tramway Ligne 1)。公交车号为数字100以下的为市内交通线
路，100及100以上的为城市间线路。

乘客候车时看到车来要招手示意，前门上车，中门下车。司机旁边
有收费箱，没有车票的要往里面投零钱，司机不找零。前门和中门
都有插卡的地方，上车后要把公交票插进去打印日期，否则即使你
有票，也会被认为逃票。车头上方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显示下一站的
名称，如果需要下车，就按一下车厢里柱子上的红色按钮，要注意
如果没有人按钮，到站也没有人要上车的话，司机有可能不停靠就
直接开过去了。尼斯的巴士总站还在施工中，工程预计2014年才能
全部完工，出行前先查阅一下公交线路图及网站更新情况，避免延
误行程。

★ Tips：乘车语言帮助
Arrêt de prise en charge et de depose - 可以上下车
Arrêt de prise en charge uniquement - 只能上车
Arrêt de dépose uniquement - 只能下车
公车时刻表上有上下两种，上面的Lundi A Samedi的意思是周一到
周六，下面的Dimanche et Jour Feriers意思是周日及节假日。

Taxi
尼斯的出租车不能在街头招手即停，需要预定或者在出租汽车站乘
坐，也可以打电话随时叫车，出租车公司会利用卫星定位系统让离
你最近的出租车去接你。机场、火车站内有出租车站。车费周末和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tgv-europe.c
http://www.tgv-europe.c
http://www.raileurop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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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ncm.fr
http://place.qyer.com/marseille/
http://place.qyer.com/marseille/
http://www.lignesdazur.com/ftp/tarifs_FR/Fiche%20tarifaire%202013_135x190%5B1%5D.pdf
http://www.lignesdazur.com/ftp/tarifs_FR/Fiche%20tarifaire%202013_135x190%5B1%5D.pdf


P11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节假日比平时要贵，另外要注意行李是要另外收费的。下车    
         时记得让司机开发票，如果有遗漏行李或者需要投诉的情况，
可以在发票找到电话号码和车辆编号。出租车内是禁烟的。尼斯的公
共交通十分便捷和便宜，所以非必要的话并不需要坐出租车。

电话：+ 33(0)899700878(可以在前一晚预定出租车)
临时叫车：+ 33 (0)493137878
费率：起步价3欧元，白天1.88欧元/公里，晚上19点到次日早上7
点2.5欧元/公里，行李0.76欧元/件。附加税6.6欧元起。
en.nice.aeroport.fr

租车
租车者年龄需要21岁之上，25岁以下会比正常价格贵几十欧元，租
车需要有驾照的翻译公证件，最好是法文的，因为有的租车公司只
接受法文公证件。还需要驾照原件、护照和信用卡，这四个证件上
的名字要一致。一般租车网站上的车型选择比直接进店租车要多，
价格也便宜，建议在网上租好，再在机场取车。租车建议选择全险
保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普通轿车租价加保险，一天价格在90欧
元左右。遇公共假期时租金会涨。还车时，请记得加满油，否则租
车公司会扣钱。法国比较大的租车公司有Avis、Europcar、Hertz
等。

蓝色自行车 Velobleu
尼斯的自行车站遍布市区，取车后可以随意到任何有自行车站的地
点还车，在海边大道上骑车非常惬意。除尼斯外，Cagnes sur 
Mer，St Laurent du Var 也有蓝色自行车。

租车需要有信用卡。到车站旁边的机器上选择Louer Un Velo，然
后拨打屏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免费)要求注册，之后选择你要提取的
自行车号码，操作成功后，你的自行车解锁，就可以提取了。车费
会自动从信用卡里扣除。自行车有车筐、车灯和车锁。还车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把缆线完全插入机器内，插好后检验屏幕上的提示，确
认后再离开。
电话：0493720606
www.velobleu.org/presentation

★ Tips：租车注意事项 
实际上租自行车的费用=1欧/辆/天的租借费+自行车使用时间的费
用。自行车使用时间的费用是前半小时免费，半小时到1小时为1
欧，此后每增加1小时为2欧，请务必每半小时之内借还自行车一
次，否则就不止每天每辆1欧元了！租借自行车需要先收取150欧/
辆的保证金，一周之后确认还车后会退还。

请先到Tourism Office索取Velobleu说明，有英文版介绍还附有市
内所有自行车租借点的地图，其中绿色的点是可以用信用卡付保证
金并打印租借凭条号码的，凭这个号码就可以在任何租借点取车，
还车也是任何点都可以。尼斯市内有很多自行车租借点，可以保证
半小时之内借还一次。

电动三轮车 Cyclopolitain
在尼斯街头，常常会看到带弧形透明顶棚的电动三轮车，这些新式
的电动三轮车由那些被称为Cyclonautes的年轻司机驾驶，仅以几
欧元的价格即可带您前往想去的地方，适合在市中心乘坐，它兼具
各种优点：经济、环保、而且还非常方便实用，可以提前在网上预
订或者随时打电话预订，司机会驾车到约定的地点接人。一辆车最
多乘坐两人。

价格：起步3欧元，预订3欧元/辆，1.5欧元/公里/人。
地址：7 Av Villermont 06000(马塞纳广场附近)
电话：0033(0)493817615(临时叫车或者提前预订)。
预订网址：nice.cyclopolitain.com
营业时间：春秋季周二-周六10:00-19:00，冬季10:00-18:00，
7-8月9:00-21:00。

观光小火车 Trains Touristiques de Nice
尼斯的观光小火车每天从英国人漫步大道出发(阿尔贝1世花园
Jardin Albert-Ier对面)，参观路线包括：老城、鲜花市场、马塞纳
广场(PlaceMasséna)、加里巴尔迪广场(Place Garibaldi)、游艇港

口等，最后在城堡山丘(Colline du Château)上停留10分钟欣赏天
使湾全貌后返回，行程约50分钟。全程伴有8种语言语音讲解(包括
中文)。

价格： 成人8欧元， 4-12岁儿童4欧元。
发车时间：每天，每30 分钟发车一趟。
营业时间：10月-次年3月10:00-17:00；4、5、9月10:00-18:00；
6-8月10:00-19:00。

★ 景点

英国人漫步大道 Promenade des Englais 见地图B标识 
这条著名的海滨散步大道最初是一条宽2米的小径，英国人刘易斯·
卫(Lewis Way)在1820年自费请人修建，所以当地人也称其为“英
国人道路”，又称“盎格鲁大道”。经过几次改建，如今这条海边
大道已经成为了尼斯的标志之一。它沿着天使湾，从尼斯机场一直
延伸到城堡丘陵，长达5公里，大道一侧遍布豪华酒店、名品店及艺
术画廊，另一侧有很多散步、轮滑及骑自行车的人，还有在街头表
演的艺术家。如果没有沿着这条大道走一遍，可以说没来过尼斯。

到达方式：出火车站，一直向南走，大约10分钟。

天使湾 La baie des Anges
天使湾紧邻英国人漫步大道，因形似天使的翅膀而得名，湾内海水
平静清澈，海滩上遍布圆圆的鹅卵石，是消夏的好地方。

到达方式：出火车站，一直向南走，大约10分钟。紧邻英国人漫步
大道。

城堡丘陵 Colline du Chateau 见地图B标识 
沿着英国人漫步大道向东一直走到头，就是城堡丘陵，这里先后是
希腊古代城市和第一座中世纪城市的要塞，如今的“城堡丘陵”仅
余几面墙。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能够欣尼斯及周边的风景。这里可以
乘坐电梯(Ascenseur du Chateau)，是免费的，也可以走楼梯，
到达丘陵顶部观看天使湾全景及尼斯老港，是拍照的好地点。

到达方式：公车32路Chateau de l'anglais站，Tramway T1线
Vieille ville站。

老城区 Vieux Nice
从城堡丘陵下来往回走，就是尼斯的老城区，这里完好地保留了18
世纪以来的各种风格的古老建筑，如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意大利风
格的建筑物等。走进迷宫般的老城区，在高低蜿蜒，纵横曲折的小
巷中漫步，欣赏颜色鲜明，风格各异的建筑，在各具特色的小店中

http://en.nice.aeroport.fr/Passengers/DIRECTIONS-PARKING/Public-transports/Taxis
http://en.nice.aeroport.fr/Passengers/DIRECTIONS-PARKING/Public-transports/Taxis
http://www.velobleu.org/presen
http://www.velobleu.org/presen
http://nice.cyclopolitain.com/?cat=6
http://nice.cyclopolitain.com/?cat=6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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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宝。如果走到萨雷雅的广场集市(Cours Saleya)，各种鲜
         艳的水果、糖果、鲜花立刻映入眼帘，令人目不暇接。走累
了，可以随便找一家餐厅或者咖啡厅，坐在露天的座位上，尝一尝
尼斯的特产及名菜。

老城区内可参观的景点：1855年修建的尼斯歌剧院、圣雷帕拉特大
教堂Cathédrale Sainte-Réparate、加里巴迪广场(Place 
Garibaladi)、拉斯卡利斯宫(Palais Lascaris)、仁慈小教堂
(Chapelle de la Miséricorde)、法院(Palais de Justice)。

到达方式：Tramway T1线Vieille Ville站。

萨雷雅广场集市 Cours Saleya 见地图B标识 
萨雷雅广场是尼斯几百年来的商业中心，也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
每周一是尼斯的古董市场，周二到周日是鲜花市场、水果市场、海
鲜市场及集市。鲜花市场和水蔬市场有许多产自尼斯当地和周边的
农产品，比如奶酪、各种植物精油、香皂、橄榄油、香水、香料、
葡萄酒、传统糖果等，集市上有许多艺术家出售自己的作品，如雕
刻、绘画等，保证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市集开放时间：每天7:00-13:00。
到达方式：Tramway T1线Vieille ville站。

马塞纳广场 Place Masséna 见地图B标识 
从老城区的歌剧院往北走，经过让·梅德塞大道(Av . Jean 
Médecin)，就到了马塞纳广场，这里有旅游信息中心的办事处。广
场两侧是银行、商店，Lafayette百货就在这里。广场附近是公交车
站的集中地，广场上的人群总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广场前的空
地上，可以看到精彩的街舞表演，年轻的舞者伴着音乐做出种种高
难度的动作，赢得响亮的喝彩声。广场上放置有艺术作品——由西
班牙艺术家霍姆·普伦萨(Jaume Plensa)设计创作的名为“尼斯对
话(Conversation à Nice)”的7座雕塑代表7个大洲。

到达方式：Tramway T1线 Nice-Massena站。

圣母大教堂 Basilique Notre-Dame 见地图B标识 
圣母大教堂位于让·梅德塞大道上，是尼斯最大的现代宗教建筑式
的长方形廊柱教堂，教堂采用了十九世纪的彩色玻璃窗户，两个带
有华丽的玫瑰花图案的方尖形塔等加以点缀。

到达方式：Tramway T1线 Nice-Jean Médecin站。

尼斯美术馆 Musée des Beaux Arts de Nice 见地图B标识 
馆藏以国家寄存的收藏品为主。美术馆收藏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年代
跨越了5个多世纪，作品来自艺术家范洛(Van Loo)、弗拉戈纳尔
(Fragonard)、谢雷(Chéret)、迪菲(Dufy)，印象派画家罗丹
(Rodin)、卡尔波(Carpeaux)等。

地址：33 av des Baumettes 06000
到达方式：公交车9、22、3、10路，Rosa Bonneur站。
开放时间：10:00-18:00，周一及节假日闭馆。
www.musee-beaux-arts-nice.org

内格雷斯科酒店 Hotel Negresco Nice 见地图B标识 
这所位于英国人漫步大道上的豪华酒店建于1912年，酒店的圆形大
厅拱顶由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埃菲尔设计，此酒店也成为尼斯

的地标之一。酒店原本为罗马人亨利·内格雷斯科所建，并以他的
名字命名，之后酒店换了无数主人。直到1957年奥吉尔夫人
(Mme. Augier)接手酒店重新装修后，才令酒店再现辉煌，被法国
政府评为国家级历史古迹。

地址：37 Promenade des Anglais，06000
到达方式：公车10路、3路，Rivoli站。
www.hotel-negresco-nice.com

圣尼古拉东正教大教堂 见地图B标识 
Cathedrale Orthodoxe Russe Patriarcat De Moscou 
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俄罗斯境外规模最大的东正教教堂，这座与尼斯
教堂风格迥异的俄罗斯风格大教堂的诞生起源于一份伤痛的爱。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他早逝的爱子而建，儿子到尼斯准备婚礼，却在
婚礼前病逝。教堂内部有众多圣像、壁画、雕刻的细木护壁板和圣
像屏，是俄罗斯宗教艺术的精华。
教堂中禁止照像、摄像、吃东西、打电话、戴帽子，禁止带入婴儿
推车，还请大家注意穿着，不宜太暴露。教堂如举行洗礼、婚礼，
葬礼等仪式期间将不向公众开放。

地址：Av Nicolas IIBd Tzarévitch06000
到达方式：在火车站乘坐公车71路Tzaréwitch站。
开放时间：周二到周日9:00-12:00，14:00-18:00。
www.cathedrale-russe-nice.fr/accueil.html

国立马克·夏加尔博物馆
Musée National Marc Chagall 见地图B标识 
俄裔法籍画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属于超自然画派，尼
斯大学的镶嵌画是他的作品。这个博物馆是马克·夏加尔博物馆是
专一主题美术馆，夏加尔希望他关于圣经的最重要作品存放于同一
地点，所以建造了此美术馆。

地址：Avenue du Docteur Ménard06000 Nice
到达方式：公车22路、15路Musée Chagall站。
开放时间：5月-10月10:00-18:00，11月-次年4月10:00-17:00。
周二及节假日闭馆。
票价：7.5欧元，特殊展览票价不定。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
www.musees-nationaux-alpesmaritimes.fr/chagall

西米耶高地 Colline de Cimiez
这是罗马人在尼斯最早的定居点和军事要塞。现在这里依然保留着
一座罗马竞技场(Arênes de Cimiez)。高地上有大片百年高龄的橄
榄树，绿树成荫，鲜花灿烂，直到2010年，尼斯爵士音乐节都是在
竞技场举办的。花园里的景点有尼斯考古博物馆(Mu s é e 
d'archéologie de Nice)、古罗马浴池和道路等遗迹，还有马蒂斯
美术馆(Musée Matisse)和著名的西米耶修道院(Monastère de 
Cimiez)。

地址：184 Av des Arènes de Cimiez
到达方式：公车17、22、15路， Arènes或Musée Matisse站。

马蒂斯美术馆 Musée Matisse
马蒂斯美术馆坐落位于西米耶花园(Jardins de Cimiez)的橄榄园
中。美术馆轮流展览马蒂斯的个人作品。马蒂斯去世前一直居住在
尼斯。美术馆内展览了马蒂斯各个时期的作品。 

http://www.musee-beaux-arts-nice.org/
http://www.musee-beaux-arts-nice.org/
http://www.hotel-negresco-nice.com/
http://www.hotel-negresco-nice.com/
http://www.cathedrale-russe-nice.fr/accueil.html
http://www.cathedrale-russe-nice.fr/accueil.html
http://www.musees-nationaux-alpesmaritimes.fr/chagall/
http://www.musees-nationaux-alpesmaritimes.fr/chag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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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64 av des Arènes de Cimiez，06000
         到达方式：公车20、17、22、15、25路，Arènes / 
Musée Matisse站
开放时间：博物馆10:00-18:00，公园15:30开放参观。
周二及法定节假日闭馆。
门票：长期展览免费参观，公园门票5欧元/人
电话：+33(0)493810808
www.musee-matisse-nice.org

尼斯考古博物馆和西米耶遗址
Musée Archeologie de Nice-Site de Cemenelum
参观项目包括竞技场、露天剧场、公元三世纪的公共浴池、街道
等。博物馆的藏品从铜器时代到中世纪，包括陶瓷制品、玻璃、钱
币、珠宝、雕塑等。

地址：160 Av des Arènes
到达方式：公车17、22、15路， Arènes或者Musée Matisse站
开放时间：10点-18点，星期二和某些节假日关门。
门票：2.30€/人，可使用蔚蓝海岸一卡通。
www.musee-archeologique-nice.org

★ 餐饮

尼斯的餐厅遍布大街小巷，对于游客来说，比较方便的是在老城区
到马塞纳广场附近的区域寻找，这里有世界各地风味的餐厅，套餐
从15欧元到100欧元的都有。注重用餐环境的也可以选择英国人漫
步大道旁边有海景的餐厅。

主要菜式
尼斯曾经归属意大利，因此餐饮习惯受意大利影响很深，大街小巷
遍布披萨店，味道都不错。不过有一种南方特色的鳀鱼匹萨
(Anchois)，是用番茄酱和腌小咸鱼做的，不爱吃小咸鱼的人不要
点。另外有很多专做各种意面菜肴的餐厅，提供几十种不同形状颜

色的意面，好看又好吃。尼斯菜式法语叫做“Niçoise”。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

尼斯沙拉 Salade Niçoise
尼斯沙拉是采用时令蔬菜如番茄、洋葱、黄瓜、蚕豆等，再加上黑
橄榄、白煮蛋、大蒜，鳀鱼，最后撒上橄榄油和切碎的罗勒等香
菜，鲜脆爽口。

普罗旺斯焖菜 Ratadouille
迪斯尼拍过一部同名动画片，片中小老鼠指导厨师做的就是这道
菜，用橄榄油焖烧茄子、番茄、洋葱、小西葫芦、朝鲜蓟等，是一
道素食者也可以尝试的佳肴。

塞馅牛肉卷 Alouette sans tête
这道菜的法语菜名直译很吓人：无头云雀。实际上是将牛肉切成薄
片，放入香肠馅，卷起捆好，再加番茄酱烧制而成。牛肉吸收了香
肠中的油分，口感非常好。这道菜做起来很麻烦，不是所有餐厅都
有，要碰运气才能吃到。

包菜卷 Farci
用卷心菜叶子或者青椒包肉馅，再用橄榄油烤制成的，法国卷心菜的
叶子是墨绿色，与中国的品种不同，叶子吸收了肉汁，味道很鲜。

鹰嘴豆粉煎饼 Socca
尼斯的特色小吃，是很健康的食品，用鹰嘴豆粉加橄榄油煎烤而
成，可以自己撒盐和胡椒粉，趁热吃味道比较好，在尼斯老城的早
市里可以找到。

以下推介几个网上好评度较高的餐厅。

当地特色

La P'tite Cocotte 见地图B标识 
平价餐厅。这家餐厅的名字意思是“小炖锅”，餐厅的特色菜都是
装在有柄的小铁锅里端上来的，即可爱又可以保持食物的温度，甜
品也很有特色。餐厅的套餐每天都会更换菜单，食物新鲜，造型新
颖，是好评度相当高的一家。

地址：10 Rue Saint-AugustinVieux Nice，06100 
电话：+33 (0)497084861
人均消费：中午套餐(周六及节假日除外)16.5欧元/人，晚餐套餐26
欧元/人。酒水另外收费。
到达方式：Tramway T1 Garibaldi站。
La Table Alziari 见地图B标识 
平价餐厅。这家位于老城区的餐厅很有名气，许多指南上都推荐
过，这里可以吃到朴实无华的尼斯的本土菜，如塞馅牛肉卷
Alouette Sans Tetes。

地址：4 rue Francois Zanin 06300
电话：0033(0)493803403
人均消费：套餐23欧元起。
营业时间：周二-周六12:00-14:00、19:00-22:00。

Luc Salsedo 见地图B标识 
高级餐厅。这是一家尼斯及法国南部特色菜为主的美食餐厅
(Restaurant Gastronomique)，美食餐厅的特点是菜式多(一般套
餐是3道，美食餐厅可能有5道)，每道菜的份量较小，调味汁极其讲
究，摆盘精美，酒水昂贵，适合愿意在美食上花钱慷慨的游客。

地址：14 Rue Maccarani - 06000
电话：+33 (0)493822412
人均消费：套餐(三道)45欧元/人，套餐(五道)65欧元/人；酒水另
外收费。
营业时间：每晚18:30-22:30，周三除外。
到达方式：Tramway T1 Jean Médecin站。

世界特色
曼谷餐厅 Le Bangkok 见地图B标识 
这家餐厅外面普通，里面别有洞天，夏天可以在餐厅里面的露天花
园吃饭，他们的泰式海鲜火锅非常超值，45欧元2人份，里面有龙
虾、大虾、扇贝、墨鱼等，喜欢吃辣的人可以选沙茶口味。

地址：7 Av George Clemenceau 06000 Nice
电话：33(0)493887923
人均消费：海鲜火锅45欧元/2人。
营业时间：每晚12:00-14:30，19:00-22:00周一到周日。
到达方式：TramwayJean Médecin站。

http://w
http://w
http://www.musee-archeologique-nice.org/
http://www.musee-archeologique-n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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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

         一品居 Comme En Chine 见地图B标识 
这家餐厅离海滩大道很近，走路即可到达。提供味道比较正宗的中
国菜，如水煮牛肉，菠萝咕咾肉等。

地址：2 Rue Joseph Fricero - 06000 Nice
电话：0033 (0)493410151
人均消费：主菜8-20欧元。
营业时间：周二到周六12:00-14:00，19:00-22:00。
到达方式：公交车23路。

甜点
冰激淋 La Glace
尼斯老城区有四五家冰激淋店，每家店有几十到几百种不同口味的
冰激淋，据说还有辣的，夏日炎炎的时候，选几种口味的卷筒，一
边逛一边吃，很惬意。

尼斯石头巧克力
形似尼斯海滩上的小鹅卵石，实际上是包糖衣的巧克力。在超市和
老城区都能找到，由于包装精美，是理想的小礼物。

腌制水果
在集市上卖的用糖和酒腌制的各类水果，色泽鲜艳，咬下去满口香
甜，里面还有类似蜂蜜一样的汁，喜欢吃甜食的不能错过。

★ 住宿
尼斯市中心及周边有几百家各种档次的旅店，同等档次的酒店价格
比起其他著名旅游城市也不算高，但是尼斯狂欢节及暑假期间往往
一房难求，务必提前预订。对于背包的游客来说，住在火车站或者
老城区附近比较方便，尤其老城区夜晚非常热闹，相对来说比较安
全。对于度蜜月的夫妻或者预算比较高的情侣，可以选择英国人漫
步大道附近的豪华酒店。

青年旅舍 Auberges de Jeunesse 
尼斯一共有6家青旅，其中尼斯山茶花青年旅舍Nice Camélias 
Hostel、博隆山青年旅舍(Mont Boron)是FUAJ系统的青年旅舍，
预订需要有会员卡。

尼斯山茶花青年旅舍(Nice Camélias Hostel) 见地图B标识 
这家旅舍位于市中心，距离火车站500米，步行就可到达海滩。全
年开放。
地址：3 Rue Spitalieri 06000
到达方式：Tramway Jean Médecin站
价格：24.9欧元/人/天(多人间床位)
www.hihostels.com/dba

博隆山青年旅舍 Mont Boron
坐落在可以俯瞰尼斯的小山上，距离城中心和海滩有4公里。每年只
有6月到9月开放。旅舍每天接待时间为上午6:30至中午12时，下午
5时至午夜12时。
地址：Route du Fort du Mont Alban 06300
到达方式：14路Mont Boron站
价格：21.3欧元/人/天(多人间床位)
www.hihostels.com/dba

圣艾格居贝里青旅 Villa Saint Exupéry 见地图B标识 
这家青旅连锁在法国很受好评，在尼斯有两家，一家公寓旅馆(最少
租7天)。他们的Villa Saint Exupéry Gardens旅馆坐落在一家私家
花园中，前身是一座修道院。曾连续5年被评为年度世界十佳旅馆。
另一家Villa Saint Exupéry Beach 坐落在尼斯市中心，距中心广
场、海滩和老城均只有50米。旅舍提供厨房设施，并且组织各种活
动如悬崖跳水、潜水、冲浪及滑雪等等。
价格：18欧元/人/天(多人间床位)。

二星至三星酒店Hotel 
旺季(4月到10月)双人间一般为45欧元起/天。可以保证良好的睡眠
环境，卫生及安全，房间里有电视和空调。可以提供旅行指南、订
票、洗衣等服务。预订时要看好早餐，上网和停车是否要另外收费。

四星及以上酒店Hotel
四星级酒店的双人间旺季一般为100欧元起，不包括早餐。一般有
泳池、健身房等设施。早餐一般为10-20欧元/人，大部分酒店上网
和停车都要另外收费。也可以提前看看网上是否有促销，如果划算
不妨享受一下。

公寓式酒店 Hotel Appartment
适合家庭出游及长租，一般提供电热壶、冰箱、微波炉、炉灶、锅
碗等，人多可以租套间，对于喜爱喝热水的中国游客相当适合。公
寓式酒店双人间价格70欧元起，火车站到老城区之间有7家，具体
信息可以在www.booking.com 上查询，选择“公寓”。

民宿 Chambre d'Hotes / Gites
民宿又包括B&B(含早餐的民宿)和假日出租等类型，有市内的，也
有在郊区的。可以按天订，也可以按周订，可以只订一个房间，如
果人多，也可以包下整个房子。价格40欧元起，一般都包括早餐。
跟旅馆相比，优势是安静，停车方便，可以自己做饭，房间装修一
般都很有法式风格。有点不便的是房主大多是私人出租，语言沟通
不是很便利，建议多看看评论和照片再做决定。有些租房条件是最
少两晚起租，有的是退房前要将房间打扫干净，恢复成原来的状
态，要仔细看好，避免产生纠纷。预订方式可以在网站上发邮件，
或者直接打房主电话联系。
www.chambresdhotes.org/english

★ 购物
尼斯是王公贵族的度假地点，自然少不了奢侈品店及高级百货店，
这些商店主要分布在马塞纳广场(Place Massena)两旁的让·梅德
塞大街(AV Jean Médecin)及威尔登大街(AV Duverdun)及其附近
的天堂街(Rue Paradis)上。喜欢淘宝者则要去老城区，这里有600
多家特色商店，出售古董、首饰、手工艺品、尼斯特产及各种新奇
的小玩意，是选择纪念品的好地方。

另外为了方便游客，尼斯之星购物中心、老佛爷百货、FNAC书店以
及让·梅德塞大街上的一些时装店节假日前的周日也开门营业。尼
斯每年的打折季在7月和1月，预计这个时候来旅游的记得留出购物
的时间。

http://www.hihostels.com/dba/hostel020173.cn.htm?lswitch=Y%22%20%5Cl%20%22tabs=0
http://www.hihostels.com/dba/hostel020173.cn.htm?lswitch=Y%22%20%5Cl%20%22tabs=0
http://www.hihostels.com/dba/hostel020023.cn.htm%22%20%5Cl%20%22tabs=1
http://www.hihostels.com/dba/hostel020023.cn.htm%22%20%5Cl%20%22tabs=1
http://www.booking.com
http://www.booking.com
http://www.chambresdhotes.org/english/
http://www.chambresdhotes.org/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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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公司、商场

         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 见地图B标识 
位于马塞纳广场上，红赭石外墙上一扇扇蓝色的百叶窗，很好认。
它共5个楼层，和其他的百货商场一样，玲琅满目的商品和比国内便
宜的价格吸引了大量游客。商场里有餐厅和茶吧，也是休息或用餐
的好去处。

地址：6 av Jean Médecin 06000 
到达方式：Tramway Jean Médecin站。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00到20:00，周日11:00-20:00。
www.galerieslafayette.com

尼斯之星购物中心 
Centre Commerciale Nice Etoile 见地图B标识 
这座大型百货商店位于尼斯商业中心区的主要街道上，一共有四
层。汇集了世界和法国的各大名牌，里面也有电影院和餐厅。 

地址：30 av Jean Médecin06000 
到达方式：Tramway Jean Médecin站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六10:00–19:30，某些节假日照常营业。
www.nicetoile.com

超市、大卖场
市中心家乐福Centre Commercial Tnl
地址：Rue de Roquebillière 06300 Nice
到达方式：Tramway  Palais des Expositions站
电话：0033(0)493895744

散布各处的小超市
市中心比较多的超市是Monoprixm，是一家比较精致的超市，食品
的质量都比较好，但是价格比其它超市略费。如果较大的店还可以
买到包装精美的香皂、精油、巧克力等纪念品。

集市、农贸市场 见地图B标识 
除了前面介绍过的集市(Cours Saleya)外，火车站附近还有一个水
果蔬菜市场，并且价格要比老城区的便宜不少。

地址：Pla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06000 
到达方式：Tramway Nice Liberation站。
营业时间 : 6:00-12:30，每周一休息。

古董市场
在这里可以看到精美的餐具、家具、艺术品等古董以及琳琅满目的
各种小玩意儿，每周一7:00-18:00在萨雷雅广场开放，一些特殊假
期例外。另外，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也在加里波第广场(Place 
Garibaldi)开市。

纪念品、小店
老城区里有很多艺术家开的小店，出售各种有趣的手工艺品，画作
等，还有特色食品店，出售尼斯特色的糖果，蜜饯等。

★ 安全
急救电话：15
匪警：17
火警：18
通用：112(手机或者座机均可拨打，适用于欧元盟所有国家)

★ 治安
1. 护照、钱包等重要物品放在比较安全的随身口袋里，护照最好
备有复印件放在别处。不要把护照、钱包图省事放在背包或者旅
行箱里。

2. 不要随身带大量现金，消费尽量选择可以全球支付的信用卡或者
其他银行卡。

3. 不要到偏僻的地方游玩。一般偷盗抢事件都是两人配合作案，一
人在大街上转悠寻找目标，趁游人不注意迅速作案，同伙在旁边的
小巷子里骑一小摩托等待接应。整个事件发生往往不超过一分钟，
此类案件警方也是疲于应付，破案几率极低。

4. 进出机场时要照看好自己的行李，以免发生丢失。就餐停车时把
重要物品随身携带，车上的东西尽量放在汽车后备箱里，避免引诱
犯罪分子砸玻璃作案。相机、手机等尽量不要挂在胸前，最好避免
佩戴贵重首饰，比如项链、耳环、手表等，减少发生抢劫事件的几
率，避免撕扯过程中自己受伤，注意保护自己。
5. 自驾车旅游者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车辆行驶时一定锁
好车门，关紧车窗。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乘客随手携带的包最好放在
隐蔽位置或者放置在后备箱里。尤其在经过红灯停车时容易发生犯
罪分子趁不注意猛拉车门抢劫物品，或者犯罪分子通过开着的车窗
抢劫物品。游玩时尽量不要过于张扬，不要有发达国家就比国内安
全等思想，从而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 中国驻马赛领馆Consulat Général de la Chine à Marseille

离尼斯最近的是中国驻马赛领馆。
办公地址：16 Boulevard Carmagnole 13008 Marseille 
France
到达方式：从Saint-Charles火车站乘地铁2号线在Rond-point du 
Prado站下车，出站后沿Prado大街朝海边方向走，约6分钟后左转
即可。
工作时间：周二、周三、周五上午9:15-12:00(节假日放假安排见网
站公告)。
咨询电话：+33(0)491320001(仅限工作时间)　　 
领事保护：+33(0)491320267  33(0)671905835
marseille.china-consulate.org

★ 医疗应急 见地图B标识 

尼斯市中心有几家医院，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到急诊部排队。如果需
要住院记得通知保险公司，并向医院索取保险公司需要的证明文件。

成人急诊

Hôpital Saint–Roch (24小时) 
地址：5，Rue Pierre Devoluy (行人入口) 
电话：0033(0)492033375

http://www.galerie
http://www.galerie
http://www.nicetoile.com
http://www.nicetoile.com
http://marseille.china-consulate.org
http://marseille.china-consul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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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让卡普费拉 Saint-Jean-Cap-Ferrat
★ 城市速写
小城坐落在滨海自由城东边的半岛上，被称作“梦幻半岛”，景色
宜人。这里最美丽的当属罗斯柴尔德花园别苑博物馆(La Villa-
musée Ephrussi de Rothschil)。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参观
者不可错过。 

★ 交通信息 见地图C标识 
乘坐尼斯开往Menton方向的81路，到Saint-Jean-Cap-Ferrat- 
Office du Tourisme站，路程约30分钟。
乘坐地点：5 boulevard. Jean Jaures，Tramway Garibaldi站。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见地图C标识 

中心旅游局 Le Bureau Principal dit OT1
地址：59 Avenue Denis Séméria 06230 Saint Jean Cap Ferrat
到达方式：火车Beaulieu-sur-Mer站；公车81路，坐到Saint-
Jean-Cap-Ferrat - Office du Tourisme。
电话：0033(0)493760890
开放时间：7-8月周一到周五9:00-18:00，9-6月周一到周五
9:00-17:00。
www.saintjeancapferrat.fr/forum

分局 Le Bureau Annexe dit OT2
地址：5 Avenue Denis Séméria 06230 Saint Jean Cap Ferrat
到达方式：火车Beaulieu-sur-Mer站；公车81路，坐到Saint-
Jean-Cap-Ferrat - Office du Tourisme。与中心旅游局在同一条
街上。
电话：0033(0)492000602
开放时间：7-8月周一到周五9:00-18:00，周六10:00-17:00，周
日10:00-14:00；9-6月周一到周六9:00-17:00。

★ 景点 

贝壳博物馆 Musee des Coquillages 见地图C标识 
这里欧洲唯一的贝壳博物馆，收藏有4600种各式各样的贝壳，最大
的贝壳有1.7米。

滨海自由城 Villefranche-Sur-Mer
★ 城市速写
滨海自由城(Villefranche-sur-mer)位于尼斯东5公里处。它拥有16
世纪的城堡，坐落在雄伟的海岸线和群山构成的巨大圆形剧场脚
下。这里保存了许多色彩缤纷的遗迹，是画家和艺术家之城。它面
积不到5平方公里，每年却能接待百万游客，其中40万是乘坐游轮
来的，它其实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游轮港口。小城有地中海最深最
美的港湾，以及漂亮的沙滩，深受游客喜爱，许多人来过之后都念
念不忘。滨海自由城的城堡里有露天电影院，晚上放映，还有许多
水上活动，如租船出游、出海赏鲸、浮潜等等，可向旅游信息中心
咨询。

          儿童急诊

          Hôpitaux pédiatriques de Nice CHU-Lenval 
地址：57，Avenue De La Californie 
电话：0033(0)492030303

夜间营业药店(马塞纳广场附近)
Pharmacie Masséna 
地址：7 rue Masséna06000
电话：+33(0)493877894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六白天及夜间。

Pharmacie Riviera
地址：66 avenue Jean Médecin06000
电话：+33(0)493625444
营业时间：每周7天，周日从18:30起营业。

★ 交通信息 见地图C标识 
乘坐从尼斯开往芒通的100路或者81路在Ange Gardien下车，去
程坐在右边，一路沿海景色美不胜收。下车往回走一段，拐进Avde 
L’Ange Gardien后一直往海的方向走，就是滨海路Promenade 
Des Marinières及海滩。
乘坐地点：5 boulevard. Jean Jaures，Tramway Garibaldi站。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见地图C标识 

地址：Jardin François Binon06230 Villefranche-sur-Mer
电话：+ 33(0)493017368
www.villefranche-sur-mer.fr/tourism

http://www.villefranche-sur-mer.fr/tourism/
http://www.saintjeancapferrat.fr/forum/index.php?lang=en
http://www.saintjeancapferrat.fr/forum/index.php?lang=en
http://www.villefranche-sur-mer.fr/tourism/
http://www.villefranche-sur-mer.fr/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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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兹 Eze
★ 城市速写
埃兹是建在悬崖顶部的中世纪小镇，海拔429米，形似鹰巢，至今大
部分建筑仍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加上可以鸟瞰大海的绝佳位置，许
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深深被它吸引。哲学家尼采多次在这里居住，并
在这里完成了代表著作《查拉图特拉如是说》的第三部。为了纪念
他，埃兹村从海边到旧城山顶的一条小径命名为“尼采之路”，从那
里可以饱览地中海景，绵延的阿尔卑斯山岭及教堂钟楼。格蕾丝凯利
王妃曾经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也是在
这里拍摄的。小镇沿山而建，道路蜿蜒曲折好似迷宫，古老的建筑与
明艳的鲜花相映，让人分不清置身何处，今夕何夕。

★ 住宿
埃兹的住宿很昂贵，不适合穷游儿，但如果有时间和财力，不妨在
山上住一宿，绝对是难得的体验。民宿100欧元起/双人间/晚。推
荐一家价格不是很贵的客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

Auberge de l’Europe酒店位于一座前修道院内，享有地中海的
美景，距离Eze15分钟车程。每间客房都设有一个海景露台，并提
供带淋浴的私人浴室。餐厅每天提供自助早餐。酒店提供额外收费
的无线网络连接和私人停车场。

地址：92 Chemin Bosco 06360  Eze
电话：0033 4 74 94 13 28
价格：80 欧元/晚/双人间
www.auberge-de-leurope.com/ 

★ 交通信息 
埃兹位于尼斯与摩纳哥之间，从两边坐公车过去都是20分钟左右，
可以和摩纳哥安排在同一天参观。建议上午先参观摩纳哥，这样不
会错过卫兵换岗仪式，再从摩纳哥到埃兹，参观后返回尼斯。

从尼斯公车总站Terminus Station乘坐82路或者112路可以直接到
达埃兹村(Eze Village站)，大约一个半小时一班车。如果是乘坐
100路，不能直接到达，要在山脚下换乘83路，不建议走路上山，
道路比较危险。从摩纳哥出发也是乘坐112路或者100路(参见
Villefranche sur Mer交通)，选择开往尼斯方向。112路的班次比
较少，2个小时左右才有一班，事先应计划好乘坐的班次。

从埃兹回尼斯，如果等112路车的人多，可以往下走500米到Les 
Flots Bleus站等车，确保有位置，这里还可以正面欣赏埃兹村全景。
乘坐地点：Terminus Station，Tramway Vauban站。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地址：Place du Gl de Gaulle - 06360 Eze
电话：33(0)493412600
www.eze-tourisme.com/en

★ 景点 
山顶植物园 Jardin Exotique d'Eze
被毁掉的城堡的遗迹现在变成了热带植物园，种满了仙人掌，在植
物园各处伫立着法国雕刻家Jean-Philippe Richard的女子人像作
品，每一座都有不同的名字，但都是相同的从容姿态，淡定表情，
面朝大海。这些雕像与周围的环境异常和谐。园里还有一块用长椅
组成的冥想场地。植物园是埃兹观看海景的最佳地点，建议各位不
要错失这里。

开放时间：1月9:00-16:00；2月-3月9:00-17:00；4月-5月
9:00-18:00；6月9:00-19:00；7月-8月9:00-19:30；9月
9:00-19:00；10月 9:00-17:30；11月-12月9:00-16:30。
门票：成人6欧元，11-18岁1欧元。持蔚蓝海岸一卡通免费。
www.jardinez.com 

花宫娜香水工厂 FragonardUsine Laboratoire
如果没有时间专门去格拉斯，又想参观香水制作过程，可以在埃兹
参观Fragonard香水工厂，这里与格拉斯的工厂规模差不多，同样
可以向游客展示香水制作从提炼，蒸馏直至最后成品的瓶装精油的
复杂过程，展示给游客的还有调香师的工作场所。这些香水创造者
在拥有极好的天赋的条件下还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分辨数千种香
味，然后再将它们调配组合，创造新的香型。参观完可以在工厂商
店里选购纪念品。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每天8:30-18:30，11月到次年1月中午
12:00-14:00休息。

尼斯所有使用Fragonard产品(如沐浴液，肥皂等)的酒店的广告栏里
都可以拿Fragonard香水厂的九折优惠券，一张可用于一个产品。

          地址：Quai du Vieux Port，与前面的旅游中心在同一条街上。
          到达方式：沿着Avenue Denis Séméria街道一直向东边海
边的方向走到老港码头(Quai du Vieux Port)，大概走几百米。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12:00、14:00-18:00，周末及节假日
14:00-18:00。
门票：2欧元，学生1欧元。
www.musee-coquillages.com

罗斯柴尔德花园别苑

La Villa Ephrussi de Rothschild 见地图C标识 
这座别苑占地7公顷，被9个不同的主题花园环绕，由碧翠丝男爵夫
人建立，她想将它建成一个首饰盒，用来存放她收藏的艺术珍品。
别苑的设计师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得到灵感，汇聚了各个时代的
建筑风格。别苑中处处鲜花盛开，流水淙淙，是蔚蓝海岸的一粒明
珠。每年5月，别苑有玫瑰节(La Fêtes des Roses)，届时可以看
到各种争奇斗艳的玫瑰花，还有出售香水和香精制品的集市。

地址：06230 Saint-Jean-Cap-Ferrat
到达方式：火车Beaulieu-sur-Mer站；公车81路，坐到
Passable。
价格：成人12.5欧元，学生和7-17岁的儿童9.5欧元。蔚蓝海岸一
卡通免费。
开放时间：2月15日到次年11月1日10:00-18:00(7-8月到
19:00)；11月2日到2月14日每天14:00-18:00，周六、周日、节
假日及学校假期期间10:00-18:00。
电话：+ 33(0)493013309
www.villa-ephrussi.com

作者推荐

http://www.auberge-de-leurope.com
http://www.villa-ephrussi.com
http://www.auberge-de-leurope.com
http://www.auberge-de-leurope.com
http://www.eze-tourisme.com/en/
http://www.eze-tourisme.com/en/
http://www.jardinez.com/Parcs-et-jardins-Jardin-Exotique-d-Eze_Eze_Alpes-Maritimes_Provence-Alpes-Cote-d-Azur-France_cn_580.html
http://www.jardinez.com/Parcs-et-jardins-Jardin-Exotique-d-Eze_Eze_Alpes-Maritimes_Provence-Alpes-Cote-d-Azur-France_cn_580.html
http://www.musee-coquillages.com
http://www.musee-coquillages.com
http://www.villa-ephrussi.com
http://www.villa-ephrussi.com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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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纳哥 Monaco
★ 国家速写
摩纳哥公国地处法国南部，除了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之外，全境北、
西、东三面均与法国接壤，面积只有1.98平方公里，是继梵蒂冈之
后世界上第二小的微型国家。摩纳哥没有工业，主要以赌场、旅游业
和银行业为主，著名的蒙特卡洛赌场为摩纳哥带来了财富与繁荣。摩
纳哥没有个人所得税，因此吸引了很多富有的移民，在摩纳哥随处可
见各种豪华车辆和游艇，城市干净、整洁，到处是鲜花。

★ 交通信息 
摩纳哥离尼斯有40分钟左右的车程，可乘坐火车或者100路公车(参
见Villfrache Sur Mer交通)到达，去程坐在右边的座位上，可以看
到海景。100路公车在摩纳哥Place d'Armes下，之后往山上走10
分钟就到了王宫广场。 参观后可乘坐1路或者2路公车到蒙特卡洛赌
场，约需10分钟。回尼斯的100车站在赌场正门花园前的路口附
近，也可以在王宫脚下1路2路车站的马路对面乘坐。

如果从埃兹Eze前往，可以乘坐112路直达，112路终点站在摩纳哥
BdPrincesse Charlotte上，距离蒙特卡洛火车站很近。112路的
乘坐地点建议在游客中心问清楚。下车后，往南走约5分钟，就是旅
游信息中心，可以咨询公车路线和乘坐地点，之后可以往南走先参
观赌场，然后再乘坐1路或者2路前往王宫。也可以在112路倒数第
3站Jardin Exotique下，先参观热带植物园。再往南走参观王宫和
海洋馆。

在摩纳哥参观，全城走一遍大概需要2个小时，如果参观海洋馆，植
物园及赌场的话，需预留半天时间。

★ 活动 
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赛道是无数赛车传奇发生的地方。它是17条赛道
中最短的赛道(3.367公里)，也是最难超车的一条赛道，是全世界事
故最频生的赛车场之一，经常出现只有几辆赛车完成比赛的情况。
只有最顶尖的车手才能在此赛道获得胜利，他们以赢取摩纳哥大奖
赛冠军杯为夙愿。而对于蒙特卡洛的居民来说，最幸福的无疑就是
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观看比赛了，由于比赛期间一票难求，甚至还
有人出租自己家的阳台供人观看。

F1大奖赛日期：2013年5月23-26日。
价格：80欧元起/人。
www.formula1.com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见地图D标识 

摩纳哥的旅游信息中心位于蒙特卡洛赌场的北边，提供免费地图及
景点导览手册，以及各种活动的咨询。
地址：2 Boulevard des Moulins，98000 Monaco
www.visitmonaco.com/cn

★ 景点

摩纳哥王宫 Le Palais Princier 见地图D标识 
摩纳哥王宫参观区域包括皇家公寓(Grands Appartements)，及拿
破仑纪念馆和皇宫历史成就收藏馆(Le Musée des Souvenirs 

Napoléoniens et des Archives du Palais)。 王宫的地理位置独
一无二，里面有精美绝伦的壁画，金碧辉煌。还有采用白色岩石修
建的Sainte Marie钟楼和采用大理石修建的荣誉堂和双向楼梯。王
宫广场周围陈列着路易十四时期铸的炮台，从广场(东北侧)放眼望去
可看到蒙特卡洛港口风光。

自公国成立以来，亲王宫殿的卫队就负责王宫的守卫，如今还保留
着每天上午11:55执行的换岗仪式。

地址：Place du Palais
皇家公寓开放时间：4月1日-30日10:30-18:00，10月1日-31日
10:00-17:30，5月1日-9月30日9:30-18:30，10月
10:00-17:00。闭馆时间为1月1日-3月31日、11月1日-次年12月
31日。
门票：王宫及拿破仑纪念馆通票8欧元/人，儿童(8-14岁)及学生票4
欧元/人；王宫及海洋馆通票19欧元/人，4-7岁儿童7欧元，8-12
岁儿童9欧元，13-18岁学生11欧元。持蔚蓝海岸一卡通French 
Riviera Pass免费。
www.palais.mc

拿破仑纪念馆和皇宫历史成就收藏馆收藏了与公国历史有关的物品
和文件，特别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历史。

http://www.formula1.com/races/in_detail/monaco_898/circuit_diagram.html
http://www.formula1.com/races/in_detail/monaco_898/circuit_diagram.html
http://www.visitmonaco.com/cn
http://www.visitmonaco.com/cn
http://www.visitmonaco.com/cn
http://www.visitmonaco.com/cn
http://www.palais.mc/monaco/palais-princier/english/homepage.1969.html
http://www.palais.mc/monaco/palais-princier/english/homepage.1969.html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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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保罗·德·旺斯 Saint-Paule de Venc
★城市速写
圣保罗·德·旺斯(Saint-Paule de Venc)无疑是普罗旺斯最著名也
最美的小城之一，是艺术家及明星喜爱的度假地点。它建在山脊
上，如同埃兹一样形似鹰巢，由于它重要的战略位置，16世纪时法
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下令在此建造堡垒。如今500年过去，围绕整
个小城的城墙仍然保存完好，连同整座山城的建筑一起，被列为法
国国家保护级古迹。
除了悠久的历史，这座小城吸引了众多的艺术大家：毕加索曾频频
光顾，马蒂斯在这儿居住过5年，还在附近的Vence设计建造了一所
教堂。夏加尔则是自1950年之后定居此地直到终老。他们将此处变
成了一座艺术之城，在这个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城中竟然开设了70
多间画室、美术馆、工作室。无论你是哪个艺术派别的拥趸，都能
在这里找到共鸣。小城最有名的要数梅格基金会(Fondat ion  
Maeght)，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现代艺术馆，展出着米罗的迷宫、
布里的喷泉、夏加尔的马赛克镶嵌画等的现代作品，一些藏品还曾
到中国展览。它的收藏品被认为是20世纪欧元洲视觉艺术领域中最
重要的收藏之一。

游览小城大约需要1个小时左右。圣保罗的住宿比较昂贵，基本没有
80欧元以下的旅馆，不太适合穷游儿。

         博物馆开放时间：1月1日-3月31日10:30-17:00，4月1日-30 
         日10:30-18:00，5月1日-9月30日9:30-18:30，10月1日
到31日10:00-17:30，12月1日-31日10:30-17:00。
闭馆时间：11月1日-30日、12月15日和1月1日。
门票：成人4欧元，学生及8-14岁儿童2欧元。持蔚蓝海岸一卡通免费。
www.palais.mc  

海洋馆

Musée Océanographique de Monaco 见地图D标识 
摩纳哥海洋博物馆坐落在临海断崖上，连同地下室共有三层，于
1910年正式落成。从门面到室内装饰，整座博物馆的体现出浓郁的
海洋气息。里面有水族馆、鲨鱼馆以及全景露台上的海龟岛。馆内也
举办大型当代艺术展，海洋馆还设有全景露台餐厅及纪念品商店。

地址：Avenue Saint-Martin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12月25日及F1大奖赛的周末除外)。1-3月、
10月、11月10:00-18:00。4-6月、9月10:00-19:00、7-8月
10:00-20:30。
门票：14欧元/人，4-12岁7欧元，13-18岁及学生票10欧元；王
宫及海洋馆通票18欧元/人。
www.oceano.mc/sites-langues/cn

热带植物园及地下溶洞 Le Jardin Exotique 见地图D标识 
摩纳哥热带植物园里种植着各种各样的亚热带植物，比如棕榈树、
木兰、咖啡、橄榄、扁桃、夹竹桃、无花果等。园内还有一个地下
溶洞，深60米，里面有石灰岩风化形成的各种奇异形状的钟乳石。

地址：Boulevard du Jardin Exotique
开放时间：5月15日-9月15日9:00-19:00，9月16日-次年5月4日
9:00-18:00，11月19日及12月25日关闭。
门票：成人7欧元，6-18岁及学生3.7欧元，65岁以上5.4欧元；持
蔚蓝海岸一卡通French Riviera Pass免费。
www.jardin-exotique.mc

蒙特卡洛赌场及歌剧院

Casino et Opéra de Monte-Carlo 见地图D标识 
摩纳哥城的北面是蒙特卡洛市，为世界著名的蒙特卡洛大赌场所在
地。那里风景非常优美，有歌剧院、海滨浴场、温泉浴以及运动场
地等游乐设施。如果去赌场的话，如果衣冠不整、穿拖鞋等，保安
会禁止进入，另外进门要存包。

歌剧院不对参观者开放，需持演出票进入，26岁以下学生购票有优
惠。每年从7月中到来年4月间有精彩的演出。www.opera.mc

地址：Boulevard du Jardin Exotique
开放时间：除F1方程式大奖赛期间以外，全年开放，只参观不玩的
游客9:00-12:00进入。参观并玩游戏的游客下午14:00进入。
门票：如果去免费的厅和餐厅吃饭不需要门票，贵宾厅10欧。需出
示身份证件，18岁以下禁止进入。
www.casinomontecarlo.com/

摩纳哥王子S.A.S古董汽车收藏展览
Private Collection of Antique Cars 见地图D标识  
这个展馆位于露天，里面聚集了车迷摩纳哥亲王雷尼尔三世收藏的上
百辆各个年代的古董汽车，如1911的雷诺、1924年的福特，以及
因二战期间诞生的名车，如吉普，道奇等。古董车迷可以大饱眼福。

芒通 Menton
★城市速写
芒通是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边境城市，拥有独特的气候小环境，一
年316天的阳光，几乎没有冬季，城中的众多花园与植物园让它拥
有“花城”的美誉。因为气候适合柠檬生长，每年都会举办柠檬
节，一般在2月到3月举行，与尼斯嘉年华日期相隔很近，可以考虑
安排在一起参加。城中可参观的景点包括山上的老城区，及7个美丽
的花园。

柠檬节价格：成人站票10欧元，儿童5欧元。
www.feteducitron.com

★ 交通信息 
乘坐从尼斯出发的100路公车(见埃兹交通)直接到终点站Menton-
Gare Routiere，车站旁边就是旅游信息中心。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地址：8 avenue BoyerPalais de L'Europe
电话：0033(0) 492417676
www.tourisme-menton.fr

地址：Terrasses de Fontvieille MC 98000 MONACO 
开放时间：10:00-18:00，12月25日关闭
门票：成人6欧元，儿童8到14岁3欧元。
到达方式：乘坐5路或6路公车，到the Centre Commercial 
Fontvieille站下。火车站走路5分钟，从赌场广场走路20分钟。
电话：+377 92 05 28 56

http://www.tourisme-menton.fr
http://www.palais.mc
http://www.palais.mc
http://www.oceano.mc/sites-langues/cn
http://www.oceano.mc/sites-langues/cn
http://www.jardin-exotique.mc
http://www.jardin-exotique.mc
http://www.opera.mc
http://www.opera.mc
http://www.casinomontecarlo.com/
http://www.casinomontecarlo.com/
http://www.feteducitron.com/
http://www.feteducitron.com/
http://www.tourisme-menton.fr
http://www.tourisme-mento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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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特 Biot
★城市速写
Biot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因产陶土、火山石灰华等制陶原料，直
至18世纪都是以陶器著称，近些年，小城以独特的玻璃吹制技法而
闻名。这里生产的玻璃器皿上有无数细小的气泡，即新颖又美观。
小城里有好几个陶艺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过去的辉煌。

★ 交通信息 
Biot介于尼斯和安提贝(Antibes)之间，从尼斯坐200路公车或者乘
坐火车到火车站 (Gare SNCF Biot)下车，再坐当地的10路或者22
路公车到比约特村Biot Village下车。如果是假日或者周末，最好坐
火车，避免堵车。

乘坐地点：Tramway Place Massena站，从马塞纳广场往西走，
到Avenue De Verdun。
票价：单程1欧元，往返2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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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提贝 Antibes
★城市速写
安提贝分为安提贝和居安雷班两个区域。它位于尼斯西南，戛纳以
东，是滨海阿尔卑斯省继尼斯之后的第二大城。离安提贝不远的
Sophia Antipolis坐落着多家高科技科技园与开发区域，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安提贝的人口数量也逐年递增。这座拥有2600
年历史的城市曾经吸引了诸多艺术家包括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等。如今这座中世纪城
镇拥有欧洲最重要的游艇港口，经常能看到富翁们的豪华游艇。
居安雷班(Juan-les-Pins)拥有白沙海滩，水上运动十分发达和流
行，喜爱夜生活的人们可以在博彩中心、迪厅、咖啡厅、商店享受
诸多娱乐活动，还有每年7月举行的著名国际爵士音乐节(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Jazz)，它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艺术节之一。

参观安提贝可以从市中心的戴高乐广场(Pla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开始，经过购物街到达港口，体验一下安提贝的迷你海滩，
看看保存至今的中世纪防御城墙，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参观方堡Le 
Fort Carre，在它360度的观景平台俯瞰大海。之后可以参观毕加
索博物馆或者在老城区逛逛，在马赛纳大道(Cours Masséna)有一
个普罗旺斯传统市集(Marché Porvencal)，仅于夏季的6月至8月
底开放。

参观安提贝至少预留2-3小时，否则会很紧张。如果日程宽松，可以
考虑在安提贝住宿，这里比其它小城便宜。

         ★ 交通信息 
         圣保罗德旺斯位于尼斯西北20公里处，从尼斯出发可以乘坐
400路公车，路程大约1小时左右。公车每半小时一班，节假日及周
日车次可能会减少。

乘坐地点：Tramway Place Massena站，从马塞纳广场往西走，到
阿尔贝一世花园Jardin Albert 1ER旁边的Avenue de Verdun。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地址：2 rue Grande
电话：0033(0)493328695
www.saint-pauldevence.com

★ 景点 
大喷泉广场 La place de la Grande Fontaine
广场位于小城中心，喷泉建于17世纪，旁边还设有洗衣池，在古老
的年代居民们来这里争抢洗衣池，喂家畜喝水，并参加每周一次的
集市。如今这个喷泉已经成为圣保罗·德·旺斯的象征。

忏悔教堂 La chapelle des Pénitents Blancs
这座古教堂的钟楼及城堡主塔矗立在小城的中心位置，从小城各处
都可以看得到。教堂始建于15世纪，经过不断地重修和扩建，混合
了不同时代的风格。教堂内的油画等皆为名家原作。教堂内的祭坛
里供奉着圣人的头骨，是18世纪梵帝冈送来的镇堂之宝。教堂旁的
城堡主塔(Le Donjon)建于12世纪，如今是市政府所在地。教堂的
大钟铸于15世纪，傍晚钟声响起时城内所有的小店就关门了。

梅格基金会 Fondation Maeght 
地址：623 Chemin des Gardettes 
电话：+33 (0)493328163
票价：成人15欧元，学生、11-18岁青少年10欧元，照相及摄影另
加5欧元
开放时间：10月-次年6月10:00-18:00；7月-9月10:00-19:00。
www.fondation-maeght.com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地址：46 rue St Sébastien 
电话：0033(0)493 657 800 
www.visit-biot.com

★ 景点 
比约特玻璃作坊 La Verrerie De Biot
在这里可以看到技师现场吹制玻璃，及玻璃器皿的制作全过程。旁边
还有玻璃大师们的作品展览及专卖店，最小的酒杯10欧元左右一只。

地址：Chemin des Combes - 06410 Biot
电话：0033(0)493650300 
开放时间：夏季周一-周六9:30-20:00，周日及节假日14:30-19:30；冬
季周一-周六9:30-18:00，周日及节假日10:30-13:30、14:30-18:30。
www.verreriebiot.com/gb/index.php

费尔南德·雷基博物馆 Musée National Fernand Leger
费尔南德·雷基是法国著名画家。喜欢艺术的游客可以来参观，他
的画作特点是大胆的运用色彩。他还涉足陶瓷和壁画装饰领域。馆
内有中文介绍。

地址：255 chemin val de Pôme 06410 Biot
票价：5.5到6.5欧元，学生4-5欧元，蔚蓝海岸一卡通免费。
开放时间：11月-次年4月10:00-17:00、 5月-10月10:00-18:00。
闭馆时间：每周二，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
www.musee-fernandleger.fr 

http://www.fondation-maeght.com
http://www.saint-pauldevence.com/en/page/practical-information
http://www.saint-pauldevence.com/en/page/practical-information
http://www.fondation-mae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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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erreriebiot.com/g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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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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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通信息 见地图E标识 
从尼斯出发，同样是乘坐200路公车，Briand站下，就是市中心。
从Biot去Antibes，可以直接在市中心乘坐10路公车。从Biot-
Village上车到终点站Gare Routiere D Antibes下车，路程约30分
钟左右。车站西边就是市中心，旅游信息中心就在旁边的戴高乐广
场(Pla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上。

观光小火车 Petit Train
如果时间比较紧张，或者不想在大热天走路的游客，可以乘坐观光
小火车，它有两条线路： Antibes线路每天有三班，11:00、
15:10、16:30；Juan Les Bains每天有五班，10:30、11:45、
14:30、15:45、17:00。运行时间为4月-10月。

价格：成人往返8欧元，2-10岁儿童往返4欧元(在网上提前订购价
格要便宜1欧元)。
地址：rue de la République 06600 ANTIBES(在港口的旅游信
息中心前乘坐)。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见地图E标识 

地址：11，place du Général de Gaulle - BP 37 | 06601 
Antibes Cedex
电话: 0033(0)497231111
开放时间：9月-次年6月，周一-周五9:00-12:30、13:00-18:00，周
六9:00-12:00、14:00-18:00，周日10:00-12:30、14:30-17:00。
7月-8月，周一到周日9:00-19:00。
www.antibesjuanlespins.com

★ 景点 

毕加索博物馆 La Musee Picasso 见地图E标识 
博物馆座落在海边，原本是格里马尔迪家族统治时的城堡，近年刚
刚翻修过。博物馆里面保存了毕加索在安提贝居住斯间的作品及草
稿，以及几位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草稿等，另外博物馆的露台上长
年有雕塑展。

地址：Place Mariejol
开放时间：9月16日-次年6月14日10:00-12:00，14:00-18:00；
6月15日-9月15日10:00-18:00(最晚购票时间17:30)。7-8月周三
和周五开到晚上20:00(最晚购票时间19:30)。
门票：成人6欧元，学生及65岁以上老人3欧元，18岁以下免费。11
月的第一个周二到周日间免费，二月的第一个周二到周日间免费。

方堡 Le Fort Carre 见地图E标识 
方堡建于16世纪，位于一块高出海平面26米的大石上，堡顶是360
度的观景台。
开放时间：周四到周五12:30-16:00，周六10:00-16:00，学校放
假期间周日也开放10:00-16:00。
门票：成人3欧元，学生及65岁以上老人或家庭票1.5欧元。

安提贝海洋公园 Marineland
海洋公园位于安提贝东，占地广阔，包括海洋馆及公园、园外的迷
你高尔夫球道及动物农场。海洋公园每天有鲸鱼，海豹，海豚等动
物表演，动物农场有许多游乐设施，还可以骑小马，非常适合带小
孩的家庭。如果想看所有表演项目，要早上10点左右到达，进门先
拿一张表演时间表，按照时间顺序参观。

地址：306 Avenue Mozart，06600
到达方式：乘坐火车到Gare De Biot，走200米。公车10路到
Marineland下。
票价：全价成人38欧元，儿童30欧元，如果在网上订经常有折扣，
另外家乐福，FNAC等商店也可以订票。还可以订旅馆及公园的套餐
票，会有一些优惠。
www.marineland.fr

http://www.marinelan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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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2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格拉斯 Grasse
★城市速写
格拉斯是法国香水业的中心，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格拉斯气
候温暖，水源充足，非常适合植物生长。自从18世纪末以来，格拉
斯的香水制造业一直相当繁荣。该镇是名符其实的“世界香水之
都”，法国大部分的天然香精都是产于此地。据说巴黎乃至世界的
著名调香师大部分都出身于这个小城。该城拥有的香水工厂不下40
家，其中以Fragonard、Molinard、Galimard最为有名，这三家工
厂都提供参观讲解，还可以参加香水制作课程。每年5月，在香水博
物馆旁边会举办国际玫瑰博览会(Expo Rose)。每年8月初举行茉莉
节(Fête du Jasmin)。节日期间有“鲜花大战”(Flower Battle)，
装饰华丽的花车穿过市镇，花车上的美女会向人群抛洒鲜花。此外
还有焰火、免费派对、民间乐队和街头表演。
国际玫瑰博览会时间为2013年5月8号-5月12号。

★ 交通信息 
从尼斯出发，可以乘坐500路公车直接到终点站格拉斯长途汽车站
Grass Gare routière，离旅游服务中心很近，路途约一个半小时。
如果乘坐火车，要转格拉斯市内公交2路或者4路，坐到终点站
Grass Gare routière。

乘坐地点：Tramway Place Massena站，从马塞纳广场往西走，
到Avenue De Verdun。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格拉斯的旅游服务中心有Fragonard、Galimard和Molinard的
10%折扣券，而且会赠送一些香水的试用品。

地址：Place du Cours Honoré Cresp06 130
电话：33(0)493366666或者33(0)493360356
开放时间：9月16日-次年6月30日，周一-周六9:00-12:30、
14:00-18:00；7月1日-9月15日，周一-周六9:00-19:00，周日及
节假日9:00-18:00。
www.grasse.fr

★ 景点 
国际香水博物馆 Musée Intertional de la Parfumerie
这是一家香水博物馆，在这里所领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体验，更是
嗅觉上的旅行。香水博物馆不仅珍藏了自然的气息，香水的气息，
同时也保存了各个时期精美的香水瓶子和制造香水的机器。展馆分
为五个部分，分别代表五大洲及其不同的的当代文化。香水博物馆
还可以安排参观面积2公顷的花田。

     戛纳 Cannes
★城市速写
戛纳位于尼斯以西25公里，因电影节而闻名于世。戛纳电影节每年
5月举行。它颁发的金棕榈大奖被公认为电影最高荣誉之一。电影节
的建筑群坐落海滩上，包括25个电影院和放映室，中心是6层高的
电影节庆宫。戛纳的市容与尼斯十分相像，但是历史遗迹相比尼斯
要逊色许多，不过它的海滩是沙子的，比尼斯的石头滩要舒服很
多。戛纳景色相比其它小城，比较普通，倒是电影节期间值得一
游。除了星光闪烁外，滨海大道(La Croissete)上全是豪车以及渴
望被星探相中的俊男美女。电影节期间要避免在此住宿。

2013年电影节时间：5月15日-26日。

★ 推荐电影 
于2007年上映的《憨豆先生的假期》(Mr. Bean's  Holiday)讲述的
是憨豆先生前往法国南部度假的故事。他中了彩票头等奖，不仅可
以免费前往戛纳，还得到了一笔零花钱和一台摄像机。乘坐列车抵
达巴黎后，憨豆先生遇上了一名来自俄罗斯的戛纳电影节评审团成
员。他偷偷带着这位电影人10岁的儿子，被误认为绑架者遭到警察
的追捕，一路上闹出许多笑话。最终他送回了小孩，在电影节上向
大家播放了他自己拍摄的DV，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及女演员的芳心。

★ 交通信息 
从尼斯或者安提布出发，乘坐200路公车，坐到终点是戛纳的长途
汽车站。

★ 旅游信息中心 L'Office de Tourisme 
地址：1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06400 Cannes(节庆会议
宫一楼)。
电话：0033(0)492998422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10:00-19:00。

★ 景点 
节庆会议宫 Le Palais des Festivals et des Congrès
节庆会议宫位于港口边，建于1982年，是戛纳影展的重要会议地
点，最受注目的金棕榈奖即在此颁发，电影节期间每天都有明星在
此走红毯。节庆宫全年都有活动，包括音乐会、话剧、展览、舞蹈
表演及各类体育活动。

地址：1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06400 Cannes
到达方式：从火车站步行10分钟到达。
电话：0033(0)493390101
www.palaisdesfestivals.com

圣玛格丽特岛和圣何那瑞岛 

L'île Sainte-Marguerite ＆ Ile St-Honorat
戛纳附近有两个岛，稍大的岛是圣玛格丽特岛(Ile Sainte-
Marguerite)，小的是圣何那瑞岛(Ile St-Honorat)。这两个岛曾经
是普罗旺斯南部的宗教中心，以4世纪末在岛上分别修建修道院的两
位圣人兄妹的名字命名。

圣玛格丽特岛就是传说中关押路易十四双胞胎弟弟的岛屿。岛上有许
多中世纪时期的遗迹，比如皇家要塞(Le Fort Royal)、戛纳海洋博
物馆(Muses de la Mer)、铁面人的囚室、考古洞穴等等。圣何那瑞
岛的风景更为优美，有修士种的葡萄园，所产的葡萄酒品质极佳。

到达方式：从电影宫旁的老港Vieux Port搭乘渡轮。夏季，去程
7:30-19:30每30分钟一班，回程15:00-18:00每小时一班；冬季班
次较少。
休馆时间：岛上堡垒每周二及国定假日关闭。

http://www.grass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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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3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几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一份放在自己邮箱里，防止丢失。

松果小火车沿线小镇
★昂特沃 Entrevaux
与其它小镇相比，昂特沃是最有特色的。一出火车站，你就能一眼
看到它的全景。这里曾是一座中世紀的防御城堡，因其险峻的地势
有着不可颠覆的称号，完好地保存至今。在入口处，吊桥悬挂在深
深的护城河上，城堡大门如童话中般可爱，让人仿佛走进了中世纪
背景的魔幻电影。如果要登上城堡需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

开放时间：冬天10:00-17:00，夏天10:00-18:00，中午休息。
门票：3欧元。
www.entrevaux.info

★ 安诺 Annot
也称作金砂岩之城(La Cité aux grès dorés) 。小镇四周高山环
绕，至今有4000万年历史的金砂岩是海底的沙子在地壳运动时形成
的，形似海绵，十分罕见。除了金砂岩外，小镇有各种形状的奇
石，小镇也是攀岩好手及徒步者喜爱的地点。
www.annot.com/office-de-tourisme-annot.html

★ 圣安德烈 Saint-André les Alpes
想要领略这条路线最美的部分，就要探访圣安德烈。火车将爬过最
陡峭的一段山路，途中经过整条线路的最高点(1022公尺)，经过秀
美的威东河峡谷(Verdon)后，抵达圣安德烈。小村中心的广场上有
一家披萨餐厅，除了美味的披萨外，还提供Pied paguet(羊蹄与羊
肚包肉)等阿尔卑斯山区特色美食。
www.ot-st-andre-les-alpes.fr

★ 迪涅雷班 Digne-les-Bains
迪涅雷班是松果小火车的终点站，它位于上普罗旺斯的中心地带，是
法国医疗系统指定的疗养、治疗的温泉浴场之一。当年拿破仑北上巴
黎时曾经经过这里，市中心的大道就以拿破仑命名(la route 
Napoléon)。每年在大道上都会举办薰衣草集市Foire de la Lavande 
(2013年8月22号到26号)，出售各种薰衣草精油及制品等。

★ 唐德 Tende
唐德位于被称为仙境山谷的美康杜尔国家公园（Mercantour 
National Park），是仙境之旅火车的终点站，它是一个人口只有
2000多人的小镇，镇中有许多典型的山区古建筑，由于海拔高，夏
天比较凉爽，附近的森林公园有多条路线可以进行远足及山地自行
车等运动。

唐德：www.tendemerveilles.com
美康杜尔国家公园：www.mercantour.eu

★ 体验
普罗旺斯铁路之旅 
也称作松果小火车(Trains de Pigne)，原来的蒸汽小火车已经被电
力小火车取代。这条路线从尼斯到迪涅温泉镇(Digne-Les-Bains)，
沿途经过阿尔卑斯各具特色的小山村，可以随意下车参观，再乘下
一班火车往下一个小村，比较适合喜欢深度游的旅客。这条从尼斯
开往迪涅雷班(Digne-les-Bains)的列车线路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沿
途可以欣赏峡谷、小溪等山区风光，这也是山区居民主要的交通工
具。以前运行的一直是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车，直到近几年才改成电
力火车。他们的旅游信息中心都没有英文网页的，工作人员也不保
证会说英语哦。

车站地址：4 bis rue Alfred Binet 06000
票价：当日单程/往返都是23.3欧元，中间所有停靠站可以任意上
下。蔚蓝海岸一卡通有20%的折扣。
www.trainprovence.com

作者推荐

         地址：2，Boulevard du jeu de ballon - 06130
         开放时间：5月2日-9月30日10:00-19:00，周六到21:00；
10月1日-次年4月30日11:00-18:00，周二关闭；12月25日、1月
1日、5月1日、11月12日-30日关闭。
门票：根据展览内容，4欧元/5欧元，学生2欧元/2.5欧元；博物馆
及花田通票(包括20路，21路往返车票)5欧元/6欧元，学生2.5欧
元/3欧元；18岁以下免费；冬季每月的第一个周日免费参观。
www.museesdegrasse.com

香水工厂
香水工厂是免费参观的，有专人讲解香水制作的复杂工序，参观完
是否购买，也完全自愿。格拉斯最有名的香水工厂有三家：

Gallimard
制作香水需约1个半到2小时，每天10点、14点、16点各一场，价
格45欧元/人(包括一瓶100ml的香水)，需提前预约。地址：5 
route de Pégomas - 06131
开放时间：冬季9:00-12:00，14:00-18:00，夏季9:00-18:00。
www.galimard.com

花宫娜香水工厂 FragonardUsine Laboratoire
参观完香水工厂后还可以参观旁边的普罗旺斯艺术及历史博物馆 
(Musee d'Art et d'Histoire de Provence)，参观免费。这幢建筑
原本是18世纪一位公爵的住宅，馆内展示了17世纪普罗旺斯的生活
习俗及用品。
地址：20，bd Fragonard06130
www.fragonard.com

Molinard
香水制作体验有两种。第一种：香水吧Bar Des Fragrances，在3
种底香及6种香精中选择调制香水，需时30分钟，30欧元(包括
30ML香水)。第二种：香水坊Atelier des Parfums，在90种香精
中选择制作香水，需60分钟，59欧元/人(包括50ML的香水)。
地址：60，boulevard Victor Hugo – 06130
开放时间：9:30-18:30，7月-8月到19:00。

http://www.entrevaux.info/entrevaux-cite-vauban-en-images.html
http://www.entrevaux.info/entrevaux-cite-vauban-en-images.html
http://www.entrevaux.info/entrevaux-cite-vauban-en-images.html
http://www.annot.com/office-de-tourisme-annot.html%E3%80%81
http://www.annot.com/office-de-tourisme-annot.html%E3%80%81
http://www.ot-st-andre-les-alpes.fr/index.php/en/conducted-tours
http://www.ot-st-andre-les-alpes.fr/index.php/en/conducted-tours
http://www.tendemerveilles.com
http://www.tendemerveilles.com
http://www.mercantour.eu
http://www.mercantour.eu
http://www.trainprovence.com
http://www.trainprovence.com
http://www.museesdegrasse.com
http://www.museesdegrasse.com
http://www.galimard.com
http://www.galimard.com
http://www.fragonard.com/parfums_grasse/FR/fragonard/grasse/
http://www.fragonard.com/parfums_grasse/FR/fragonard/gr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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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境之旅Train des Merveilles
         这条从尼斯到唐德 (Nice-Tende)线路是2002年开通的。这
条线路衔接尼斯及罗亚-贝维拉山谷(la Vallée de la Roya-Bévéra)
的各个村镇，可以欣赏蔚蓝海岸的秀丽风光和阿尔卑斯山区的壮观
景色。1月到3月间，这条线路被滑雪专列Train des Neiges取代。
滑雪专列可以到达Tende附近的Casterino滑雪场，往返票价13欧
元(包括巴士)。
出发时间：4月-12月，尼斯火车站9:24出发，11:05抵达唐德。每
天一班。
票价：单程12.4欧元，往返24.8欧元，可以用青年卡。
订票网站：www.voyages-sncf.com；www.ter-sncf.com/pa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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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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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网友：wuhoufeng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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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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voyages-sncf.com
http://www.ter-sncf.com/paca
http://www.ter-sncf.com/paca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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