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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来佛罗伦萨旅行最好提前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了

解，因为这里的蕴含的历史太过厚重，单纯几天的游览是无法看清它

的真实面目。

★ 佛罗伦萨城内的景点很集中，只需要步行就可以到达大部分的景点。

★ 在夏季来这里旅行防晒霜是必不可少的，最好不要使用遮阳伞，因

为这里没有人用它。而秋冬季来这里旅行最好要备雨伞，秋冬季这里

的室外气温很低，并且阴雨连绵不绝，在圣诞前后阿诺河水量最大，

有时还会有水灾。

★ 和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来这里旅行尤其是在佛罗伦萨要远离东欧

人，他们卖的所谓的名画都是印的，而且价格不菲。

★ 参观教堂要注意着装，上衣都要过肩，裙裤都要过膝，否则会被拒
绝进入。在教堂内祈祷或者点蜡烛后，最好给点香火钱，这不是必须

的，但是出于礼貌，多少捐一些，硬币就行。而且在教堂内一定不要

高声喧哗。

★ 意大利的旅店和餐厅室内都是不允许吸烟的，而且意大利的香烟售

价很高，一般一包20支装的普通香烟大约在5欧左右。所以各位烟民

去意大利一定要注意，如果吃饭时候想抽烟，只能到门口抽烟，或者

就干脆戒烟。

★ 在咖啡店喝咖啡是意大利人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意大利习
惯站着喝咖啡，如果想坐在咖啡店外面的椅子上慢慢品咖啡要额外付

费。这一定要提前向服务员询问好，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 意大利人支付小费的习惯没有美国人那么重，在比较高档的酒店或

者咖啡店，需要支付2欧左右的消费，当然这是自愿的，并不强制。

城市速写
佛罗伦萨(意大利语：Firenze)是徐志摩笔下翡
冷翠，整个城市和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诗情画
意，它不仅仅是艳阳下的托斯卡纳大区的首府，
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中心，更是众多文化
和历史名人的家乡，它位于意大利中部，阿诺
河穿城而过，周围是丘陵和低地，种满了葡萄和橄榄。

这里可以说是最适合背包客旅行的城市了，美蒂奇(Medici)家族在这
里留下了太多的烙印，举世闻名的乌菲齐美术馆堪称精品中的精品，
皮蒂宫和波波里花园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式宫殿和园林的代表。
喜欢淘货的人们，还可以花上一天时间在附近的The Mall里面用3-5
折的价格买到大牌，如果是打折季优惠则更多了。所以说来意大利旅
游可以不去米兰，可以不去西西里，但一定要来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它深厚的历史和众多从文艺复兴就保存下
来的建筑。推荐傍晚漫步阿诺河边，可以看到两岸的灯光渐渐亮起，
还可以在酒吧买一瓶啤酒坐在阿诺河的堤坝上，一边欣赏着美景，一
边发呆。这就是意大利人所推存的慢生活。

佛罗伦萨市面积不大，人口不到40万，各景点之间步行最多只要半小
时。整个城市的景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以阿诺河为界，一部分位
于新圣母火车站一侧，这里集中了圣母百花大教堂，洗礼堂，圣十字
教堂，乌菲齐美术馆，学院美术馆，美蒂奇别墅等等景点；而河对岸
的山坡上则有皮蒂宫和波波里花园。还有横跨阿诺河的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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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语言帮助
Buon giorno! 你好，早晨好！         Buona serra 你好，晚上好！
Buona notte 晚安    Ciao 你好(不分时间)
Arrivederci 再见    Ciao bella! 美女 你好！
Salute 保重     Prego 不客气
Mi scusi 抱歉     Non fa niente 没关系
Aiuto! 救命！     Grazie 谢谢！
Quanto  costa......? ......多少钱？     Dov'è il bagno? 厕所在哪？
Come si dice questo?  这个叫什么？

作者：托托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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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的生活
佛罗伦萨人以自己拥有的文化和历史而感到自豪，近年来北非和东亚
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本地居民有不少微词，但总体说来他们对待
游客还是相当友善的，尤其是遇到问路或者在火车站买票他们都会
尽量帮助你。佛罗伦萨人的生活是惬意的，上半年他们会有许多的
节假日，八月份会有为期3周的全国性的高温假期，平时下班或者放
学后他们会叫上几个好友去踢球，周末则会远足，划船或者骑车。
夏季他们最喜欢全家出动前往海边避暑纳凉。到了冬季又会去附近
的山区中滑雪。这也是典型的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

景点
★ 圣母百花大教堂和洗礼堂 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 

见地图标识 
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标志，是佛罗伦萨市内最高的建筑，
更是世界第四大天主教堂，它不仅仅规模宏大，更重要的是它是整

个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性建筑。当地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设计的穹顶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它运用架构的方

法使得建造穹顶的时候不用脚手架，而中空的结构可以使人们爬上

顶端。整个教堂的外立面搭配使用墨绿色和白色大理石，所以从任

何一个地方观察它都非常肃穆和精美。

进入教堂后从旁边的小门可以爬上穹顶，爬穹顶是一段比较辛苦的

过程，走道很窄而且需要转许多的弯，但是当你爬上顶端之后豁然

开朗，就可以俯瞰整个佛罗伦萨城了。可以看到从中世纪以来佛罗
伦萨的城市格局基本上没有过大的变化，现在依然是金黄色的屋

顶，灰色或白色的墙面和狭窄的街道，还有此起彼伏的教堂的钟

声。教堂的顶台不大，但上面的风却不小，要注意安全。

圣母百花大教堂正对面的是它的附属建筑——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这个八角形的建筑最著名的是它的金门，虽说是金

门，但实际是黄铜材质，历经600多年依然栩栩如生，米开朗基罗

称赞它为“天堂之门”。金门上有十幅浮雕均是以圣经故事。为了

保护文物，管理部门把原件藏于大教堂内，现在人们在洗礼堂看到

的这个是1:1的复制品。 

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大教堂的旁边，是风格有些独特的哥特式钟楼，

这个是著名画家乔托设计的，所以也称为乔托钟楼(Campanile di 

Giotto)。现在它仍然在工作着。

开放时间：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和周日10:00-17:00；周四
10:00-15 :30；周六10:00-16 :45；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
10:00-15:30；遇到祷告日则会推迟至12:30开放；普通节假日
13:30-16:45；12月25日圣诞节；1月1日元旦和4月8日复活节
15:30-16:45；1月6日关闭。
登穹顶时间：周一-周五 8:30-19:00；周六 8:30-17:40
门票：免费开放，登穹顶8欧，教堂博物馆和穹顶联票11欧
电话：055-2302885
www.operaduomo.firenze.it

★ 旧宫 Palazzo Vecchio 见地图标识 

旧宫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厅，至今还在使用，里面有个博物馆和一个

500人议事大厅，议事大厅不允许参观，但是你会在去博物馆的路
上途经那里。

地址：Piazza della Signoria，市政广场旁边

开放时间：周五到下周三9:00-24:00；周四 9:00-14:00；12月25

日闭馆。

票价：6.5欧

电话：055-2768325
www.museicivicifiorentini.it

★ 市政广场 Piazza della Signoria 见地图标识 
市政广场是因为它靠近市政厅而得名，又叫“领主广场”，它是佛

罗伦萨市的中心广场，整个广场呈L型，广场不大但是广场上确有众

多雕塑精品，在众多雕塑中最有名的当属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了，不

过这里的大卫是复制品，真迹现藏于学院美术馆里。其他的还有海神

喷泉、柯西莫一世骑马雕像、狮子雕像、帕尔修斯和美杜莎的头颅等

等。市政广场是开放式的，周围环绕着旧宫、乌菲齐美术馆、佣兵凉

亭和众多的咖啡厅、酒吧。在广场上还有许多街头艺人和小丑。

到达方式：市政广场处于老城中心，基本都不允许汽车穿行，所以

到达那里都是步行，到达这里的方法可以参见“路线”。

★ 学院美术馆 Galleria dell'Accademia 见地图标识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是欧洲第一所专业的美术学院，学院得到了美蒂
奇家族和柯西莫一世的资助。培养了众多艺术人才，学院的美术馆
中的镇馆之宝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政府为了保护它在1873年把它
移至这里。

地址：Via Bettino Ricasoli, 58-60
门票：6.5欧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8:15-18:50 (提前十五分钟停止售票)；每
周一，12月25日圣诞节，1月1日元旦，5月1日劳动节闭馆。
www.accademia.firenze.it

★ 乌菲齐美术馆 Galleria degli Uffizi 见地图标识 
乌菲齐美术馆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美术

馆。它是美蒂奇家族给人们留下的最丰富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当时美

蒂奇家族资助了包括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多纳太罗(Donatello)在内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家，所以这里藏有他们丰富的艺术作品。整个美术馆馆藏10万多件展

品，按照创作时间和创作流派分为46个展厅，如果想把每个展厅都看

一遍，恐怕一天都不够，所以建议大家来这里参观一定要赶早，而且

要捡重点看，其中最著名的有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诞生》，

达芬奇的《东方三圣来朝》，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提香的《乌

尔比诺维纳斯》。

乌菲齐是意大利语办公室的意思，说明这里曾经是美蒂奇家族大公

的办公室，后来家族后裔把藏有的所有藏品捐给了政府，这里也就

成了公立美术馆，现在美术馆里主要展出的是绘画作品，而其他雕

塑作品则被摆放在巴杰罗美术馆。来美术馆参观，如果是旺季5-9月

最好提前网上预约，而且参观也要赶早，否则就会排长队了。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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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Piazzale degli Uffizi 6
          到达方式：市政广场旁边。
票价：9.5欧(特别注意：2月14日情人节参观美术馆可以买一送一，
最好是一男一女；3月8日妇女节女士免费；生日当天去参观可免费
进入)
网址：www.uffizi.com/timetable-services-uffizi-gallery.asp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8:15-18:50；每周一，1月1日，5月1日和
12月25日关闭。
www.uffizi.com

★ 圣十字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ta Croce 见地图标识 
灰衣修士的圣十字教堂是一座重要的教堂，首先它是圣方济各教派最
大的教堂，其次这座教堂是一座相当标准的次级主座教堂，因为之后
大部分的欧洲天主教堂的内部结构均是在这个教堂的形式基础上发展
的。这座教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这里安葬了许多托斯卡纳地区
乃至意大利的名人，包括但丁、伽利略、米开朗基罗、马基维利亚、
马可尼等等。

地址：Piazza di Santa Croce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周日 13:00-17:00；1月1日， 
5月1日，12月25日及公共假日闭馆。
票价：6欧
www.santacroce.firenze.it 
www.santacroceopera.it

★ 圣洛伦佐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 Lorenzo 见地图标识 
圣洛伦佐教堂是一座古老的教堂，是美蒂奇家族的家族教堂。它始
建于公元393年，并分别在1095年和1461年重新扩建，直到1740

年才最终完成，其间经过了布鲁内莱斯基、米开朗基罗等数位大师

的改造。使这座古老的教堂成为意大利教堂的典范。教堂的墓园埋

葬了几乎所有美蒂奇家族的成员。

地址：Piazza S'lorenzo

交通：乘坐公交车6，10，11，31和32路公交车Piazza S'lorenzo

站下车即到，或者参照“路线”。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30-11:30，提前半个小时停止售票；每月

第二和第四个周日，第一和第三个周一以及公共假日闭馆。
票价：6欧

www.sanlorenzo.firenze.it

★ 新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Novella 

见地图标识 

新圣母玛利亚大教堂位于佛罗伦萨最大的火车站对面，因此该火车
站也以新圣母玛利亚命名叫新圣母玛利亚火车站简称S.M.Novella。
这座教堂是佛罗伦萨第一座宗座教堂，有别于灰衣修士的圣十字大
教堂，这座教堂是黑衣修士多明我教派的主要教堂。这座教堂是在
1221年在原圣母玛利亚祈祷教堂的基础上由多明我会的成员出资翻
新扩建的，并由文艺复兴期间著名的天才建筑师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设计了黑色和白色大理石搭配的正立面，这种绝对
对称外观和上方圆形彩窗的设计一直影响到后来巴洛克和哥特式教
堂的建筑风格。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地址：Piazza di Santa Maria Novella
到达方式：在佛罗伦萨S.M.Novella火车站大门的正对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9:00-17:30；周五11:00-17:30；
周六9:00-17:00；周日和节假日13:00-17:00；公共假日闭馆。
票价：3.5欧
giubileo.comune.fi.it

★ 但丁故居 Casa di Dante 见地图标识 

但丁故居本是城内一座不起眼的小房子，因为这里诞生了伟大的文

艺复兴的先驱但丁而出名，并被政府开辟为博物馆以此纪念这位伟

人。故居内摆放着但丁的一些出版物，家族成员的画像和当时的家

庭情景，内部的但丁图书馆则藏有世界各地出版的有关但丁的书籍

和文献，这里时不时还会举办但丁的研讨会。对文艺复兴或是对但

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如果不感兴趣这里则会感觉很枯燥。

地址：Via Santa Margherita 1号

到达方式：从圣母百花大教堂旁边的via Dei Calzaioli路向前走，穿

过via Del Corso，在到达via Santa Margerita. 便到达但丁故居。
开放时间：10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周二至周日10:00-17:00；4

月1日至9月30日10:00-18:00。(在4月27，28日；5月4，5，11，

12，17，18日延长开放时间至20:00)。

票价：4欧

www.museocasadidante.it

★ 美蒂奇宫 Palazzo Medici Riccardi 见地图标识 
美蒂奇宫全称为美第奇-里卡迪宫，是著名建筑师米开罗佐(Michelozzo)

为美蒂奇家族在15世纪设计并修建，为美蒂奇家族成员生活的地方。粗

看这个建筑很朴素，但它为后来意大利式宫殿大理石外墙的设计开创了

先河。整个建筑分三层，自下而上变换着大理石的砌筑工艺，使整个建

筑显得低调而轻盈。现在内部被开辟为收费的小型博物馆和展览室，展

示出美蒂奇家族的历史和曾经的荣耀。

地址：Via Ginori 10号

到达方式：可以乘坐1，6，11，17路公交车在stazione S. M. 

Novella e Mercato Centrale站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售票时间9:00-17:00，参观时间9:00-18:00；每周三闭馆。

票价：7欧

www.palazzo-medici.it

★ 巴杰罗博物馆 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 见地图标识 
巴杰罗博物馆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距离圣母百花大教堂不远，是

佛罗伦萨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是佛罗伦萨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也是

佛罗伦萨第二大国立博物馆。和乌菲齐美术馆侧重点不同，这里集

中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作品。包括了米开朗基罗的“酒

神”，多纳太罗的“大卫”等雕塑精品。

地址：Via del Proconsolo 4

到达方式：到达这里的方法可以参见“路线”。

http://www.uffizi.com/timetable-services-uffizi-gallery.asp
http://www.uffizi.com/timetable-services-uffizi-gallery.asp
http://www.uffizi.com
http://www.uffizi.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408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4086
http://www.santacroce.firenze.it
http://www.santacroce.firenze.it
http://www.santacroceopera.it
http://www.santacroceopera.it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412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4123
http://www.sanlorenzo.firenze.it
http://www.sanlorenzo.firenze.it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41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4138
http://giubileo.comune.fi.it/musei/smnovella/welcome.html
http://giubileo.comune.fi.it/musei/smnovella/welc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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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wikipedia.org/wiki/Via_del_Proconsolo


P 5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开放时间：8:15-13:50(13:20停止售票)

          每月第一、第三、第五个周日，第二和第四个周一，以及1月

1日，5月1日，12月25日休息。

票价：4欧

www.polomuseale.firenze.it/musei/?m=bargello

★ 皮蒂宫 Palazzo Pitti 见地图标识  & 波波里花园 Giardino 

di Boboli 见地图标识 

皮蒂宫和波波里花园都位于阿诺河对岸。其中皮蒂宫是文艺复兴时

期佛罗伦萨的另一位银行家皮蒂出资修建的，著名建筑师布鲁内莱

斯基担任总设计，当时皮蒂修建这座宫殿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不

逊于美蒂奇家族，但是当修到一半就因为缺钱而无法继续完成。不
久美蒂奇家族出资收购了这座宫殿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住所，并收

藏了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而且美蒂奇家族还在宫殿的后

面修建了具有浓郁文艺复兴风格的波波里私人花园，用以款待尊贵

的客人。不过，现在这些宫殿和私人花园都已经成为公共场所。

地址：Piazza de'Pitti 1号

交通：具体交通可以参考“路线”。

开放时间：11月、12月、1月、2月，周二至周日 8:15- 16:30；3

月，周二至周日 8:15- 17:30；4月、5月、9月、10月，周二至周

日 8:15- 18:30；6月、7月、8月，周二至周日 8:15- 19:30
(周一闭馆 并且1月1日元旦，五月一日和圣诞节关闭) 

票价：皮蒂宫8.5欧； 波波里花园7欧。

www.palazzopitti.it

★ 老桥 Ponte Vecchio 见地图标识 
老桥，这座阿诺河上最著名最古老的桥梁见证了佛罗伦萨整个城市的

强盛和衰落。它始建于中世纪，历尽战火的洗礼和洪水的侵袭始终保

持屹立，成为游客来多佛罗伦萨的必经之地。据说起初老桥是当地贩

卖猪肉的场所，后来美蒂奇大公觉得臭气熏天，就下令把肉铺都赶

走，取而代之的是珠宝店铺。而美蒂奇大公为了不和普通百姓走同样

的路，就在老桥上面就修建了著名的瓦萨里走廊(Corr ido io 

Vasariano)，以连通自己的办公地点旧宫和住宿地点皮蒂宫。如今老

桥是佛罗伦萨最著名的黄金珠宝店铺聚集地，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前店

后厂手工打造。传说老桥还是但丁和他夫人相遇的地点，所以现在仍

有许多情侣在桥的栏杆上锁上同心锁以表真爱。

路线
游览佛罗伦萨，最好的方法就是步行。去稍远的地方可以乘坐公交

车或者有轨电车。

★ 一日游路线推荐
如不去乌菲齐美术馆的话，可以这样安排：来到佛罗伦萨大抵是从

它最大的火车站S.M.Novella出来，背对着火车站正门的就是新圣母

玛利亚大教堂，在新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旁边有个竖立着一个纪念碑
小广场，名叫意大利统一广场(Piazza Unità d'Italia)，穿过小广场

沿着Via del Melarencio不远就到了圣洛伦佐大教堂，这里是大教

堂的背面，您可以进入教堂参观，然后从背对教堂大门右边的Borgo 

San Lorenzo小道直达圣母百花大教堂了，或者从下一条Via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在位于S.M.Novella火车旁边有游客信息中心，可以购买佛罗伦萨

卡。那里还提供免费地图。

营业时间：9:00-15:00 周日关闭。

www.firenzeturismo.it

★ Tips: 佛罗伦萨卡 Firenze Card

佛罗伦萨旅游局推出一种“佛罗伦萨卡”，面值50欧，72小时的使

用时间，可以持票参观市内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和教堂一次，在有

效期内无限次乘坐公交车。可以在游客中心购买。

★ 电话
如果在意大利旅行时间较长，可以办一张意大利的手机卡，在佛罗
伦萨遍布着许多Wind、Tim、Vodafone的专营店，进去只需用护

照买一张SIM卡就行，这三个公司的网络信号都很好，接听都是免

费，拨打中国电话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Wind公司有一项Call 

my country的业务，拨打中国只要0.02欧/分钟。充值可以在任意

一个Tabacchi烟草店里购买充值卡。当然还有在华人商店中可以买

到中国人经营的天天电讯，价格便宜但是信号稍差。 

★ Tips：常见标识
Tabacchi - 烟草店：在这里不仅仅有香烟，还有邮票、

明信片、印花税票、车票甚至彩票等等有用好玩的东东。

Farmacia - 药店：意大利的药店标志都是一样的，这
里的非处方药可以随时购买，但是处方药必须有医生开
的处方才行。

de'Martelli路也可以到达圣母百花大教堂了。参观完圣母百花大教堂

和洗礼堂后沿着旁边一条名叫Via dei Calzaioli的小路一直走大约

10分钟就到了著名的市政广场，远远便可看见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

群，英俊的大卫雕像和各式的街头艺人。高耸的塔楼是市政厅和旧

宫，下面有众多雕塑的是佣兵凉亭。沿着旧宫和佣兵凉亭之间的小
路向前走就到了乌菲齐美术馆。穿过美术馆就到了阿诺河，沿着河

边漫步前行，一边可以欣赏河两岸的风景，还可以在河边的小店铺

里面买到许多纪念品，面对阿诺河右边不远就可以看到造型独特的

老桥，老桥连接着河两岸，穿过老桥沿着下行的道路V i a 

de'Guicciardini步行大约10至15分钟就到了皮蒂宫。穿过皮蒂宫后

面便是波波里花园。以上就是游览佛罗伦萨最快捷和方便的路线

了，但是这样也会错过一些景点比如巴杰罗美术馆、圣十字教堂等。

★ 一日以上路线推荐

如果打算进乌菲齐美术馆参观，并且在佛罗伦萨停留的时间有一天

半以上的话，那么可以参照上面的计划，按上面的路线先把沿路景

点参观完，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去乌菲齐美术馆，这样早晨去美术馆

人比较少，时间更自由些。如果还有时间则可以从市政广场一侧的

Via de'Gondi路在第一个路口左转步行100米达到巴杰罗美术馆，

然后回到刚才转弯的路口直行沿着Borgo de'Greci前行250米抵达
圣十字广场和圣十字大教堂。

http://www.polomuseale.firenze.it/musei/?m=bargello
http://www.polomuseale.firenze.it/musei/?m=bargello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30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30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30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30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30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3038
http://www.palazzopitti.it
http://www.palazzopitti.it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75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750
http://www.firenzeturismo.it
http://www.firenzeturism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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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交通 
★ 机场 

✈佛罗伦萨国际机场 Aeroporto Internazionale di Firenze-

Peretola，FLR

佛罗伦萨国际机场是一个小型的支线机场，不能起降大型客机，所以

航线均以中短途为主，主要运行意大利国内的航班和法国、德国、

西班牙、瑞士等邻近的国际航班和廉价航空的飞机。从佛罗伦萨市 

中心来去机场都是非常方便的，在市中心的S.M.N火车站每天都有固

定的大巴往返机场，具体的班车时刻表可以查看官网中to&from 

airport专栏：www.aeroporto.firenze.it

✈ 比萨伽利略国际机场 L'aeroporto internazionale "Galileo 

Galilei" di Pisa ，PSA

来往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主要的机场是比萨的伽利略国际机场，可

以起降大型客机，航线也遍布世界各地，据说还要开通比萨至杭州

的航班(因为两座城市是友好城市)。比萨机场还是欧洲最大的廉航

——瑞安航空在意大利的重要起降地之一，有大巴前往佛罗伦萨和

锡耶纳等城市。而且比萨机场离比萨市区很近，坐公交车只要10分
钟就到达火车站，30分钟到达斜塔。比萨机场还有专用的火车站，

具体时刻表可以参考机场官网：www.pisa-airport.com

大巴 见地图标识 

在佛罗伦萨有几家比较大的巴士公司，他们运营着佛罗伦萨周边城

市和意大利主要大城市之间的线路：

SITA公司：是隶属于意铁下面的规模较大的巴士公司，分公司遍布

意大利各地，SITA的车站就在佛罗伦萨S.M.N火车站旁边，非常方

便寻找。如果想乘坐大巴从佛罗伦萨到锡耶纳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网

站的时刻表：www.sienaweb.it/territorio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活动
★ 足球
佛罗伦萨足球俱乐部是托斯卡纳大区最有名也是球迷最多的球队，
球队曾经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时期，意甲成绩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
丝毫不影响球迷对球队的热爱，尤其是和一些强队比赛时更是场场
爆满。球队的标志和佛罗伦萨的城徽一样都是一朵紫色百合花，所
以球迷也被球迷亲切的称为：紫百合。紫百合塑造过一批又一批的
伟大的球员，包括罗伯特巴乔、迪纳塔莱、中田英寿等等，紫百合
也曾经因为得不到赞助而被迫破产被贬到丙二联赛。
俱乐部官网：it.violachannel.tv

弗兰基球场 Stadio Artemio Franchi
佛罗伦萨球队主场，在市郊，是一座历史悠久设施较差的球场。想

         ★ 网络 
         佛罗伦萨的无线网络并不发达，很多公共场所都没有WIFI信

号，只在个别地方比如市政广场上可能会搜到信号，在一些咖啡店

会有免费的无线网络，但是你需要向店员索取登录密码，在火车站

旁边的麦当劳同样如此。一般旅店都会有无线网络，不过要在预定

旅店的时候询问清楚。

★ 货币帮助 

在佛罗伦萨的街头会有很多Money Change的店铺，这里的汇率基

本都一致，比银行的稍微优惠些，而且大部分不收取手续费。不过

最好的购物方法是刷卡，在一些大商场和专卖店都可以使用信用

卡，在火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也可以刷卡买票，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
地方都可以刷银联卡，只有标注了银联logo的地方才行。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在S.M.Novella火车站旁边，乌菲齐美术馆一层，老桥旁边等重要景

点附近都有意大利邮局的营业厅，营业时间均为：周一至周五，

8:15-13:30；周六8:15-12:30。邮寄明信片到中国一般要2欧，需

要2-3个月的时间，在Tabacchi烟草店里面都可以买到邮票。
市内交通
★ 公共交通
佛罗伦萨市内公交巴士均由ATAF公司运营，票价也相对统一，但是

票的类型比较多，最常用的是1.2欧的90分钟票，也就是在打票后

90分钟内可以无限次换乘公交车。另外还有5欧的24小时票，也就

是打票后24小时可以任意乘坐公交车。

车票可以在Tabacchi烟草店或者报刊亭提前购买，个别时候也可以

在车上购买。上车后一定要在一个黄色的小机器上盖章，也就是常

说的“打票”，上面会标记你上车的时间，意大利的公交车都是如

此，司机不会去监督你是否打票，而是由专业的查票员来检查，如

果发现你没有买票或者没有打票则会受到50欧左右的重罚，莫要贪小

便宜。公交公司的网站是：www.ataf.net

★ 市观光游览车
佛罗伦萨还有城市观光游览车，叫City-sightseeing，这是一种招
手即停的游览大巴，价格较贵，但是比较方便，还有中文解说。路
线分为1小时和2小时两种，单日票15欧。具体可以参考他们的官
网：www.firenze.city-sightseeing.it

Terravision公司：也是一家较大的巴士公司，主要运营从佛罗伦萨

到比萨机场巴士线路，基本全天每个小时都有班车，比较方便。巴

士车站也在佛罗伦萨S.M.N火车站旁边，可以从这里直达比萨国际机

场。具体是时刻表可以参考：www.terravision.eu/italiano

★ 火车 见地图标识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铁路重要的一个环节，链接了罗马和博洛尼亚两
个重要的城市，也是托斯卡纳大区火车网的中心枢纽。在这里可以
乘坐意大利目前最快的银箭列车FRECCIARGENTO或者红箭列车
FRECCIAROSSA前往罗马只要1个半小时，全价票45欧；或者乘
坐普通火车前往锡耶纳、比萨和卢卡，票价只要几欧，具体可以参
考意铁官网：www.trenitalia.com

Firenze Santa Maria Novella，简称Firenze S.M.Novella，是佛罗
伦萨最主要的火车站，位置非常靠近市中心。要注意的是，佛罗伦萨还
有一个Rifredi火车站，这里是一些中短途慢车的终点，离S.M.Novella
火车站非常近，任何一个到S.M.Novella火车站的慢车都会途经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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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violachannel.tv
http://it.violachannel.tv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8
http://www.ataf.net
http://www.ataf.net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7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7
http://www.firenze.city-sightseeing.it
http://www.firenze.city-sightseeing.it
http://www.terravision.eu/italiano/pisa_prezzi_orari.html
http://www.terravision.eu/italiano/pisa_prezzi_orari.html
http://www.trenitalia.com
http://www.trenital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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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佛罗伦萨的美食，不仅传承了很标准的意大利式美食特色：讲究美
食的制作工艺，不在于量而在乎精。这里还有托斯卡纳当地的特
色，就是充分运用当地的食材：新鲜的橄榄、纯正的葡萄酒、丰富
的海鲜、肥美的牛肉和种类丰富的奶酪。下面就推荐几家很受游客
和当地人追捧的并且很容易找到的美食:

★ 当地特色
牛肚包 Lampredotto
说道佛罗伦萨美食首选就是庶民美食牛肚包，不喜欢吃内脏的朋友
可以略过，但是它确实味道还不错。最著名的小摊位置在中央市场 

见地图标识 里面，是一个车载的小铺，4欧一份。它的营业时间
不固定，基本是从上午10点开始至下午5点左右，如果生意火爆，
提前售完就提前收摊了。

La Grotta Guelfa 见地图标识 
这是一家有浓浓托斯卡纳风情的饭店，墙壁上的壁画和餐桌的布置
都非常讲究，这里最有名的是烤牛排，熟制的程度你可以自己选
择。这个饭店离市政广场不远，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十分受游客的
欢迎。人均消费25欧左右。
地址：Via Pellicceria, 5R 全天营业。
电话：0039-055-210042
www.accademiadelgusto.it

Trattoria Toscana Gozzi Sergio 见地图标识 
这是一家非常实惠的当地饭店，装修很时尚，主要提供晚餐，很受
当地年轻人欢迎。而里面最受欢迎的要数经典意大利肉酱面了和海
鲜面了，价格也比较优惠，人均消费15欧到20欧之间。
地址： Piazza San Lorenzo, 8r号(圣洛伦佐广场上，很容易找到)
营业时间：17:00-21:00，周日休息。
电话：0039-055-281941

Vini e Vecchi Sapori 见地图标识 
这是一家全天都提供就餐的饭店，店面不大，里面很紧凑只有

住宿
以旅游业为主的佛罗伦萨自然少不了旅店，各种档次的，各种品味的
旅店都很丰富，从背包客的家庭旅店到豪华的乡间别墅零零种种有好
几千家。

★ 家庭旅店 Guest House
意大利人的家庭旅馆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欧美的背包客都会选择当

地的青年旅店和家庭旅店。他们的价格低廉，出具预定单，可以网上

预定和缴费，一般都包含早餐，多数为多人间，可以更多的接触一些

其他国家的背包客，了解多元的文化；不过这样的青年旅店或者家庭

旅店也有弊端就是，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很多都是男女混住的，女性朋
友要在预定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旅店的设施很简单，服务员也不

多，所以任何事情都要亲历亲为，而且这样的旅店没有饮用的开水。

预定网址：reservations.bookhostels.com

Leonardo House 见地图标识 

有大床房和多人间可供选择，价格从25欧/人到35欧/人不等
地址：Via Trebbio 4（在圣母百花大教堂旁边）

★ 酒店和宾馆

如果想住的舒适一些，可以选择住宿星级的酒店或者宾馆。这些酒

店都有专门的网站，服务态度非常好，需要提前预定，有些也要提

前预付一晚的住宿费为定金，有些提供接送服务。基本都有无线网

络，不一定提供免费的早餐，并且要在离店的时候需要支付2欧到5
欧不等的小费。

NH Hotel 见地图标识 

是欧洲一家很大的连锁酒店集团，在欧洲很多大城市都有分店，里

面的装修非常讲究，很好的诠释了欧洲人精致到细节的设计理念。

佛罗伦萨NH Hotel是一家四星级酒店。酒店提供接机服务，不过一
定要提前确认好时间。

地址：Via Porta Rossa 19(在老桥附近，离老桥300米)

里面有大床房和双人标间，价格根据淡季和旺季从100欧到200欧

不等。

www.nh-hotels.it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作者推荐

          要买到佛罗伦萨队的球票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家可以在
        球场旁边的售票厅、赞助商的店铺，或者是球队的专门购票点
购买，也可以从网上购买。根据位置的不同和比赛的重要性，球迷从
20欧到200欧不等，如果遇到重要的大赛，则是一票难求，只能高价
买黄牛票了。

地址：Viale Manfredo Fanti, 4a 在佛罗伦萨A11高速公路路旁。
到达方式：从S.M.Novella火车站乘坐52路公交车就可到达。

★ Tips：球票购买点
网上购票：www.ticketone.it
 
俱乐部官方购票点地址：via Settesanti 28 Rosso
电话： 055-5532803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3:00；14:30-18:00；周末节假日休息

还有一些球迷酒吧和球迷俱乐部也可以买到球票，具体可以参考：
it.violachannel.tv

20-30个桌子，常常爆满需要排队等位。这里的意式米饭和肉酱面
虽然量不大，但是味道很不错。人均消费20欧到30欧之间。
地址：Via dei Magazzini 3r号(离市政广场步行只要5分钟)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六 7:30-9:00，11:30-14:00，17:30-21:00；
周日休息。
电话：0039-055-293-045

★ 冰激凌
来佛罗伦萨旅行当然离不了品尝当地的冰激凌了，虽然口味和罗马
或者其他地方的差不多，却也是当地特色，比较有名的冰激凌店是

La Sorbettiera 见地图标识 ，这家冰激凌店位于Piazza T.Tasso
广场，在河对岸，与皮蒂宫同侧。这家冰激凌店曾经在佛罗伦萨冰激
凌比赛中获奖，口味众多。单球冰激凌1.5欧，双球2.5欧。
地址：P.zza T.Tasso, 11号。
电话：0039-055-512033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5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0
http://www.accademiadelgusto.it
http://www.accademiadelgusto.it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4
http://reservations.bookhostels.com/go2eu.com/?Language=Chinese
http://reservations.bookhostels.com/go2eu.com/?Language=Chinese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7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7
http://www.nh-hotels.it
http://www.nh-hotels.it
http://www.ticketone.it
http://www.ticketone.it
http://it.violachannel.tv/biglietteria-ufficiale.html
http://it.violachannel.tv/biglietteria-ufficiale.html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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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佛罗伦萨虽然不是购物的天堂，但至少可以称之为购物的胜地，这
里不仅是众多大牌名牌的起源地，而且至今还有许多特色小店和定
制服装店。这里的皮具制品非常好，尤其是皮鞋和皮带。除了佛罗
伦萨城外的The Mall，城内的大牌店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圣母百花大
教堂周围，著名的要数Via dei Calzaiuoli街了，它是连接大教堂和
市政广场的街道，是条步行街，沿街两侧开满了服装店和鞋店。

★ The Mall 购物中心
The Mall是位于佛罗伦萨郊区的一个开放式的折扣购物中心，这里的
知名度丝毫不逊于老桥。佛罗伦萨是众多大牌的总部，所以The 
Mall也汇集了意大利的名牌和国际大牌。比如Gucci、Dior、
Fendi、Burberry等等，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店铺基本都是过季商品
的折扣店，如果是在打折季则折扣就更大了，或许你可以花十多欧
就可以买到一件Gucci的T恤，几十欧就可以买到Gucci的包包。在
这里通常要花多半天的时间，虽然通大巴但是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
各位可以按照一天来做打算。

地址：Via Europa 8 50066 Leccio Reggello
到达方式：从佛罗伦萨市中心Santa Maria Novella火车站附近的 
BUSITALIA/SITA 巴士总站出发 ，每天有公共汽车往返 The Mall 。
巴士总站位于佛罗伦萨市 Via Santa Caterina da Siena17（街道名
称)。票价5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节假日开放
电话：+39-055-8657775
www.themall.it

★ Tips：The Mall班车时刻表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佛罗伦萨 - The Mall

   8:50   8:50 10:00 11:00 12:3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The Mall - 佛罗伦萨

10:05 10:3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19:30

★ 纪念品

佛罗伦萨的特色纪念品首先要数长鼻子的皮诺曹(Pinocchio)了，这个

童话是起源于佛罗伦萨地区，后被传播到全世界，现在很多店铺都在

买木质四肢可以活动的皮诺曹人偶，有大有小，价格也不贵。然后是
封印用的彩色蜡和章，这是非常传统的物件，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你

可以根据自己的名字来选择章的图案或者字母。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 退税销售

游客在佛罗伦萨大部分商店购物后，都可以享受退税优惠，退税的

范围涵盖了服装、化妆品、电器等，但是每一类的税金不一样，从

10%-20%不等，一般服装为20%，电器为15%左右。在任意一家

可以退税的商店消费满155欧元且3个月内离开欧盟国家，就可以
向服务员索要退税单，在服务员的帮助下填好，在离境时在机场的

退税柜台凭借购物小票和退税单就得到相应的税金返还，可以选择

打入卡里，也可以选择退还现金，建议选择前者，因为毕竟钱到手

里还是比较放心的。在The Mall里面也有专门的退税窗口，但是不

建议在这里退，因为你必须在购物之后20个工作日内将海关的退

税证明寄回这里，否则会从你的卡里划走更多的钱。

安全
急救：118

匪警：112

宪兵：113

火警：115 

★ 治安 

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大区最大的城市，所以这里的外来人口很多，
外来移民主要以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为主，但是由于这里
是旅游城市，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虽然骗钱的案件时有发生，但
是抢劫事情却很少，当地人对游客都非常的友好。即便如此，提防
之心还是不能少。首先要提防街头诈骗，遇到东欧人主动找你搭讪
一定要多个心眼；上下火车时一定要看好提包，尤其是女士，因为
很多东欧女人会组团趁着人多拥挤的时候下手行窃，她们的手法并
不高明，却屡屡得手。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 见地图标识 
地址：VIA DEI DELLA ROBBIA，89-91
电话：055-5058188 

传真：055-5520698

对外办公时间：每周一、三、四上午9:15-12:00（节假日除外）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如果在佛罗伦萨生病了，可以选择去医院就诊或者拨打急救电话
118，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来判断你是否需要住院还是去找诊所。
在这里就医你可以用英文和医生沟通，有个别医院还会有专职的中
文翻译。

这里推荐两个比较著名的医院：
Ospedale Santa Maria Nuova
是位于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医院。
地址：Piazza S.Maria Nuova 1号
电话：0039-055-69381 全天有人值班
www.asf.toscana.it

          ★ Tips：华人旅店

          佛罗伦萨的华人旅店大多在S.M.Novella火车站附近。华人旅

店有它独特的优势，就是服务人员大多都是中国人，所以中国旅客过

去以后语言没有障碍，而且一般的旅店都包含了早晚两顿饭(具体要

在预定的时候商量好)，遇到一些态度很好的服务员可以帮你提供一
些旅游信息，有些还有租车或者包车服务，并且他们没有时间限制，

可以去火车站接站。但华人旅店也有它的弊端，首先在预定的时候华

人旅店很多都不能给你出具预定单，大多都是口头约定好时间和天

数，这样在办理签证的时候如果使馆需要出具住宿证明则有些困难；

而且华人旅店大多为家庭经营，没有营业执照，安全问题值得商榷，

并且这些店铺只能交现金不能刷卡。更多的华人旅店可以去穷游超市

(http://www.qyer.com)里面逛逛。

http://www.asf.toscana.it
http://www.qyer.com/m.php?name=partner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78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783
http://www.themall.it
http://www.themall.it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76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1760
http://www.asf.toscana.it
http://www.asf.toscana.it
http://www.qyer.com/m.php?name=partner
http://www.qyer.com/m.php?name=partner


P 9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Azienda Ospedaliera Meyer

         是位于郊区的儿科专门医院，因为这个医院非常有名，就医环

境，医疗技术和服务态度都是意大利最好的儿科医院，排名也在前

面，因为买了保险的游客有些是可以包含境外就医的，所以这里要专

门强调一下。
地址：Viale Pieraccini 24号

电话：0039-055-56621 全天有人值班

www.meyer.it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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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游经验
★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比
起待在家里，你在路上会带更多东西。所以，当你在街头的餐厅或咖
啡馆，离开时你很有可能会忘记外套或者笔记本。

★ 把身上的钱放在不同的地方。除了贴身保存的卡和钱包，至少要把
一张卡藏在别的地方，如果在路上你丢了卡可没那么容易补办。网吧
里慎用信用卡，有些网吧可能安装了能记录键盘输入的软件。

★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上几份，和
原件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好所有的重要文件放在自己的邮箱
里。即使行李全部丢了，只要能上网，就能找到需要的文件。

★ 出发之前买好保险。如果你在海外生病或者受伤，即使是一点小
伤，也可能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所以保险还是划算的，而且有时是
办签证的必要条件。

http://www.meyer.it
http://www.meyer.it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m.qy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