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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琴海：蓝白风情的纯美诱惑

海是湛蓝的、天是湛蓝的，连远方岛屿上民居的门窗也漆成一色的湛蓝，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

神荡漾的感受，这就是被诗人荷马形容成“醇厚的酒的颜色”的爱琴海。

希腊爱琴海诸岛有着蓝白色系的绝妙组合，纯净的蓝白色彩，宛若将爱琴海打造了一个纯净的人

间天堂。一切并不刻意，蜿蜒街道上的白色栏杆，依山傍海高低错落的白色房屋，蓝色屋顶上纯

白的十字架，蓝色窗户中偶尔露出一角的白色窗纱⋯⋯当目光触及到这种极致的蓝、纯粹的白，

聆听远处飘来的几缕希腊音乐，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整个心灵仿佛亦变得如蓝天般澄明空

灵。 

圣托里尼岛(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爱琴海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大海湾，位于地中海东北部、希腊（Greece）和土耳其（Turkey ）之

间。爱琴海岛屿众多，所以爱琴海又有“多岛海”之称。爱琴海共有大小约2,500个岛屿，爱琴海

的岛屿可以划分为七个群岛：色雷斯海群岛，东爱琴群岛，

北部的斯波拉提群岛，基克拉泽斯群岛，萨罗尼克群岛（又称阿尔戈－萨罗尼克群岛）， 多德卡

尼斯群岛和克里特岛。爱琴海岛屿的大部分属于西岸的希腊，一小部分属于东岸的土耳其。

爱琴海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可能并不被人熟知，但是群岛中的圣托里尼岛早已名声响亮，以其全岛

的蓝白纯美色调，令人沉醉的日落，色彩缤纷的火山口⋯⋯为旅游者带来了无以伦比的体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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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米科诺斯岛以其独特的梦幻气质首屈一指，被西方游客比作“最接近天堂的小岛”；发现“米

洛斯的维纳斯”的米洛斯岛（Melos）；面积最大，并以出产大理石而闻名的纳克索斯岛Naxos；

各岛之间的中转站，以圣母升天节而闻名的帕罗斯岛Paros。每个岛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岛都有

美丽的海岸与沙滩。

漫步于景色如此浪漫的岛屿之上，或许你会有一种奢望的想法，让时间就此停下来，让今天成为

永远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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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希腊气候多样，以地中海气候为主，地震较多，四季分明，物产丰富。5月至10月较适宜到希

腊旅游。

  3月到4月是希腊的春季，4月份的复活节，是希腊最盛大的节日，在雅典会有游行等节庆活动

，伴着教堂的钟声，观看着宗教仪式，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5月到9月是希腊的夏季，夏季降雨量较少，持续时间长，气候干躁，晴空万里，平均温度在28

℃到31℃之间，日照强烈，因此，希腊又得名“欧洲的阳台”。此时，防晒用品必不可少，防晒

霜、帽子、阳伞都是重要的装备。5月15号到7月前这是个好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所有票价还没开始

提升，气候也不错。7月和8月是旅游旺季，消费贵很多。

  10月到11月是希腊的秋天，此时的希腊，早晚温差大，晴天很少，多雨天，多大风，这时去希

腊旅游一定要准备稍厚一点的衣服。10月份还不是太冷，并且到了这个时间旅游的所有费用也都

开始降价了，只是不能随意下海了，正午时候还行。

  12月到2月是希腊的冬季，气候寒冷，平均温度为6℃到12℃之间，雪天较少，较之中国北方的

冬天，是十分暖和的。

   

2、签证

所有前往希腊旅行的中国公民，如果持有希腊或其他申根成员国签发的申根签证，在签证有效期

内都有权进入希腊和其他任何申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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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旅游签证须知

持因私普通护照者须本人亲自到签证处申请签证，办理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1：30。

1）所需材料：

1>按要求认真填写一份签证申请表，附近照两张,申请表上贴一张，另外一张申请签证时递交

2> 护照（其有效期在签证到期后仍不少于三个月）

3> 护照第一页（有照片的一页）复印件；护照上所有签证页复印件以及使馆章的复印件

4>如更换过护照，更换页的复印件及旧护照

5>对于中国籍的申请人，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及所有户口信息页的复印件

6>往返机票订单确认及在申根国家旅游期间的酒店预定、交通和日程安排确认证明

7>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

银行存款证明及最近三至六个月的由银行出具的工资或任意帐户对帐单或存折，房产证明,

机动车所有证明等（不要提供存款证明书！）

8>工作单位用中文及英文出具的准假证明信（信中须注明单位地址、联系电话、传真、申请人职

务、签字人的姓名和职务并加盖单位公章）和一份企事业单位及各机关团体有效营业执照副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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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并加盖红章。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原件和一份复印件，学生须提供学校出

具的在读证明。

9>出具在申根国家逗留期间的境外医疗保险证明，其中境外医疗补偿一项的保险金额不得低于3

万欧元，须提供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2）附加信息

1>所有材料须翻译成英文或希腊文

2>领事处可能要求补充其他材料

3>请不要查询签证结果

3）旅游签证费：

A 和 C类签证 (申根): 人民币600元

D 类签证 (国家): 人民币375 元

另：提交签证申请时需缴纳签证费，如退回申请材料或拒签，签证费恕不退回。

办理签证详细信息可以向希驻华使馆咨询

有关签证的种类、申请须知和申请表下载：http://www.grpressbeijing.com/

1）北京签证申请

希腊领馆：北京朝阳区光华路19号，100600

电话：+8610-6532 1588

紧急电话：+86 13911 807084

传真：+8610-6532 6705

邮箱： grconspek@mfa.gr

工作时间 ：09:30 - 11:30 (周一至周五)

2）广州签证申请

广东，福建，海南，广西居民可向希腊驻广州总领事馆提交签证申请

地址：广州天河区林河中路8号天誉大厦2105室

电话：020 8550 1114, 020 8550 1124

传真：020 8550 1450

邮箱：grgencon.guan@mfa.gr

网站：http://www.mfa.gr/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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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签证申请

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长驻居民欢迎在上海办事处提交申请

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336号，华讯国际大厦21层

热线电话：0086-21-3330 3033

邮箱：infosha.grcn@vfshelpline.com

网站：http://gr.vfsglobal.cn

旅人提示：

希腊法律规定其驻外使领馆颁发签证时应考虑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因素，可拒发

签证，如申请人不是欧盟公民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父母，拒签不需说明理由。签证停留期一般

为三个月。

   

3、货币与小费

货币

希腊属于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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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纸币共分为5、10、20、50、100、200、500欧元7种面值，尺寸和颜色各不相同。

硬币有1分、2分、5分、10分、20分、50分, 1元, 2元8种面值。

货币兑换参考

1人民币元=0.1259欧元

1欧元=7.9433人民币元 

旅人提示：

货币兑换汇率随时变动，请以兑换机构实际兑换率为准。

游客可自由携带外国货币、金子和金币进入希腊，无数量限制。但携带1万欧元以上的现钞或金子

、镀金物品和其他贵重金属应向海关申报，以免在离开希腊时遇到麻烦。

小费

希腊各个场所的服务生对小费都很欢迎。如在餐厅中，服务费已经包括在价钱中，但是习惯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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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留下小数量的小费。所以享受到特殊服务又感到满意时，可以给小费；乘出租车时司机一般

希望乘客多付一点车费；旅馆付小费给你把行李送至房间的服务生或者飞机上带你入机舱的乘务

员。小费参考标准：1-3欧左右。

银行卡

不能刷银联卡，信用卡带Master的较好，并且注意带上欧元额度高一些的信用卡，因为人民币换

算成欧元没多少。

使用信用卡消费很普遍，一般观光地点的旅馆、餐厅和商店都可以使用信用卡。但是便宜的民宿

和偏僻地方的小餐馆可能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VISA和MASTER是最普遍也是最好用的信用卡。

   

4、通讯网络

通讯：

欧洲的手机都是四频的，一般的手机都能用，美版的有可能不行。

可在希腊买当地电话卡，接听免费。

用希腊10欧元的IP电话卡打往中国内地能通话约30－50分钟不等，普通电话卡打往中国内地是0.5

欧元/分钟。但这种IP电话卡是在公用电话上打的。

希腊国际电话区号是：0030，圣托里尼群岛区号已经包含在10位数字的电话号码当中，固定电话

前加拨2，移动电话前加拨6。因此用中国国内号码拨打当地电话：0030+2固话/6手机号；用当地

号码打往国内的座机：0086+区号（区号首位为0需省去）+号码；拨打国内手机0086+手机号。

邮局

营业时间：大邮局的工作时间为7：00-20：00，周六 7：00-14：00，周日7：30-13：00。

邮资：20g以内的信件，邮资为0.58欧元左右。

其他：除了在邮局购买邮票外，报亭和饭店等地也代售邮票，但是价钱较邮局略贵。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希腊电压为的220V，频率为50HZ，插座是标准欧式的2孔圆形插座，建议去希腊之前在国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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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插头。

时差：

圣托里尼时间比北京晚7小时。但是在每年3-9月实行夏令时，在此期间希腊时间比北京晚6小时。

因此每年的3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凌晨2点时，需要将时间拨快1个小时，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再将时间调回。

   

6、行李准备

旺季来到希腊，建议游客随身携带帽子、太阳镜、防晒霜，随时涂抹，以防皮肤晒伤。塑料鞋、

橡胶底、稍厚的衣服（晚上可以抵挡海边的凉气）。牙刷、牙膏和拖鞋等其它国内常见的一次性

用品（酒店内只提供浴巾）出行前需要自行准备。

服饰选择

在雅典参观神庙和教堂时，要穿得正式一点。男士穿长裤，女士穿长袖的裙子。夜晚在俱乐部或

其它娱乐场所，就没有什么着装要求了。另外，你可要记住带上塑料鞋，这样，你就可以在海滩

上享受人生了。橡胶底的鞋也是不可少的，在爬卫城山的时候、在大理石的废墟上行走时，穿它

最舒服了。你还得带上高SPF值的防晒油，以免晒伤。即使在夏天，晚上出去时也得穿上夹克或

薄毛衣，以抵挡海风的凉气。

   

7、选择航班

从国内到圣托里尼岛没有直达航班，一般都是在雅典转机。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有直达

雅典的的航班。

   

8、出入境须知

所有人必须从规定口岸入出境（特殊情况由公共秩序部个案处理），抵离时有义务接受边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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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入境时须持国际条约承认的护照或其它旅行证件，如根据规定需办签证的则在护照或旅行证

件上必须有签证。

外国人即使有签证，如遇下列情况也会被拒绝入境：

1）名列黑名单；

2）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或其它国际标准，其入境可能会对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造成威胁；

3）所持护照或其它旅行证件并不能保证其返回原籍国或去往第三国；

4）有意留居希腊却未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居留许可；

5）没有必要的文件证明其旅行目的正当及经济来源可靠，除非有希腊公民依据法律程序为其担保

。

   

9、紧急救援

旅游警察

希腊专门设有旅游警察，负责向游客提供咨询并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电话：171。

常用电话

希腊报警：100

红十字急救：150

紧急救护电话：166

医院和诊所咨询电话：106

药店咨询电话：107

火警：199

   

10、其它

当地风俗

希腊人忌讳的动作：五指张开，掌心对着别人。

希腊人在见到熟人时有行“贴面礼”的习惯。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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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托里尼岛以希腊语为主，但在旅游区英语也都没有问题。

特别提醒

雅典－米克诺斯和米克诺斯－圣托里尼都需要乘船作为交通工具，行程中乘船时间比较长，建议

游客自备晕船药，同时前一天要注意休息，以免晕船；如果下海游泳或者从事与海有关联的各种

活动，要注意安全，切忌不可以逞强，以免出现生命危险。

希腊多发地震（震级不大），游客应了解基本的防震常识。

希腊偶发行业性罢工，如机场工人罢工、出租车司机罢工等，游客在安排行程时应有一定思想准

备。

旅人提示

本攻略中提到的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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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琴海最棒体验

   

1、在伊亚小镇观世界最美落日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带上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与她牵手，去看世界上最美的落日。” 这是一句会让你感动许久

的话语，因为此情此景是你会希望它永远定格的画面。如果你来到圣托里尼岛一定不要错过伊亚

这座典型而美丽的希腊海岛小镇。因为这里有令人着迷的日落景色，伊亚位于海角位置，拥有180

度以上的宽阔视野，日落的景观自然比别处壮观许多。每当黄昏，纷至沓来的游人便会汇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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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这最著名的“日落爱琴海”的美景。当斜阳渐落，余晖将整个小镇染红，截然不同于白天

的纯净灿烂，就像少女脸上羞涩的绯红，迷人之极。

旅人提示：

圣岛酒店林立，房屋众多，路窄人稠，最好早一点去占领有利地形，否则真不找到拍夕阳的好位

置呢。

   

2、骑毛驴慢行 体会闲适的美好

(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费拉镇建于圣托里尼岛的悬崖峭壁上，据爱琴海海面有300米高的距离，在这里上下山有一种特殊

的交通方式，就是骑着毛驴穿行于这做小镇。或许开始你还有些紧张，但是很快你就会沉浸于眼

前的美丽景色中。驴儿慢慢走着，你的身体随着它的移动而轻轻晃动，眼前的白色房屋如同童话

世界般的纯白，远处则是碧蓝碧蓝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样闲适的美好只能置身其中才能体会出其

中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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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爱情岛”度一个甜蜜蜜月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纯白色的屋子，蓝色屋顶的教堂，蓝白两色相间，纯净无暇，整个圣托里尼岛都演绎着圣洁、浪

漫、爱意，所以在这里与心爱的人，过一个浪漫、甜蜜的蜜月绝对是一个完美之选。在这里可以

尽情享受阳光、蓝天、碧海；骑着毛驴闲逛；海边吃烧烤；看世界最美日落；在教堂中对“ta”

说“I Do”⋯⋯

   

4、觅一处民居 面朝大海品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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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在圣托里尼岛觅一处民居或者在住宿的旅馆，什么都不用做，在宽敞的露天阳台上，在午后的暖

阳下，与心爱的那个“ta”，持一杯香醇的葡萄酒，听海浪倾诉、品美酒芳香、与爱人依偎，这

样慢慢体会，一切只在不言中。

   

5、踏柔软黑沙滩 看美女大海和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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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圣托里尼岛是由海底火山喷发而形成，因为火山的喷发，不同的矿物质在不同的温度下形成了不

同的颜色，组成了圣托里尼岛上不同颜色的沙滩、黑沙滩、红沙滩，白沙滩。最吸引游客目光的

还是黑沙滩，这里的海滩沙石细腻，踩着非常舒服。懒懒地坐在阳光下，看比基尼美女在海边戏

水，看海天一色，一切是那么的完美。

   

6、在米科诺斯岛雪糕店品味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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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米科诺斯岛的雪糕店出售的雪糕都是由店家自己制作的，口感绝对一流，而且口味众多。点上一

款自己钟爱的口味，品尝着香甜的雪糕，漫步岛上或静坐一处，看着风景，让甜蜜的味道散满全

身。

   

7、在小威尼斯区享用海边烛光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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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米科诺斯岛曾被威尼斯人占据，处处可见水都遗留的浪漫风情，尤以“小威尼斯区”（Venetia）

最具代表性。一整排绵延的彩屋滨海而筑，阳台、窗棂、阶梯，造型梦幻中带着几分童趣，远看

有如海上悬宫。在风清月明的夜晚，和“ta”一起选一个露天雅座，就着烛光，配着美食，晚风

徐徐，潮浪拍岸，享用一顿浪漫的海边烛光晚餐，让此情此景成为记忆珍贵的珍藏。

   

8、天堂海滩 欢迎你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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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天堂海滩（Paradise Beach）是全球的知名的“天体乐园”。在这里无论是小蛮腰还是啤酒肚，都

可以“抛开身外物”和阳光、海滩来一个最最最亲密的接触。可谓是“光景”盛大。所以来到米

科诺斯岛，你自然可以抛开一切杂念，好好享受这最自然且难得的放松。

旅人提示：

由于“天体乐园”的名气过于响亮，也引来一些不速之客的到来，所以天堂海滩也并不是最初的

那么一丝不挂了。

   

9、按动快门 扑捉心中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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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这里太美，蓝白统一的色调、偶然一处探出墙头的红色花朵、懒懒散散的猫儿狗儿、海滩热辣的

美女、世界最美的日落、恋人脸庞幸福的笑容⋯⋯所有这些都值得作为永恒珍藏，在这样环境中

你可以拍出你心中独样的美好，所以按动快门，定格美好吧！

   

10、测试你的运气 寻找鹈鹕佩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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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想测试一下你的运气吗？那就寻找一下米科诺斯岛的吉祥物——鹈鹕佩德罗。它是长着长长的嘴

，白色的羽毛中略显粉红色的一种水鸟。它在岛上四处走动，要想见它一面全看你的运气，据说

有的人来到岛上好几次都没有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所以能在岛上见到，说明你的运气相当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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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美丽岛屿

   

1、圣托里尼岛 Santorini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圣托里尼岛是爱琴海最璀璨的一颗明珠，柏拉图笔下的自由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

壮阔的海景，这里蓝白相知的色彩天地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是摄影家的天堂。

在圣托里尼，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每个人印象中的爱琴海：阳光、蓝天、碧海、还有这里特有的

希腊“国色”，不需要选怎么样的角度，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纯粹的蓝与白，酿造出一种童话的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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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托里尼岛地图

1）费拉镇 Fira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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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镇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位于岛的西岸，建于临岸的300m断崖上，是商业中心、交通中心。

市区由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构成，在中心点特欧特科普鲁广场周边分布着主要银行、邮局旅行社

与许多纪念品店，商业气息宛如世界级大都会。

费拉市最热闹的商店街，里面如迷宫般的小巷中各种商店、餐馆、酒吧、咖啡馆林立。晚上的费

拉市有一股叫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灯火璀璨，人潮熙嚷，十分热闹。餐厅、咖啡馆依费拉的火山

断崖而建，白色的房屋层层相连，高低错落，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

费拉史前博物馆 Museum of Prehistoric Thira

这里的收藏非同凡响，都是从阿克罗蒂里发掘到的。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闪闪发光的金色山羊雕

像，周长10厘米，公元前17世纪制造。这里还展出很多杰出的阿克罗蒂里壁画。博物馆的具体位

置在中心广场以南的两条街道外。

门票：3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30-15：00

电话：2286 023 217

Megaron Gyzi博物馆 Megaron Gyzi Museum

位于天主教堂后面，记录了当地的历史和重大事件，包括费拉在1956年地震前后那些震撼人心的

照片。

门票：3欧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30-13：30和17：00-20：00，周日10：30-16：30

电话：2286 022 244

考古博物馆 Archaeological Museum

在缆车站的附近，收藏有来自阿克罗蒂里和古锡拉的文物，基克拉迪雕像，以及希腊和罗马风格

的雕像。

成人/学士门票： 3欧元/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30-15：00

电话：2286 022 217

2）伊亚镇 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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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伊亚小镇，位于圣托里尼岛的西北角，是一个典型而美丽的希腊海岛小镇。爱琴海特有的蓝、白

色小屋紧贴着褐色的悬崖，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让人既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赞叹人类无

比顽强的生存创造能力。这里还有被世人称为世界最美的日落美景。

旅人提示：

伊亚以白教堂为中心，分南北两部分，看夕阳要往北走，因此北面的餐饮都贵，最好是先在白教

堂南边吃饱喝足再到北边看日落。

岛上的水不能直接饮用的，咸。刷牙也很不好受，最好也不要洗衣服。在费拉汽车站往东不远处

有Chaplin超市，东西比岛上的Mini超市便宜多了。那里6大桶水只要1欧元多一点，属于最热卖商

品。

3）黑沙滩

卡玛里海滩（Kamari Beach ）和佩里萨海滩（Perissa Beach ）是岛上比较知名的黑沙滩，

圣托里尼岛独特的火山地质造就了这里的黑色沙滩，在旅游旺季，这里便会游人如织。

卡玛里海滩方圆500米，汇集了很多的旅馆、餐馆、酒吧、纪念品店、运动用品店。这里的夜生活

非常热闹，当夜色降临，这里的一家家音乐酒吧和餐馆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座浪漫的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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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沙滩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红沙滩相当罕见，据说仅在夏威夷的毛伊岛和希腊的圣托里尼岛等地才可以觅得它的踪迹。红沙

滩来源于岩石经过漫长的岁月氧化而呈现出红色形成的。在伊亚和费拉能看到不少小店在出售红

色火石做成的艺术品和首饰。

5）阿克罗蒂里遗址

阿克罗蒂里遗址在费拉的西南方位，是米诺斯文明的遗址，被视为传说中的“大西洋中的极乐世

界”。这里因为公元前1500年的那场火山喷发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但其遗址保存得尚为完好

，发掘出土的文物大都在雅典博物馆陈列。

6）纳亚�卡美尼岛 Nea Kameni

现在是无人居住的活火山岛，意为“新生燃烧出来的”，高达80几度的火山口像呼吸般的拼命吐

出硫磺气，遍地所见尽为火山石，凹凸不平，在满布火山石的间隙中却开着黄色的小花，颇为亮

丽、特别。站在岛上最高点远眺美景，不管是看圣托里尼火山爆发后所造成的断崖景象或是欣赏

周围的离岛风情，都是最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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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科诺斯岛 Mikonos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希腊拥有世界最美的岛屿，米科诺斯岛以其独特的梦幻气质首屈一指，被西方游客比作“最接近

天堂的小岛”。它有“4S小岛”的昵称，一个充满阳光（Sun）、大海（Sea）、沙滩（Sand）、

性（Sex）的度假胜地。

米克诺斯岛，又称爱欲岛，是欧洲人最向往的天堂海滩，欣赏“伊甸园”般的景致。参观著名的

地标——基克拉泽式的风车以及蓝白相间的拜占庭式教堂是游客们不可错过的项目。欢乐是这里

唯一的表情，游人在街上悠闲得不能再悠闲，时间仿佛一下子静止了下来。米克诺斯岛(MYKON

OS)以“天体海滩”及“夜生活”为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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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天体海滩”有着一条“穿衣有罪”的规定，不论是同性恋、异性恋都不能错过彻底解放

自己的好机会。身体好不好没有关系，把握体验天体营的快感，才是一大重点。  

 

米科诺斯岛地图

1）波尔蒂阿尼教堂 Panagia Paraportiani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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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帕拉波尔蒂阿尼教堂是一座纯白教堂，是米科诺斯岛的标志。它包括4个底层的小礼拜堂。以及一

个在上层通过楼梯相连的小礼拜堂。

门票：免费（乐捐更佳）

开放时间：不固定（通常在早上开放）

交通： 交通：从市中心广场沿海边向堤坝方向走两分钟即可。

旅人提示：

避免在举行仪式时进入，除非是去敬神而非参观。

2）海港风车

海港风车建于16世纪，屋顶用茅草覆盖着，是米科诺斯岛的另一个标志，因为位于米科诺斯岛的

半山，所以在这里可以俯瞰全市美景，风车搅动着海风，爱琴海上的海鸥以及岛上的具特色的白

屋尽收眼底，米科诺斯也因此被称为“风车岛”。

地址：从市中心广场向北，沿上山的小路步行10分钟。

3）海滩

天堂海滩 Paradise Beach

天堂海滩是米科诺斯岛著名的“天体乐园”。非常受欢迎，夏天来这里的游客的数量堪称全岛之

最。由于它的“天体乐园”声名越来越大，也引来了一些拿着相机的不速之客，所以现在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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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也不是那么的一丝不挂了。

超级天堂海滩 Super Paradise Beach

这里是同性恋者的天堂，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的男男、女女的恋人们，尽情享受这他们的甜蜜时

光。这里也更佳具有私密性，那些不想被打扰的游人们，也越来越多的选择这里作为全裸海滩。

   

3、纳克索斯岛 Naxos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纳克索斯岛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中部，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公元前7世纪到前

6世纪之间是它的黄金时代，是基克拉泽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有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

家、艺术家以及许多对希腊历史感兴趣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也不乏一些文人墨客。著名诗人拜

伦就曾经赞颂这里为梦幻之岛。岛上有许多名胜古迹和风景宜人的沙滩，是爱琴海上的一个旅游

胜地。

1）霍拉

霍拉位于纳克索斯岛的西海上——是岛上港口和首府。这是个大城市，历史上分为两个城邦——

                                               35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21&do=album&picid=50723


�������

爱琴海：蓝白色调
Bourgos是希腊人居住的地方，而山顶上的卡斯特罗（Kastro）是威尼斯天主教徒居住的地方。

霍拉最迷人的部分就是与居民相关的卡斯特罗。1207年，Marco Sanudo将这座城镇作为他的公爵

领地的首府，这里还保存着几处威尼斯建筑。午睡时间绕着卡斯特罗走走，去体验它宁静和永恒

的氛围。

2）海滩

圣乔治亚海滩 Agios Georgios

位于市镇码头区南边的便利位置上，这里是纳克索斯岛的城市海滩。在城市的尽头，分布着旅馆

和餐馆，十分拥挤。但是在海滩会向南延伸一段距离，并且这里的浅水海滩对小孩子来说比较安

全。

Agios Prokopios

在圣乔治亚海滩南边，位于Cape Mougkri岬南边的一个受保护的海湾中。它和圣安娜（Agia Anna

）在一块，那里有一个闪光的白沙滩，这个海滩十分狭窄，但是它足够长，可以在它的末端享受

宁静。

小Vigla Mikri Vigla

南部最好的海滩之一，它的名字是“小哨所”（little lookout），这是一个监视海盗的地方。在极

好的海滩之间，有突出的礁石，以及金色的花岗岩分布其间。这里的居民区有些分散，以未完工

的建筑作为标志，但是这里有宁静而开阔的景色。

3）Tragaea

Tragea地区有安静的村庄、建在岩石峭壁上的教堂和一片片的橄榄树林。Filoti在宙斯山（海拔1004

米）的山坡上，是该地区最大的存庄。

在这里可以访问历史上著名的村庄哈尔基（Halki），位于Tragea的核心地带，距纳克索斯市大约2

0分钟的车程。哈尔基是古纳克索斯的鲜活写照，这里满是古老的别墅和城堡，景色壮丽。这些都

是富有的哈尔基的遗迹，因为这里曾一度是纳克索斯的商业中心。

   

4、帕罗斯岛 Pa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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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帕罗斯岛一直有“爱琴海的女儿”、“爱琴海的新娘”的美誉，它是基克拉迪群岛第四大岛，面

积185平方公里，人口9000， 位于爱琴海的中心位置。它是一个比米科斯岛更为开放也更为悠闲的

岛屿。这里的海滩适合游泳，有阶梯的小山依偎再海拔770米的Profitis Lias山旁。帕罗斯岛以其洁

白的大理石而闻名，现藏于巴黎卢浮宫中的著名的“米罗的维纳斯”雕像(Venus de

Milo)，就是用这里的大理石雕成的。

帕罗斯岛是前往爱琴海中前方岛屿的主要渡船枢纽，主要港口Parikia正张开臂膀欢迎你。

1）Panagia Evkatontaphliani

始建于公元326年，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上最壮丽的教堂之一。它是由三座截然不同的教堂组成的复

合体：圣尼古拉斯是三个中最大的，位于建筑区的东侧，这里有帕罗斯大理石制成的华丽廊柱和

一个雕刻精美的圣像间壁，另外两个教堂分别是OurLady教堂和Baptistery教堂。OurLady教堂号称

有上百个门，但这只是形容门的数量和多。

2）纳乌萨 Naousa

纳乌萨位于帕罗斯岛的北部海岸上，是帕罗斯岛另一个主要的居民区，是一个迷人的去处，有多

彩的渔人码头，还有发展中水边休闲景色，有一天可以与米科诺斯匹敌。

这一区域最好的海滩是Kolymuithres，这里有着有趣的岩石造型；还有Monastiri，这里有很好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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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气管潜水和夜总会的地点。内敛的Lageri同样值得去探寻。在东部岬角另一端的Santa

Maria，适宜帆船运动。这些海滩都有路到到底，在7和8月有从纳乌萨开出的小船抵达这里。

3）Lefkes

Lefkes是帕罗斯岛中心深处宁静的山村，依附在群山环抱之中，山顶上星罗密布地分布着古旧的风

车，这里非常适合午休，村庄飘荡着宁静的空气。这座村庄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质朴的街道和建

筑。Agia Triada教堂是一座掩映于橄榄树中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建筑。

4）海滩

在环岛的海岸线上发射状地分散着一些海滩，包括在Krios的一个好海滩，从Parikia乘水上出租（

往返4欧元左右）可以很方便到达这里。帕罗斯岛的顶级海滩——Hrysi Akti（金色海滩），在东

南海岸上，不是十分壮观，但是这里有不错的沙滩和几家餐馆，为帆船运动员所喜爱。南部海岸

上的Aliki有相当不错的海滩。

在帕罗斯和安提帕罗斯之间的海峡是帆船和滑翔伞运动的胜地，可以很容易地冲到空中。

旅人提示：

Paros Kite Pro Centre

提供很多课程，包括一个小时的滑翔伞介绍性课程，更深入的课程需要4至6小时，起家为220欧元

。电话：2284092229

Octopus Sea Trips

位于金色海滩，提供海上环境课程，以及包括通气管潜水和家庭儿童潜水在内的户外活动服务。

电话：6932757123

   

5、米洛斯岛 Milos

友好可爱的米洛斯岛有着戏剧化的超现实主义的海岸风光，这里多彩崎岖的岩石反映了这个岛屿

的火山起源。米洛斯岛还有温泉、基克拉泽斯所有岛屿中最多的海滩，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古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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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岛上最著名的输出品，美丽的米洛的维纳斯在遥远的卢浮宫中。

1）普拉卡

普卡拉是米洛斯岛的首府，从Adamas向山上走5公里，是一座典型基克拉迪城镇，有白颜色的房

子和迷宫似的小巷，它的东段与Trypiti的居民区融为一体，在一个收缩的居民区上伸展开，这里

还有众多与众不同的迷人特色。

普拉卡建在古米洛斯的遗址上，古米洛斯被雅典人摧毁，被罗马人重建。

在Trypiti附近有一些罗马人的遗迹包括希腊仅有的基督教陵墓（门票免费；开放时间：周二至周

日8：00-119：00）。乘坐去往Trypiti的公共汽车，在有一个巨大路标的丁字路口下车。沿着路往

下走大约500米，知道一个岔道向右走这条路会把你带到早已废弃、但是有些毛骨悚然的地方，18

20年，一个农夫在这里发现了米洛的维纳斯；别错过这个标志景点。沿着岔路向远处走一段小路

就是保存良好的古剧场，每年7月米洛斯节在这里举行。

考古博物馆 Archaeology Museum

位于普卡拉，就在从公共汽车回车场向山下走的地方。它在一个美观的古建筑中，这里有一些引

人注目的展品，包括一件米洛的维纳斯的石膏脱模像，有卢浮宫人员制作——可能是使用制作Ve

nus de MeaCulpa同样的手法。最好的展品是一件基克拉迪时代晚期的小公牛雕像。

门票：3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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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30-15：00

2）Adamas

舒适活跃的港口Adamas有着大多数住宿选择，商店和公共服务，以及一个令人愉快的水边景点。

旅人提示：

要去市中心，从码头向右转。中央广场位于海岸延长线的末端，公路从这里折向内陆。这里有公

共汽车站、出租车停车点和户外咖啡馆。经过广场有一条向右的路，这条路环绕着城镇海滩。

米洛斯矿业博物馆 Milos Mining Museum

一个矿业爱好者必去的地方；事实上，这是一个所有人必需去的地方。位于渡船码头东边600米处

。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7至9月中旬9：00-14：00和18：00-21：00；9月中旬至6月周二至周六8：00-14：30

3）海滩

Plathiena是普卡拉下方一个精致的沙滩，在北边。在去往Plathiena的路上，你可以参观渔村Areti以

及Fourkovouni。Provatas海滩和Paleohori海滩在南部海岸上，是很长的沙滩，Paleohori有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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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在圣托里尼

   

1、飞机

希腊有16个国际机场，但只有雅典、塞萨洛尼基、罗得和伊拉克利翁（克里特）有定期航班。

爱琴海航空公司（Aegean Airlines）

提供从雅典到罗马和威尼斯，从塞萨洛尼基到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慕尼黑赫斯图加特

的直飞航班。

网址：http://www.aegeanair.com

奥林匹克航空公司（Olympic Airlines）

经营许多希腊国内航线，这家航空公司以及从此出发的当地大型航空公司一般都有飞至雅典和塞

萨洛尼基的航班。

网址：http://www. Olympicairlines.com

旅人提示：从飞行记录来看，这两家航空公司都是很安全的。

从中国到雅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等都

有航班可以到达。中国学生和青年游客，还可以通过STA

Travel（021-22817723/63532684；http://ww.statravel.com.cn）购买机票。

   

2、水运

雅典郊外的PIREAS港口是前往爱琴海各个岛屿的枢纽，你可以选择乘坐地铁、巴士或者出租等交

通方式到达港口，然后乘轮渡到达各个岛屿，船票既可以通过旅行社、港口各个轮船公司售票点

或到船上直接购买。

   

3、圣托里尼岛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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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机

爱琴海航空公司（Tel：2286028500）和奥林匹克航空公司（Tel：2286022493）旺季每天都有五班

往返与雅典与圣托里尼岛之间的航班（60-90欧元，45分钟）。也有往返米科诺斯和塞萨洛尼基的

航班。

机场位于Monolithos海滩的西南。费拉公共汽车站和机场之间有频繁的公共汽车往返。出租车到

达机场的价格为12欧元。

2）公共汽车

票价分1.4欧，1.7欧和2欧不等。公汽每半小时发车一次。从费拉，Kamari和Perissa开往Athinios港

口的公共汽车会在多数渡船起航前一个半小时出发。开往费拉的公共汽车会等待所有的渡船，即

使是在晚上，最好事先核实出发的港口。

时刻表可在http://www.ktel-santorini.gr/上查到。

旅人提示：

公共汽车在每个小镇之间往返，缺点就是班次很少，所以一定要算好时间，不要误车否则一等就

是等很久。

3）出租车

从Athinios港口到费拉的费用10欧元左右，费拉到伊亚的费用10欧元左右，如果打电话叫车价格均

为12欧元左右。（Tel：2286023951/2555）

4）自驾

圣托里尼岛没有红绿灯，没有喇叭声，没有交警与摄像头，可以充分享受自驾游的乐趣。

在圣托里尼岛租车非常方便，跟你下榻旅馆的老板或服务员打声招呼就可以了。中国大陆的驾照

在圣托里尼岛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做驾照公证。可以付现金也使用信用卡。租金根据车型、季

节和租赁时间长短而定，须持有效驾照，年龄在21岁以上（有些地方规定年龄在25岁以上）。

费用：

一辆Smart一天的租金为35至40欧元左右，可自愿选择是否上10欧元的保险（基本涵盖所有责任事

故）。

旅人提示：

接车和还车都有租车公司的员工上门服务，还车时不必加满油，只要和接车时油量差不多就行。

岛上的加油站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北部山区很少，尤其伊亚地区一个都没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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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注意。

Smart的油耗不高，如果不常跑山路，那么10欧元的油足够跑一天。

岛上驾车的秩序很好，大家自觉谦让。国内游客开车时尤其需要注意主动避让行人和摩托车，晚

间行车时只要前方有车，就不能开远光灯。

租车公司一般都会赠送一张标明主要景点和道路的路线图，当地租GPS费用颇高。

还可以租辆宽大的四轮摩托车，但是白天很晒。

从Fira到Oia的路很难开，大坡路很多，180度转弯的山路很多，从黑沙滩开到最高蜂的那段路非常

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圣岛建议租自动档的车，手动档的车会比较难开。

5）渡轮

夏季时，每天也有渡轮到米科诺斯、伊奥斯、纳克索斯、帕罗斯岛和伊拉克利翁。此外也有开往

基克拉迪群岛中较小岛屿的渡轮。大些的渡轮停靠Athinios

港，下船之后，可乘坐公共汽车（1.2欧元）和出租车。较小的船停靠Fira

Skala港，从这里坐驴车或电缆车可以到Fira市内，或者攀登600个台阶也可以到。

从Fira开往岛内Oia、Kamari、Perissa和Akrotiri的公共汽车非常频繁。

6）缆车和驴子

一架缆车（Tel：2286022977；运营7：00-22：00每20分钟，冬季至21：00）在费拉和下方被称为费

拉斯卡拉（Fira Skala）的港口之间顺畅地运行。单程成人4欧元/人，儿童2欧元/人，行李2欧元。

用驴子享受旅程4欧元。

   

4、米科诺斯岛交通

1）飞机

爱琴海航空公司（Tel：2289028720）和奥林匹克航空公司（Tel：2289022327）每天有飞往雅典的

航班（70欧元，40分钟）

2）公共汽车

霍拉（米科诺斯）有两个主要的公共汽车站，在新码头有一个上车点。

北部公共汽车站（northern bus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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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289023360

在OTE办公室后面，有很多开往Agios

Stefanos的班车，途经Tourlos（1.2欧元），还有班车开往上迈拉（Ano Mera

1.2欧元）、伊利亚（Elia

1.5欧元）以及Kalafatis海滩（1.7欧元）。行程20至40分钟。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开往Kalo

Livadi海滩（1.5欧元）。开往新码头、Tourlos、Agios Stefanos的班车停在旧码头。

南部公共汽车站（southern bus station）

电话：2289023360

服务于Agios loannis海滩（1.2欧元），Ornos（1.2欧元），Platys

Gialos（1.2欧元），Paraga（1.2欧元）和天堂海滩（1.5欧元）。行程15至40分钟

旅人提示：

车票在街边的亭子、小市场和旅游商店里出售。你必须在上车使用它。从中午12点15分到早上6点

，所有的票价均为1.5欧元。

3）出租车

可以在霍拉的出租车广场找打到出租车，就在公共汽车站和码头旁边。最低费用为2.85欧元，每

件行李加收0.3欧元。到海滩的价格Agios Stefanos为4欧元，Ornos为4.4欧元，Platys

Gialos5.9欧元，天堂7.2欧元，伊利亚11.4欧元。

4）自驾

旺季租车（取决于车型）大约一天花费40至98欧元，淡季价格为31至80欧元。旺季时单脚滑行车

一天的租金大约为15至30欧元，，淡季为10至20欧元。

旅人提示：

米科诺斯住宿中心和O.K.Rent A Carshi

是可靠的租车点。在霍拉的南部公共车站旁有很多出租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地方。

5）渡轮

米科诺斯有两座码头：旧码头在市北面400米，供传统渡船和小型快速渡船停靠；开往圣托里尼（

15欧元，6小时）

   

5、其他岛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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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帕罗斯岛

帕罗斯岛每天有航班飞往雅典（72欧元）。Pafikia是轮渡枢纽，每天有开往比雷埃夫斯的渡船（19

欧元），去往纳克索斯岛、伊奥斯岛、圣托里尼岛岛和米科诺斯岛的渡轮和双体船每天也有很多

班。

公共汽车站位于港口向左100米处，有去往整个岛屿各个地方的汽车。夏季，从Parikia港口开往An

tiparos的观光船每小时一班。

2）纳克索斯岛

奥林匹克航空公司（Tel：2289022095）每天都有一个航班飞往雅典（60欧元，45分钟）。有开往

米科诺斯岛、伊奥斯岛、圣托里尼岛、克里特岛的双体船和快船。

公共汽车站从霍拉渡船码头出发；时间表张贴在公共汽车信息办公室的外边。在公共汽车站每天

都有公交车频繁发往Filoti、哈尔基、圣安娜等地。

在8月还可以租到每天45至55欧元左右的小汽车，摩托车的租金大概20欧元。Rental

Center（Tel：22850 23395）是个不错的租车点。

3）米洛斯岛

奥林匹克航空公司（Tel：2289022380）每天都有一个航班往返雅典（50欧元，45分钟）。每天都

有船开往塞里弗斯、雷埃夫斯。

这里去机场的公共汽车，可以在Adamas租一辆出租车，价格7欧元，每件行李加0.3欧元。

每一个小时左右都有公共汽车从Adamas开往普拉卡和trypiti。

有一家租车店Giourgas Rent a Car（Tel：2287022352）从渡船码头出来向东走，再往海岸公路与一

个干河床交叉地方向内陆方向走，最后在经过Aeolis

Hotel的地方向右转即可到达。在海港沿线可以租到小汽车、摩托车以及机动脚踏两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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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圣托里尼的地中海味道

希腊的饮食跟其它国家的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希腊菜里一般都放有橄榄油，它独特的香味是

在其它地方品尝不到的。

一顿典型的希腊大餐包括一个热汤或葡萄酒，一道莴苣色拉，一道热的肉菜或是海产品，加上一

小篮面包。

圣托里尼岛美食以海鲜和各种肉类的烧烤和煎炸为特色。如果为了省钱，岛上无处不在的烤肉是

最佳选择，肉分鸡肉和猪肉，配以西红柿，洋葱，薯条和酱，裹以薄饼，价格在2欧元左右。海滩

或社区附近开设的一些由家庭经营的希腊海鲜餐厅价格较便宜。

   

1、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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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 

汤匙甜品是在希腊家喻户晓的传统甜品，一种用浓糖水舰炮浸泡的四季水果蜜饯。水果可以使果

、无花果、酸樱桃、葡萄、杏或樱桃。

在希腊各个角落看到的甜品有蜜制卷饼(loukoumades)、奶冻卷(galaktobouriko)、果仁蜜酥饼(bakla

vas)，和碎屑小麦饼(kadaifi)。圣诞节期间有代表性的甜品是丁香蜜糕(melomakarona)和蜜制卷饼(d

lples)，这种蜜制卷饼在克利特岛的变种叫xerotigana。

皮塔饼

只需一点面粉和水即可做成千层饼皮，饼皮厚度视情况而定，从饼干那么薄和近乎透明到又厚又

脆，品种繁多。里面加入馅料：煮熟的菠菜、菜园里精选的绿色植物、南瓜、韭菜或干酪。再放

                                               47 / 72



�������

爱琴海：蓝白色调
一两个蛋，哟，你看!全家的饭菜弄好了。在这类馅饼中，最著名的是伊庇鲁斯的皮塔饼、凯法劳

尼亚(Kefalonla)的肉皮塔饼，克利特岛的kaltsounia甜软奶油干酪馅饼、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和

马其顿其他地方的土产干酪或奶油甜品bougatsa，当然还有夹烤肉串的皮塔饼——这可是一种传统

快餐，是希腊独有的!

面包

希腊人总是在餐桌上留出固定的位置，用来摆放面包，面点也同样有专门的摆放位置，一般以科

孚岛番茄汁煮肉(pastltsada)等多种传统菜肴佐餐。顺便提一下，脆脆的面包蘸一点乡村色拉(horiati

ki)碗底的油，那味道真是无与伦比!

希腊烤肉卷（Souvlaki Pita） 

希腊版本的汉堡，主料是任何一种肉，牛肉、羊肉、猪肉或其他肉。把肉先串成圆锥状放在巨大

的电烤架上烘烤。然后厨师在肉上面旋转切下一片片的肉片，配入生菜，番茄，洋葱，大蒜汁放

在圆烤饼上并卷起来。让希腊烤肉卷锦上添花的是一种黄瓜和奶酪调制成的酱汁。

奶酪

事实上整个欧洲都喜欢用奶酪入菜，这是他们补钙的重要来源。希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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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酪和羊奶奶酪。其中酸奶酪口感特别、对泌尿生殖系统健康特别有好处。

希腊咖啡

起源于阿拉伯，味浓香郁，用一种名叫briki的古典长柄小铜壶烹制。这种壶很重，但泡出来的咖

啡味道更好，喜欢这种铜壶的人大多会这么说，当然还要加入浓浓的奶油。用小杯端上咖啡，而

且不应该喝到见底：杯底必须始终留有一层渣液。无论是作为谈话的陪衬还是帮助您深思，这都

是开始一天生活的最有希腊特色的方式。

飞雪咖啡很受欢迎的一种希腊式咖啡，在夏日、在年轻人中间更是如此。一种速制咖啡，只需在

咖啡中加入糖、奶和冰块，在搅拌器中上下搅拌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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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

这个词在希腊叫做Mezedes，指的是用盐或橄榄油腌制的小菜：它可以是咸橄榄、烤辣椒、腌小鱼

儿、炸蔬菜球，甚至是香肠或熏牛肉。

蔬菜

西红柿是在希腊菜谱中频频出现的主要角色，圣托里尼还举办过全球性的西红柿研讨会，可见西

红柿的地位有多么尊崇。有人认为在希腊可以吃到全世界最好吃的西红柿，恨不得所有的菜里都

加一份。比如希腊最有特色的Soulaki就是一种带有西红柿和洋葱的烤羊肉卷，keftades也是一种加

入牛肉、洋葱和小茴香的美味炸西红柿球。

海鲜

希腊西南濒地中海，东临爱琴海，靠海吃海，海鲜大餐遍布各岛，种类繁多，其共同特点就是都

讲究个新鲜，通常搭配酸橄榄和柠檬来解腥开胃，让人能大快朵颐而热量又低。

水果

地中海的温暖气候为希腊人提供了大量水果，除了橄榄、葡萄、希腊神话壁画中常常出现的石榴

，还有富含多种维生素的柑橘、草莓、无花果等等。

香料

你看过希腊影片《香料帝国》吗？据说在希腊，满山遍野都可以采集到香料⋯⋯听起来食客简直

像是在神农尝百草。希腊人主要在肉类的烹饪过程中使用香料来解除油腻、更好地唤醒味蕾，如

小茴香、欧芹、芥末，还有极其珍贵的藏红花。

   

2、希腊独享美味

某些美味只有你身在希腊才能尝到，它们受到欧盟的法律保护，比如：

Ou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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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葡萄、草药和莓果以及多种香料制成的开胃酒，原本透明的饮品加水后会呈现乳白色，与meze

des搭配则最为理想，适合三五好友小酌。

Mastiha

乳香，土生土长的希腊香料，100%希腊特产，可用于药物、美容护肤、食品工业。它对溃疡、皮

肤烧伤、湿疹等都特别有效，还可以用于口腔清洁——如果喝杯乳香酒就不用刷牙，我看很多人

都愿意睡前来上一杯的。

Tsipouro

又名Raki或Tsikoudia，是从榨酒的残渣中通过蒸馏和加热的方式提取的酒精饮品，据说是14世纪

的僧人为穷人发明的，一年四季都可以享用，也可以作为热饮，在希腊的下午茶中它代替了咖啡

。

Feta

Feta是只有希腊拥有的品牌、法律规定必须在希腊本土生产，它是一种在盐水中发酵的羊奶奶酪

，口感浓郁、营养丰富，不含防腐剂和色素，也没有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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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餐推荐

1）圣托里尼岛

1）Nikolas

一家老牌餐馆，位于费拉的核心地带。这个提供传统希腊菜肴，如填馅南瓜（Stuffed

zucdhini）和红酒墨鱼（cuttlefish in wine）。菜品6至10欧元

电话：22860 24550

Ouzeri

在费拉镇，这里的鱼类菜肴尤为出色，包括对虾（Prawnsaganaki）和杂鱼大拼盘（a sea platter of

mixed fish）。同样好吃的肉食包括tigania（酸奶和红酒猪肉）。素食者也可以在这里享用到沙拉

和不同种类的素菜。菜品3至14.5欧元

电话：6945849921

NRG

位于中心地带的受欢迎的小餐馆是费拉的公告机构。除了美味的薄饼，这里还制作三明治、玉米

粉圆饼，受欢迎的印度咖喱饭、冰淇淋、咖啡和慕斯。菜品2.2至6.2欧元

电话：22860 24997

Edwin Polski Lokal

伊亚这家小餐馆制作的美味的沙拉、冷盘和自制的gyros广受欢迎。它附近有家姐妹店，叫做Pizza

Edwin。菜品6.5至15欧元

电话：22860 71971

Skala

伊亚这家可以欣赏火山美景的餐厅在烹饪中融入了国际化的手法，如小鸡蘑菇，蜂蜜啤酒猪肉。

菜品8至14欧元

电话：22860 71362

2）米科诺斯岛

Taverna Liof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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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科诺斯岛海滩边，已经经营了十多年，提供富有纳克索斯特色的丰富多样的菜肴。Keftedhake

ia（肉丸子）是这里的特色菜。菜品3.5至7欧元

电话：22850 75714/6937137737

Piccolo

米科诺斯岛上的这家小餐馆没有亚麻台布，但是这里的食物是美味的，从薄饼、三明治、新鲜沙

拉，还有米科诺斯火腿（Mykonian Prosciutto）、软奶酪等丰富的美食供应。快餐3.7至7.5欧元

电话：2289022208

素食店

Bugazi：出租车广场边上（Tel：2289024066；2.5-5欧元）

Taki’s：当地人很喜欢，外卖烤肉2欧元，其它经济选择5-7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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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圣托里尼入梦

圣托里尼岛上小镇比较多，所以要注意看清旅馆的位置。对很多人来说，在岛上选择住宿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问题，到底是住在海边，然后再去游览锡拉、伊亚和奇幻的火山景致呢？还是住在火

山上面，然后乘车或者租车去海边畅游呢？住在锡拉的话去各处比较方便，住在伊亚可以欣赏美

丽的日落，大多数新婚夫妇以及夫妻选择住在锡拉或者伊亚，以及其他一些坐落在火山边缘的较

大的市镇。锡拉和伊亚的费用会相当贵，如果你追求品质和省心，那最好找一些信誉好的希腊旅

行社，通过他们制定适合你们预算的膳宿计划，还可以为你的旅行提供各种便利，通过他们预订

房间还能拿到更加优惠的价格。

   

1、圣托里尼岛

Altana Traditional Houses 

这家酒店有三百年的历史，位于费拉镇北端的制高点上，视野极其开阔，俯临爱琴海，因在高处

，两座火山岛尽收眼底。 临海地势好的房间大都在200欧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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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0）2286023204

邮箱：altana@otenet.gr

Lilium

又称百合酒店，看火山海景应该是酒店最大的卖点，如果自驾来这里非常方便，车位很足，而且

全天免费。这里的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预定酒店是需要考虑。

电话：+30 22860 25333

传真：+30 22860 25329

地址：Santorini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lilium-v.gr/home_english.htm

Oia Youth Hostel 

位于伊亚镇，旅馆干净整洁，有一个小酒吧，还有一个景色很棒屋顶露台。从公共汽车站出来向

前走大约100米就到了。含早餐的住宿17欧元。

电话：22860 71465

网址：http://www.santorinihostel.gr

Camping Santo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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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费拉镇东部边界，这个露营地有些阴凉和一些便利条件。这里有自助餐、小市场和游泳池。

它位于Plateia Theotokopoulou东边400米处。这里也有平房，价格需要实地咨询。

电话：22860 22944

参考价格：成人/儿童/帐篷9/4/4欧元

网址：http://www.santorinicamping.gr

Loizos Apartments 

是费拉比较不错的旅馆，Loizos距离市中心和火山口都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临海一面的房间可

以欣赏到Kamari和大海的全景。早餐价格为5欧元。

电话：22860 24046

参考价格：单60欧元；双65-80欧元；公寓140欧元

网址：http://ww.loizos.gr

Katikies

在伊亚东部的尽头，就在主要街道下方。这里很奢华，悬崖边的游泳池更是引人入胜。这里的传

统房间十分好看。

电话：22860 71401

参考价格：双245欧元

   

2、米科诺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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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 Studios

位于小Vigla，临江海滩，并且还有带厨房的大房间。这里还有一个露天餐馆以及一个游泳池和一

个酒吧。老板还可以帮助安排在附近海滩骑马、帆船和滑翔伞活动。

电话：22860-75494

参考价格：单/双60/75欧元

网址：http://www.oasisnaxos.gr

Hotel Philippi 

满是树木、鲜花和灌木的漂亮花园使这里成为霍拉市中心一个很棒的住宿地点。明亮洁净的房间

里有股吸引人的气氛。房间外面有个围栏的阳台，从上面可以俯瞰花园。

电话：22860-22294

参考价格：单60-70欧元；双70-110欧元

地址：Kalogera 25

邮箱：chriko@otenet.gr

Hotel Apollon

一家正统的米科诺斯旅馆，位于水边码头区的显著位置。在房间里保存有老式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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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2860-22223

参考价格：双 带/不带 淋浴90/65欧元

地址：Kalogera 25

邮箱：chriko@otenet.gr

Hotel Lefteris

在出租车广场旁边，房间简单舒适，屋顶阳台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设施齐备。

电话：22860-27117

参考价格：单/双 90/115欧元；工作室公寓180-230欧元

旅人提示：

米科诺斯岛酒店预订http://www.boo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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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圣托里尼岛购物

   

1、特产

橄榄油 

没有什么可以比生长在山谷中成百万的橄榄树更能代表希腊特色了。橄榄油是希腊最最主要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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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之一。它是一种文化遗产，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和传统。可以饮食、也可以做保养的调剂品。

皮制品 

希腊以羊皮制成的皮包、皮带和皮衣样式简单大方，既美观又耐用，且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纯羊皮

，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称得上是物美价廉。

手工艺饰品

设计独特的首饰、小巧玲珑并带有浓厚古典韵味的传统工艺品是希腊的特色，很多饰品的图案就

是来自古希腊出土文物上的图案，寓意着很多传说。爱琴海众多的小岛上有很多这样的银饰品小

商店，可以让你大饱眼福，流连忘返。

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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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早在6000年前就有了酿酒工艺，酒与希腊古老的文明紧紧相连，如果说：“没有酒就没有欧

洲的历史和文化，那么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在酿酒业方面，也是欧洲的先驱。希腊历史最悠

久并深得人们的喜爱的酒叫做蕾契娜。这是一种用优质葡萄生产的淡黄葡萄酒,在酿酒过程中，加

入了少量松树脂，饮用时有一种独特的芳香，号称“希腊国酒”。圣托里尼岛当地还特产红润甘

美但级烈的圣桑托酒（Βινσ�ντο）。

   

2、购物推荐

圣托里尼岛的费拉零售区内，可以买到Armani、Versace、Timberland和Reef等商品。这里也有大批

的珠宝和黄金商店，但是价格很贵。

New Art

如果你想带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回去，这里的T恤可以考虑，质量高，设计很有个性。Tel：22860

23770

Sigalas Argyris

圣托里尼岛岛上的葡萄酒是希腊以及海外著名的葡萄酒。Sigalas Argyris位于Firostefani，这里有很

多的葡萄酒可供选择，并且还有当地的特产，如刺山柑叶和百里香蜂蜜。Tel：22860 22802

米科诺斯岛的霍拉街道上都是时尚的风景，包括Lacoste、Dolec&gabbana、Naf Naf、Diesel和Body

Shop。

Parthenis 

这里的服装只有黑白两色，是米科诺斯当地的老牌服装店。Tel：22890 23089

SurReal

制作精致轻薄的皮革服装。Tel：22860 28323

Loom

有很好的地毯、挂毯、丝织品和其它商品。Tel：22860 27935

旅人提示：

希腊旅游景点的商店标价都很高，游客得会砍价，往往能用不到标价2/3的价钱买下那些精美的工

艺品。所以在购物时，一点要努力议价，但是那些比较大规模的明码实价标出了价钱的商店则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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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品免税及退税

（一）第三国永久居民在欧盟国家购物并将所携购物品离境前往第三国时的增值税退税手续。

若旅行者为第三国永久居民，他们有权享受在欧盟国家中为个人或家庭私用所购之物品免税，但

必须将上述物品携于个人行李中离境前往第三国。该项免税为直接免税或间接免税，持购物发票

的免税手续规定如下：

1、免税条款

（1）必须符合下列全部条件才可获得免税：

a. 购物的旅行者必须提交护照、身份证或者其他官方文件征明其住所地或者临时住所地为欧盟之

外的第三国；

b. 旅行者所购之家用物品必须是供其本人或者其家庭私用，且必须放在个人行李当中，无论行李

是否随身携带；

c. 旅行者所购物品不得是与私人运输工具（如汽车、游艇、飞机等）有关的物品；

d. 每张发票的总金额，包括税金在内，必须在120欧元以上。

（2）在希腊和其他国家之间从事交通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享受免税。根据有关法规不缴纳增值税

的小企业购物，不得享受退税。

2、免税手续

（1）直接免税

a. 购物的旅行者向销售商提交书面声明，将直接由希腊赴欧盟以外的第三国，中途不在其它欧盟

国家停留；

b. 销售商在发票上注明“欧盟外第三国旅行者购买，免增值税”；

c. 销售商或其代表于旅行者离境时携所购物品及送达证明、发票到出境海关，将物品及发票交与

旅行者，送达证明须经海关证明后由销售商保存。

（2）间接免税

a. 购物的旅行者向销售商索取专用三联发票；

b. 所购物品须于发票开出的第三个月前被带出欧盟国家；

c. 购物的旅行者在离境前往第三国时（假设希腊为其在欧盟的最后一站），须向海关出示所购物

                                               62 / 72



�������

爱琴海：蓝白色调
品查验，海关在第一联发票上盖章证明；

d. 购物的旅行者须在自购物日期起的4个月内将经海关盖章的发票寄给销售商，以便销售商将发票

上注明的税金金额寄给购物者或其法定代理人，或根据购物者的要求存入银行帐户中。

除此以外，购物者可在海关盖章后，于离境前将发票委托给机场等处的中介事务所，他们将向委

托人收取一定费用，完成所有上述退税手续并将所退金额寄给购物者或根据其要求存入银行账户

中。

3、如果旅行者在希腊购物后将前往其它欧盟国家，而不是直接赴第三国，则需要其在欧盟停留的

最后一国的海关在查验所购物品后在发票上盖章证明。所退金额亦将由销售商直接寄给购物者或

通过上文提到的中介事务所办理。

4、如果旅行者在其它欧盟国家购物后经希腊前往第三国，希腊海关将负责在查验所购物品后在发

票上盖章证明。其他手续与（2）d.段中相同。

（二）关于来自第三国的旅行者携带入境物品的规定

来自欧盟以外第三国的旅行者可以携带下列物品入境

（1）每人总价175欧元以下的工业制品；15岁以下旅行者限每人90欧元；

（2）在机场等特定区域工作、居住的人员和交通运输服务人员限每人总价15欧元的物品；

（3）旅行者可以限量携带下列物品免税入境：

a. 烟草产品

200支香烟：或100支小雪茄（每支3克或以下）；或50支雪茄；或250克烟草；或相当量的上述烟

草产品的姐合；

b. 酒精饮料

以蒸馏法酿造，酒精含量22％以上的酒精饮料，或纯度80％或以上的酒精1升；以蒸馏法酿造的酒

精饮料，含酒精或酒类成份的饮料，酒精含量22％或以下的2升，或相当量的上述酒精饮料的组合

；其它方法酿造的酒类2升；

c. 香水

50充，或0.25升；

d. 药品

与旅行者自身需要相当的数量（应持有医生配方）；

注意：17岁以下的旅行者不能免税携带烟草或酒精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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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盟以外的第三国旅行者在其行李中携带超过限量的烟草制品入境的税率

（1）香烟：每1000支73.37欧元；

（2）雪茄和小雪茄：每0.5千克73.37欧元（从古巴入境的，定价为每0.5千克293.47欧元的除外）；

（3）卷烟用烟丝：每0.5千充35.22欧元；

（4）其它烟草制品：每0.5千克35.22欧元；

超过限量的部分照此征税。

（四）关于酒精和烟草制品特别消费税的免税规定

下列用途购物可免税：

a. 供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使用；

b. 供希腊所承认的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使用；

c. 供其它北约国家军队及其政治机构中的餐厅及俱乐部使用；

d. 根据希腊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达成的协议进行的采购，该协议须被视为免除增值税待遇的一部

分；

e. 供装备船舶或航空器的用途；

f. 用于科研或生产检验用样品的Ethylic Alcohol。

（五）关于在免税店购物的规定

即将离境或过境的人，包括最终目的地为第三国的希腊或其它国籍人，也包括最终目的地为第三

国的交通运输服务人员，从希腊离境时均可在免税店购物。

（六）关于在包括含税和免税商品的商店中购物的规定

任何目的地为欧盟以外的第三国的旅行者均可在此类商店购物。

（七）免税商品的价格

免税商品的价格因未含税金，低于一般售价。

（八）关于旅行者在免税商店中购物数量的限制规定

旅行者在免税商店中购物并无数量限制，但所购物品必须为个人或其家庭私用，不得为商业用途

。

（九）关于在离境口岸免税店出售免税商品的规定

（1）在机场和码头

a. 销售商查验购物旅行者的登机牌或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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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销售商为每位购物者均出具发票

（2）在边境口岸

销售商为购物者出具发票

（十）关于在机场和码头包括含税和免税商品的商店中出售免税商品的规定

销售商为购物者出具发票

（十一）对购买免税商品的旅行者的海关检查

对于前往第三国的旅行者，希腊海关一般随机抽样查验登机牌及购物发票。对于未抽到的

旅行者则一般观察，若发现可疑情况，会查验其所购物品及发票。

（＋二）对无权享受免税的人在免税商店中购物的处罚

视为犯罪，并将根据海关法以非法贸易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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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旅人行程推荐

圣托里尼岛自由行

圣托里尼岛如此浪漫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一定要为自己制定“紧锣密鼓”的行程，你可以完完全

全的自由行，伊亚看世界最美日落、黑、红海滩享受碧海蓝天、阿克罗蒂里遗址探访米诺斯文明

、租个四轮摩托车“横行”岛上、在火上口边缘遥望多彩峭壁⋯⋯就这样随性的在岛上待上几日

吧！

圣托里尼岛、米科诺斯岛双岛游

线路设计

费拉→黑、红海滩→阿克罗蒂里遗址→纳亚�卡美尼岛—波尔蒂阿尼教堂→小威尼斯区→天堂海

滩→超级天堂海滩

行程特色

如果说爱琴海的基克拉泽斯群岛是一串散落在愛琴海里的珍珠项链，圣托里尼岛就是项链坠子上

最耀眼的那颗钻石。碧海蓝天的怀抱里，你可以是诗人、摄影家、也可以是画家，圣托里尼最蓝

的天空将从您的手里诞生！尽情享受这个爱琴海的迷人小岛吧！

行程安排

D1：在费拉安顿好，可以去伊亚看被称为“世界最美的日落”。再回到费拉享受这里热闹的夜生

活。

D2：去岛上的黑、红海滩尽情享受一天海边的协议时光。

D3：阿克罗蒂里遗址，探访米诺斯文明；漫步纳亚�卡美尼岛，感受火山岛的风情

D4：闲逛、购物，静静享受。

D5：游览米科诺斯岛的标志——波尔蒂阿尼教堂，在海港风车坐落地俯瞰全市美景，晚上去“小

威尼斯区”享用浪漫的海边烛光晚餐。

D6：感受天堂海滩和超级天堂海滩热情、奔放、自由。

旅人提示：如果行程上还有时间，可以在雅典停留，同样会给你的爱琴海之行留下珍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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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希腊影音典藏

图书

《希腊手绘旅行》

这不只是一本旅游指南。作者借由细腻的观察，亲自拍摄并画出的希腊旅途所见，带你穿梭在希

腊的巷弄之间、飘荡于爱琴海上，忙碌地用口鼻品尝当地美食，努力地用双眼观察各式手工艺品

，仔细地用心灵捕捉天堂景致。精致手绘图画让你一路惊艳，跃入希腊梦境⋯⋯

作者简介：

赵于萱，网络笔名梦想鱼贩子，台湾台中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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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观察力，细腻丰富的个性化插画摄影与文字，让每段旅程都成为迷人

的梦想缩影。著有《鱼的意大利旅行》、《鱼的巴黎旅行》、《鱼的德西旅行》。

《两个人的爱琴海》

做个游戏，说到“希腊”，您会马上联想到什么？“奥运会”，“特洛伊”？恭喜您，您还没有

中毒。但是有这么一对情侣，十分“不幸”地去了一趟希腊爱琴海，就被那里悠扬深邃的蓝，耀

眼浪漫的白和圣洁纯净的空气给吸引住了，就像航行中水手被海妖SIRENS美丽的歌喉所诱惑而驶

向死亡，两个人差点就赖在爱琴海不肯回来了。这对情侣在《两个人的爱琴海》中记录了被爱琴

海诱惑的整个过程，告诫世人，千万不要去爱琴海，尤其是不能两个人一起去，即使两个人回来

，两个人今生今世也无 法分开了！

《希腊：一个把全世界蓝色都用光的地方》 

一本与众不同的旅游文化书，抛开实用主义的攻略秘籍与千篇一律的景点介绍，以一个广告创意

人的独特视角，向人们展现出一个文明古国别样的魅力与人文风貌。全书分为三部分：历史与文

明的典范雅典，充满艺术与浪漫气质的圣特里尼岛，适合狂欢享乐的米克诺斯岛。

电影

《牛仔裤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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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裤的夏天》是在表述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儿的情谊，婉转动听，异常温暖。

十六岁这年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渡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

一条牛仔裤，身材相差很大的四姐妹穿上居然都很合适。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

，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

牛仔裤之旅的第一站的外景拍摄地选在希腊岛屿圣托里尼，制片人考索夫回忆说：“圣托里尼是

个惊人而迷人的地方，从拍摄电影的角度讲，在陡峭的山腰取景并不容易，可是这种独特的地势

在希腊和世界其余的地方根本找不到。”

《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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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贝松执导的《碧海蓝天》在1988年上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一部圆梦的影片，它纯

真、纯粹，就像爱琴海那一片深蓝，美到极致。“那一抹令人心醉的蓝色，诱惑你无限的下潜，

终于，你看到了梦中的美人鱼，而洁白的海豚只为你歌唱。“它，发生在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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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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