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1

语言帮助
乌克兰还是西里尔字母、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天下。一般来说，西部
(如利沃夫)乌克兰语最盛行，基辅则乌俄两语俱通，东部和黑海一带
主要用的是俄语。虽然为了欧洲杯，还有历年来的欧洲旅客，英文
标记和操英文的服务人员渐渐多起来，但就算不懂俄乌二语，懂得
认西里尔字母，对旅程仍有很大帮助。

★ 日常对话

是 - Tak (乌) / Da (俄)
不是 - Nee (乌) / Net (俄) 
请 - Bud laska (乌) / Pazhalsta (俄) 
不好意思 - Vybachte (乌) / Izvinite (俄) 
你好 - Dobry den (乌) / Zdrastvuyte(俄) 
谢谢 - Djakuju (乌) / Spasiba(俄) 
再见 - Do pobachennja (乌) / Do svidaniya(俄) 
救命 - Dopomozhit (乌) / Pomogite (俄)
中国人 - Ki-dtai (乌/俄) 
铁路总站 - Vokzal (乌/俄) 
球场 - Sta-dion (乌/俄) 

★ 文字标识

推 - Від себе (乌) / От себя (俄)

拉 - До себе (乌) / На себя (俄)

营业中 - Відчинено (乌) / Открыто (俄)

休息(店铺) - Зачинено (乌) / Закрыто (俄)

洗手间 - туалет (乌/俄)   药房 - аптека (乌/俄)

入口 - вхід (乌) / вход (俄)  出口 - вихід (乌) / выход (俄)

紧急出口 - аварійний вихід (乌) / аварийный выход (俄)

危险 - небезпека (乌) / опасность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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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乌克兰六、七月雨水居全年最多，带把易折叠的雨伞或一件轻便雨
衣出行吧，有备无患。

★ 乌克兰幅员尚广，而且公路路况一般，乘火车来往各城市，比坐长
途客车舒适。

★ 乌克兰六、七月水果干果很多，六月是樱桃和草莓，七月有西瓜。
还有葵花子。虽然带回家似乎太烦，但如果逛菜市场或超级市场，不
妨买点，在异地多留点美味回忆。

★ 6月28日是乌克兰的宪法日，也是国定假期。2012年6月28日是
星期四，加上夏天是旅行旺季，当时的国内游客可能比平日多，但不
一定会处处人山人海。 

★ 整体来说，大多数的乌克兰老百姓对外国人没有恶意。但也需要注
意一些家境不好的青少年，或是自称“俄式法西斯”的人，尽量避免与
这类人接触，以免发生恶性伤人意外。身为游客还是低调一些较好。

★ 乌克兰不少公共洗手间须付费，例如火车站和公园等地，费用一般
为25戈比或50戈比(即2毛5分，或5毛)。餐馆用餐区的厕所通常免费。

★ 乌克兰餐馆的餐牌会说明份量，多数以100克或倍数标出。配菜、
面包片等会另收费。

★ 4月27日东部主要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Dnipropetrovsk / 

Дніпропетровськ)发生连环炸弹爆炸后，驻乌克兰中国大使馆曾发

出通知，请公民在当地注意人身安全。现时难以估计在欧洲杯期间会
否发生同类事件，但在人多的地方抽空留意一下四周环境并无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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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 球迷对球队的感情很深很深，在对手球队的球迷面前不要故意做伤
害他们感情的事，否则被对方“惩罚”，后果只能阁下自己承受了。



P 2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当地人的生活
乌克兰人在工作时还沾有些苏联时代的工作习气，比如官僚、较为冷
漠，办事效率略低。不过商业机构似乎比国营机关(包括铁路、出入
境管制人员、海关和警察)“灵活点”，年轻人比年长的“灵活
点”；更有个说法是受苏联管治最短的西部地区(差一点才满50年)，
会比其他地方少一点苏联式作风。对游客来说，一旦言语不通，对手
灵活点当然更好。

长途车上分享饮食在乌克兰是常见之事。如你打算坐长途客车或火车，
不妨从老家带点零食，准备跟邻座的乘客共享，有来有往，不好么？

        ★ 俄文字母对照表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乌克兰似乎还没有官方旅游推广机构，而游客中心也不是处处皆有。

具体游客中心的地址见每个城市。据说哈尔科夫市政府在欧洲杯期间

会设立临时游客信息点，顿涅茨克市政府准备为欧洲杯和日后的访客

在机场设立游客中心，但未有进一步的资料。

★ 电话

乌克兰支持GSM、CDMA和3G移动网络，国内知名的流动电讯商包

括Kyivstar(www.kyivstar.net)、Beeline (www.beeline.ua)、Life 

(www.life.com.ua)、MTS (www.mts.com.ua)和UTEL 

(www.utel.ua)等，他们的充值卡在门市、手机店或其他零售店都很
容易买到。售价由25UAH起。充值也方便。通话收费可能因身处地

区，对方电话所用的网络商等因素有别，但总体话费尚算廉宜。

★ 邮局 Пошта  
寄往乌克兰境外的明信片和轻于20克的信件邮费一律为5.6UAH。

2012年6月欧洲杯期间，乌克兰会在各地增加70个网点，以提供邮

政、金融服务和上网服务。

freepost.dp.ua

★ 货币帮助

乌克兰货币单位为格里夫那Гривня，读作Grivna，符号г.，(锦囊中

以UAH代之)，发行面额有1、2、5、10、20、50、100、200，1

格里夫纳=100戈比，戈比面额有1、2、5、10、25和50。不少商店

会在价钱的数目后用缩写грн或UAH来表示货币单位。

兑换

除非在邻国，格里夫那在乌克兰境外不易购得。大城市的银行和兑换

点众多，主要接受以兑换格里夫纳的货币是美元、欧元和俄罗斯卢
布。汇率随时会有浮动，近日汇率：1USD = 8.06UAH、1EUR = 

10.1UAH、10RUB = 2.41UAH。

银联

银联尚没有乌克兰的合作伙伴。

刷卡

主要城市的商店不少会接纳Visa、MasterCard和AE卡付账，可以在

消费前先留意店门前有否贴出信用卡的商标。

★ 网络

酒店和青年旅舍大多提供Wi-fi无线上网，可向柜台或职员查询，并
请注意会否额外收费。部份流动通讯公司亦提供流动数据充值卡。

球赛指南 
以首场赛事举行先后排列，比赛时间全为当地夏令时间。与中国时差
为5小时(夏令时)。

★ 哈尔科夫 

金工球场 Стадіон  Металіст（Metalist Stadium）见地图C标识 
金工球场于1926年落成，原址是圣神坟场，现在是哈尔科夫金工队
(Metalist Kharkiv)的主场。经四次改建后，球场座位多达38600
个。球场西南边为老正门，南边则设有球队精品店。从球场南面的体

育站(Спортивна)走出地面开始，您会见到通道两边都是金工队球员

的照片，延续至球场一带的公寓墙上亦如是，颇具气势。在欧洲杯决
赛周分组赛期间，这个球场会是荷兰队的主场。

赛程

      日期     当地时间        对战双方

     6月9日     19：00   B组小组赛:荷兰 - 丹麦

    6月13日     21：45   B组小组赛:荷兰 - 德国

    6月17日     21：45  B组小组赛:葡萄牙 - 荷兰

http://www.kyivstar.net
http://www.kyivstar.net
http://www.beeline.ua
http://www.beeline.ua
http://www.life.com.ua
http://www.life.com.ua
http://www.mts.com.ua
http://www.mts.com.ua
http://www.utel.ua
http://www.utel.ua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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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虽然哈尔科夫地铁红线的体育站Спортивна和蓝线

         的Метробудівників ім.Г.IВащенка站在金工球场的地下交会，

但应欧洲足协的要求，两站的所有出口都会在三场比赛前五小时，
至比赛后三小时关闭，两站只能转车不能往球场。为免在球场地下跺
脚长叹，大家可按以下方式前往，并请留意沿途指示：

1.搭乘地铁红线至加加林路站 (   Проспект Гагаріна)下车，从东南方

出口出站，出站后向东南沿加加林路步行至一电车轨经过的十字路

口时向左转，入вул.Кірова街继续前行，经过一堆公寓后，在有交通

灯和有塔楼公寓的十字路口向右转，走进Плеханівська.вул街向前

走，直至看到金工球场的老正门为止。

2.搭乘地铁红线至马雷舍夫站(Завод імені Малишева)下车，没

错，这就是那战车工厂的所在地。出站后就是Плеханівська.вул
街，沿街向前西走，见到行车路桥时走上它的人行道，继续前行到
球场东南角便是。

3.可选择搭乘地铁绿线至革命广场站(Площа Повстання)下车，从

南面出口出站，经过公园后沿街向南走，会看到市集和向南的街
道。不要沿有电车轨的路走，路程会较远，其左方(即东面的街道)较
为便捷，该路口以一边摊档，另一边为一幢两层建筑物为标记。沿

着Пл. Повстання这条街一直前行，会看到前方的十多层住宅，那

是金工球场外围的住房。以住宅为路标即可到达。

★ Tips：金工球场旁的超级市场
如果有点时间，又怕球场小卖部的饮食太贵，可以走到球场东北方
的超级市场进行补给，沿途会经过练习球场。不过请注意，球场在
比赛期间可能禁止观众自携饮食入场，或限制进场后拿出罐装(听装)
和瓶等，可以考虑在进场前解决好吃饭问题。

哈尔科夫市内官方球迷专区 Fan Zone

自由广场 Площа  Свободи (Ploshcha Povstannya) 见地图C标
识 
自由广场本身已是市内著名景点之一。它一片平坦，长约700米，
宽约100米，广场西边矗立着列宁像、苏联式建筑国家工业大楼和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主楼；东接市内主大街 -苏姆斯卡大街

Сумська.вул，南触舍甫琴科公园(别想错，这仁兄不是那位球星舍

甫琴科，而是十九世纪的同姓国魂级文豪兼画家Taras)。市内的大
型和节日庆祝活动，还有演唱会等，很多都选在这里举行。在决赛
周期间(6月8日至7月1日)，自由广场会划为球迷专区，设有一大二
小屏幕转播赛事，并设有餐饮区、纪念品店和Wi-Fi上网区等，预计
能容纳45000人。

开放时间：比赛日10:00 - 次日01:00；非比赛日16:00 - 次日01:00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绿线至自由广场东南和东北的大学站

(Університет)，西北则是地铁蓝线国家工业大楼站(Держпром)，两站

在地下互通。

欧洲杯信息网址：www.city-kharkiv.com.ua(市政府提供)
www.uefa.com(欧洲足协提供)

★ 利沃夫 

利沃夫竞技场 Арена Львів (Arena Lviv)
位于市中心以南的利沃夫竞技场，特地为今届欧洲杯决赛周而建，

于2008年动工，2011年10月落成。在欧洲杯期间，座位数目约为
32800个。在欧洲杯结束后，这球场会成为市球队Karpaty Lviv的
主场。球场以东有大型购物商场King Cross Leopolis。球场距离市
中心较远，球场北边即是利沃夫大巴车站。

赛程

日期 当地时间 对战双方

6月9日 21:45 B组小组赛：德国 - 葡萄牙

6月13日 19:00 B组小组赛：丹麦 - 葡萄牙

6月17日 21:45 B组小组赛：丹麦 - 德国

到达方式：从铁路总站可搭乘10号公交车，约半小时后，公交车驶
过长途汽车站后，请在这一站公车站下车。下车后往回走至十字路
口横过马路，向右前方(西南方)望，可见到球场。

如从旧城区出发的话，可在球迷专区旁的自由大道(Проспект Свободи)
南行线公车站搭乘3A号公交车，也是在公交车驶过长途汽车站后的那
个站下车，按上面的方法步行至球场。市中心南部则有5号无轨电车直
抵球场。无轨电车3号线连接机场和竞技场。所有途经长途汽车站和商
场King Cross Leopolis的公交车和小巴，也可考虑。

利沃夫市内官方球迷专区 Fan Zone

自由大道 Проспект Свободи (Prospekt Svobody)
自由大道南北两线贯穿利沃夫旧城南北，北面的歌剧院和南面的舍
甫琴科像间是林荫道，球迷专区就设于此处。专区有两个大型屏
幕，分别置于歌剧院前空地和舍甫琴科像侧，也有售卖饮食的摊
位。除观赛外，利沃夫啤酒节也会在这专区举办，另设有欧洲杯利
沃夫参赛队伍、主办国和主办城市的文化日。预计可容纳27000
人。而自由大道以东的市集广场，和以西的国立利沃夫大学前地，
均设有分别能容纳约10000人的球迷专区。
开放时间：比赛日 12:00-次日00:00；非比赛日 14:00-22:00

★ Tips：利沃夫行人专区
于欧洲杯期间，球迷专区和邻近的市中心道路，会划为行人专区，
严格限制车辆交通。届时公共交通或需改道，请留意。

★ 顿涅茨克 

顿巴斯竞技场 Донбас Арена (Donbass Arena)
顿巴斯竞技场是萨克达的主场，兴建费用达三亿欧元，于2009年8
月底揭幕，欧洲杯举行时座位约50100个。夜幕降临时，球场观众
席向外的玻璃幕墙会点亮蓝色灯光，远看就像个蓝光碗。场内有53
个饮食摊位，并出售包括啤酒在内的饮料。球场南门外有个水池，
建有不断滚动的大理石足球雕像。南正门入口附近见球会精品店和
球队博物馆入口。球场严禁观众携酒精饮品、已包装的饮品、可当
武器或可抛掷的硬物、玻璃制品、烟花、能发出大声浪的乐器(如吹
管类或鼓)和专业摄影及录像器材进场。

赛程

日期 当地时间 对战双方

6月11日 19:00 D组小组赛： 法国 - 英格兰

6月15日 19:00 D组小组赛： 乌克兰 - 法国
6月19日 21:45 D组小组赛： 英格兰 - 乌克兰

6月23日 21:45 第三场八强赛：C组首名 - D组次名

6月27日 21:45
四强赛：第一场八强赛胜方 - 第三

场八强赛胜方

http://www.city-kharkiv.com.ua/uefaeuro2012/en/
http://www.city-kharkiv.com.ua/uefaeuro2012/en/
http://www.uefa.com/uefaeuro/season=2012/hostcountries/ukraine/city=1943/index.html
http://www.uefa.com/uefaeuro/season=2012/hostcountries/ukraine/city=1943/index.html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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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从铁路总站可搭乘1号电车，在第14个站下车，

        左前方应可见顿巴斯竞技场。亦可搭乘2号公交车或无轨电车，

在第12个站下车(之前会经过布卡像和奥林匹克球场)，转左(即车来

的方向)，看到十字路口后转右向东走，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向左前方

望望，也会见到顿巴斯竞技场。2号公交车和无轨电车会南下至市
中心。

如果从城市西南的长途汽车站出发，要先向东北走过行人天桥底，

进大学街(Унiверситетська.вул)后在第一个公车站搭乘77路小

巴，在第8个站下车，人应位于和平路(Просп.Миру)。向前走，在

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前方望望，就会见到顿巴斯竞技场。球迷专区

在该长途汽车站以西400米，可在专区南边的Стадiонна街一直向

左(东南)走，看到电车轨后横过马路，转右，在第一个公车站乘77
号小巴，在第9个站下车。
如果从城市西北的Donetsk Zapadnyi长途汽车站到顿巴斯竞技

场，则需要搭乘83号小巴，在第21个站下车，人应位于和平路 
(Просп.Миру)。向前走，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前方望望，就会见

到顿巴斯竞技场。

从机场没有直接的交通工具到达顿巴斯竞技场。先要乘5号公交车，
在第一个站下车，向来路望就会见到电车轨和电车站都在不远处。
从电车站转1号电车，在第8个站下车，向前走一下就看到球场。

★ Tips：顿巴斯竞技场附近超级市场
在顿巴斯竞技场西南方有个十字路口，其中东西方向的马路是和平

路(Просп.Миру)。向西走约100米，就能看到路东侧有家叫Bum

的超级市场。自行决定是否在进场看球前先买点补给吧。

顿涅茨克市内官方球迷专区 Fan Zone 

舍巴沃克夫公园 Центральний парк культури і відпочинку 

імені О. С. Щербакова  (Shcherbakov Park)
舍巴沃克夫公园地处城市西南，已有八十年历史。公园东部建有人

工湖，西面是萨克达后备军作战的萨克达球场。公园也建有海豚

馆。球迷专区会设三个大屏幕，饮食摊位，在球赛以外的时段，会

有足球和音乐活动在专区举行。

到达方法：从顿涅茨克市中心出发的话，可从Вул.Артема街向西

走到电车轨经过的大学街(Унiверситетська.вул)搭乘10号无轨电

车，当无轨电车右转，经过长途汽车站后，就在第一个站下车，从

来路走到公园正门。

开放时间：12:00-次日02:00

★ 基辅 

国立奥林匹克体育场 Національний спортивний  комплекс 

"Олімпійський"（Olimpiysky National Sports Complex）
该球场在1923年启用时，叫托洛茨基红色球场，曾改名四次，熬

过苏联卫国战争，曾上演过世界杯外围赛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的

男子足球赛。除足球场外，体育场亦设跑道和田赛设施。现时基辅

第纳摩(Dynamo Kyiv)在欧洲赛事时会以这里为主场，同时也是今

届欧洲杯分组赛瑞典队的主场。欧洲杯期间有座位约65700个，快

餐摊档42个。除指定吸烟区外，体育场范围严禁吸烟。观众不得携
带酒精饮品、已包装的饮品、可当武器或可抛掷的硬物、可作穿刺

或切割用的对象、易燃物品、能发出大声浪的乐器(如吹管类或鼓)和

专业摄影及录像器材进场。

赛程

日期 时间 对战双方

6月11日  21:45 D组小组赛： 乌克兰 - 瑞典

6月15日 21:45 D组小组赛： 瑞典 - 英格兰
6月19日 21:45 D组小组赛： 瑞典 - 法国

6月24日 21:45 第四场八强赛：D组首名 - C组次名

7月1日 21:45 决赛

到达方式：体育场北面有地铁绿线的体育宫站(Палац  Спорту)，与蓝

线托尔斯泰广场站(Площа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相连。西南方的地铁站属

蓝线，叫奥林匹克站(Олімпійська)。不过在各场欧洲杯赛事举行前四

小时至赛后一小时，体育宫站和奥林匹克站都会关闭。可改从托尔斯

泰广场站回到地面，沿Червоноармійська.вул街南下一或两个路口后

向左(东方)转，都可抵达体育场。第一个路口可达B区，第二个路口则

可抵A区。在体育场东北的绿线科洛夫斯卡站(Кловська)也可考虑。

★ Tips： 体育场暂时没有导赏团
体育场在5月10日至7月10日期间，不设导赏团。

基辅市内官方球迷专区 Fan Zone 见地图B标识 

独立广场 Майдан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Maidan Nezalezhnosti)
在市中心的中心的独立广场，中间为何里夏大街(вул.Хрещатик)所
穿过，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重要据点。独立广场或许未能独
力容纳70000人，因此专区会沿何里夏大街向南延展。专区从南到
北设三个大屏幕转播所有赛事，并有饮食摊档、纪念品摊档及流动厕
所等。专区亦会举办最具创意球迷选举。

到达方式：独立广场下方有地铁蓝线的同名车站，不过在欧洲杯期间

关闭，你可从相连的地铁红线(Хрещатик)站回到地面，在何里夏大街

(вул.Хрещатик)的出口前方就见球迷专区的出入口。另外从地铁红线

剧场站(Театральна)出站后沿下坡道走，会走到专区的南端，那里有

专区出入口和ЦУМ百货公司(Tsum)。

开放时间：12:00 - 次日01:00

★ Tips： 基辅行人专区 
于基辅的赛事举行日，奥林匹克体育场一带的道路，和连接体育场和
球迷专区的一段纵贯街道，会划为行人专区，不准车辆驶入。

欧洲杯信息网址：
www.city-kyiv.com.ua (市政府提供)
www.uefa.com/uefaeuro (欧洲足协提供) 

★ 购票指南

网上购票

门票价钱由30欧元(小组赛三等票，双方球门后方)至600欧元(决赛

一 等 票 ， 球 场 左 右 两 侧 ) 不 等 。 现 时 仍 可 经 官 方 网 站

ticketing.uefa.com/euro2012/购票，购得后会收到电邮，购票人
须打印电邮，并持电邮和身份证明到指定的取票处取票。

http://www.city-kyiv.com.ua/uefaeuro2012/
http://www.city-kyiv.com.ua/uefaeuro2012/
http://www.uefa.com/uefaeuro/season=2012/hostcountries/ukraine/city=1947/index.html
http://www.uefa.com/uefaeuro/season=2012/hostcountries/ukraine/city=1947/index.html
http://ticketing.uefa.com/euro2012/
http://ticketing.uefa.com/eur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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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 Київ Kyiv 
基辅 - Kyiv Київ
(乌克兰语和欧洲杯官方拼法)

基辅 - Kiev Киев
(俄语和还是最流行的拼法)

★ 城市简介 
乌克兰首都，千年名城，东正教圣地所在，也是本届欧洲杯决赛举
行的城市。维京人、蒙古拔都大汗、波兰人、哥萨克骁骑、犹太
人、俄国人、以及第三帝国的大军都曾在此留下足印。它既是首
都，也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乌克兰其中一道大门。除了决赛，分
组赛瑞典队三场都在基辅举行。

★ 坐标
第聂伯河流经基辅中央。西岸(即左岸)是政治和旅游中心，欧洲杯
场地国立奥林匹克体育场在市中心南面，西岸的名胜多在市中心，
以及市中心东南面。鲍里斯波尔(BSP)机场在东岸，东岸住宅和工
业区较多。基辅市中心处于丘陵，走路游览时可顺道锻练腿力。

★ 景点 

罗巴诺夫斯基迪纳摩球场 Стадіон  «Динамо» імені Валерія 
Лобановського (Valeriy Lobanovskyi Dynamo Stadium) 
见地图B标识 

它并非欧洲杯的比赛球场，但安德烈‧舍甫琴科除了为乌克兰队上阵

外，现时也是基辅迪纳摩的球员。罗巴诺夫斯基球场是基辅迪纳摩
的主球场之一，大门外有球会精品店。或许座位只有16900个不
到，因此基辅迪纳摩的不少赛事都移师至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罗
巴诺夫斯基是基辅迪纳摩的知名教练，2002年去世。民营游客中
心会办球场导游团。
地址：3 M. Grushevskogo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从独立广场继续沿何里夏大街(вул.Хрещатик)向西北走

200米，就到此街北端。然后向右望，就可略见罗巴诺夫斯基球场
的大门，再走100米就到了。
电话：+380-44-2790209

金门 Золоті ворота (Golden Gate) 见地图B标识 
据载金门于公元1020年前后落成，与圣苏菲亚大教堂同年代竣工，
本称南门。后来拔都西征时，金门受损，其后失修倒塌，遗址在
1832年被发掘出来。及至近代，经多番考据后，政府在原地重建金

门和一节古城墙，并设公园和博物馆。金门以西的вул.Ярославiв 
Вал街1号的红砖锥顶四层住宅骑士楼亦值得一看。

地址：40A Vladmirskay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绿线金门站(Золотi ворота)出口旁就是

金门。

国家舍甫琴科歌剧院 Національна опера України імені  Тараса 
Шевченка (National Opera of Ukraine Taras Shevchenko) 
见地图B标识 
以国魂文豪之名纪念的歌剧院，建成约110年，在金门以南约150
米。在欧洲杯决赛周赛事举行期间依然继续上演歌剧和芭蕾舞剧。
地址：50 Volodymyrska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在地铁绿线金门站(Золотi ворота)的出口向南(右)走，

第一个十字路口就看见国家歌剧院。
开场时间：每晚19:00开始演出，结束时间为21:30或0:00
门票：20-150UAH/人。位置愈好，当然愈贵。
电话：+380-44-2347165、+380-44-2791169
www.opera.com.ua/en

         转售
         除了官方第一手销售，球迷、专业或业余转售者均会把他们手上
的门票经网站或亲自售出，价钱可较原价高、一样或更低。但请注意
风险，包括买进假票或已挂失门票，以及亲身买黄牛票会否被抓等。

★ 球赛期间天气
乌克兰内陆为大陆气候，欧洲杯赛事举行的六七月间是初夏天气，日
出、日落和晚上较清凉，约20度左右，日间较热。由于当时是夏至
前后，所以日照时间甚长，可超过13小时。雨水也较多。

http://www.opera.com.ua/en
http://www.opera.com.u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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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菲亚大教堂 Собор святої Софії (St. Sophia Cathedral)   
         见地图B标识 
基辅最有名的东正教大教堂，或许也是最多游客游览的大教堂。有说
此大教堂于1011年奠基，故2011年时已庆祝建堂1000年。在苏联
时期，大教堂建筑曾为博物馆。大教堂范围包括金绿二色顶的大教
堂、钟楼和另一座教堂，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地址：24 Volodymyrska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在地铁绿线金门站的出口向北(左)走约400米，过了一个
十字路口和一个丁字路口后，可在第三个路口的左边遇见大教堂区的
正门。如从独立广场西沿出发，就在中间的弯角走左或右的上坡道。
从左方上坡道直行300米至尽头后转右，下一个路口的左方见大教堂
区正门。从右方上坡道直行约300米，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后，就在丁
字路口转左，大教堂区正门就在150米内。
开放时间：10:00-18:00；周三10:00-17:00
门票：50UAH/人；钟楼10UAH/人
电话：+380-44-2792256

圣弥额尔金顶修院 Михайлівський золотоверхий монастир 
(St. Michael's Golden-Domed Monastery)
从圣苏菲亚大教堂向前方直路走二百多米，就到圣弥额尔金顶修院。
修院包括大教堂、修道楼和前门楼金顶蓝墙，前门左方墙上有纪念苏
联时期饥荒的资料板和纪念碑，靠近前门两边墙上绘圣人画像。修院
和大教堂建于1110年前后，没有逃过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反宗教强
拆，于乌克兰独立后重建，1999年完成。修院区设长椅，可供游人
休憩。 修院区免费进入，但请勿擅闯修院建筑物范围。
地址：Mykhailivska Ploshcha, Kyiv
到达方式：从独立广场西沿出发，就在中间的弯角走右侧上坡道，直
行约300米，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后，就在丁字路口转右，大教堂区正
门就在150米内。
开放时间：08:00-19:00，每天08:00及17:00设弥撒
电话：+380-44-2792248

圣安德烈教堂 Андрiївська церква (St Andrew's Church)
绿色金丝顶蓝墙，在安德烈坡顶的圣安德烈教堂怎么看都会觉得华
美。教堂建于1767年，由意大利裔建筑师，设计圣彼得堡、冬宫的
Bartolomeo Rastrelli所设计。教堂仍在修葺，只能欣赏外墙。
地址：23 Andriivskyi Uzviz, Kyiv
到达方式：圣弥额尔金顶修院的左方有座苏联式建筑物，那是乌克兰
外交部。从外交部大楼左方的车路走约200米，途中会见到一个求婚
铜像，铜像前方就是圣安德烈教堂。如从圣苏菲亚大教堂正门出发，
就在向圣弥额尔金顶修院的路口转左，在接着的岔路后转右，直走约
300米。
电话：+380-44-2785861

一条街博物馆 Музей одной улицы (One Street Museum)
在安德烈坡靠近Podil，在山脚的一端，是一间民办的博物馆，陈列
安德烈坡自十八世纪以来居民的生活用品、衣服、印刷广告复本。博
物馆内帝俄末年的展品尤丰，亦有一角展示在安德烈坡考古发掘发现
的物品。
地址：2B Andriivskyi Uzviz, Kyiv
到达方式：可从圣安德烈教堂沿安德烈坡一直下山，在十字路口后继

续前行约60米。如于地铁蓝线合约广场站(Контрактова площа)下
车回到地面，就在看见电车轨和公交车总站转右，在丁字路口沿电车
轨向左(东南)走约300米，以圣安德烈教堂的绿顶为路标，走到岔路
口时转右(西南)，便走入安德烈下坡北端。博物馆就在前方不远处。

开放时间：12:00-18:00；周一休息
门票：20UAH/人
电话：+380-44-4250398
onestreet.kiev.ua

国立切尔诺贝利博物馆 Національний музей "Чорнобиль" 
(National Museum “Chernobyl”) 
如果不想报名参加从基辅出发的“切尔诺贝利实地探访团”，您可
以选择在基辅老区Podil的切尔诺贝利博物馆进行参观。馆内设计甚
为巧妙：游客上楼先一个个看见地名牌，转过头就看到一个个地名
牌变黑被删，寓意核灾难导致灭镇封村；而中央的灾后儿童展区，
布置糅合了哀思、童真和灾变等元素。另有展区介绍核灾难经过，
救灾和救灾英雄等。
地址：1 Khoriva Lane, Kyiv

到达方式：于地铁蓝线合约广场站(Контрактова площа)下车出站

后，向南先走到电车轨和公交车总站，然后左转(向东北)，约走100

米，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在下一个岔路口转左，进вул.Xорива 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8:00；周六10:00-17:00；周日及
每月最后一个周一休息
门票：10UAH/人，限时一小时；在场内用照相机补票20UAH/人
电话：+380-44-4175422
www.chornobylmuseum.kiev.ua/index.php?lang=en

基辅洞窟修道院 Києво-Печерська лавра (Kyiv Pechersk 
Lavra)
基辅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建于1051年，是“东
正教罗马”的核心。修院区分上下二区，上区除教堂外，另设至少
五个另须缴费的博物馆，分别展出微制艺术品、乌克兰民族和装饰
艺术品、古珠宝、剧场和电影艺术展品，以及印刷品。下区是东正
教僧侣葬身之处，由于洞窟温度较低，遗体容易变干。进入僧侣陵
区时，未先避开朝圣人群和烛火，游人应先注意衣着，女性要披头
巾，裙须过膝；男性不得穿短裤汗衫(T恤)内进。
地址：21 Ivana Mazepy, Kyiv

到达方式：于地铁红线军器厂站(Арсенальна)出站后向左(南)走，

在公车站乘搭24号公交车或38号无轨电车，在第二个站下车，再向
南走200米左右，就会见到洞窟修院的售票处。
开放时间：08:00-20:00；关门前一小时停止售票
门票：成人50UAH；儿童25UAH；摄影机需补票100UAH
电话：+380-44-2803071(导赏部)、+380-44-2806646(办事处)
www.kplavra.kiev.ua (乌克兰语)

国立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 Національний музей історії Великої 
Вітчизняної Війни (National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洞窟修院以南就是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于1981年落成，主
馆外有两辆漆得七彩缤纷，状似互斗的战车，正门右侧排列苏联卫
国战争英雄城市的名字。主馆顶则有左手持盾，右手持剑，高62
米，重500吨的祖国母亲像。主馆一楼展区展示卫国战争初年的攻
防战、沦陷史和抵抗史；二楼展区则展示苏军反攻和战胜的经过。
兵器园展示卫国战争前至二次大战后的较大型武器，涵盖陆、海、
空三军，也有导弹。
地址：24 Lavrska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于地铁红线军器厂站(Арсенальна)出站后向左(南)走，

在公车站乘搭24号公交车或38号无轨电车，在第三个站下车，那里
是洞窟修院下区南端。再向南走200米左右，看到一些武器和前方

http://onestreet.kiev.ua/about-museum-eng
http://onestreet.kiev.ua/about-museum-eng
http://www.chornobylmuseum.kiev.ua/index.php?lang=en
http://www.chornobylmuseum.kiev.ua/index.php?lang=en
http://www.kplavra.kiev.ua
http://www.kplavra.kiev.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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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祖国母亲像，也就到了。
       开放时间：主馆与援外战争及阿富汗战争馆10:00-17:00；兵
器园09:00-18:00；六月不设休息日。
门票：
成人10UAH；学生3UAH；摄影机补票15UAH(主馆)
成人5UAH；学生2UAH；摄影机补票15UAH(援外战争及阿富汗战
争馆)
成人2UAH；学生1UAH；摄影机补票5UAH(兵器园)
登祖国母亲像36.6米高观景台：50UAH/人
登祖国母亲像91米高观景台：200UAH/人
电话：+380-44-2859452
www.warmuseum.kiev.ua

★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 (民营，兼营大量市内游)

地址：1/F, 19A Khreschatyk street, Kiev(地铁红线Хрещатик站
出口，出站后向左转)

开放时间：10:00-19:00

电话：+380-44-278-8004

mysteriouskiev.com

邮局：独立广场旁，门外有地球碑，附设24小时网吧。

营业时间：08:00-21:00；星期日09:00-19:00

地址：36 Khreshchatyk Street

★ 城际交通

✈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М і ж н а р о д н и й а е р о п о р т 
"Бориспіль" (Boryspil International Airport，代码 KBP)
在基辅市中心以东三十多公里的鲍里斯波尔机场，是基辅最主要的对
外机场，乌克兰航空往北京和曼谷的班机，以及往国内大城市的内陆
航班亦在这里起降，客运站的基本旅客设施齐备。航站楼B、D和F供

国际航班使用。 
www.kbp.aero

公交车：322号连接鲍里斯波尔机场客运站B及F、地铁绿线哈尔科夫

站(Харківська)和基辅铁路总站南出口。每程27UAH，全日服务。

Taxi：机场经营的Sky Taxi从机场出发的首十公里内收费65UAH，之
后每公里6.5UAH。如从市区乘搭Sky Taxi，每公里收费3.5 UAH。
叫车电话：+380-95-2683842、+380-95-2683845。

✈基辅朱利亚尼国际机场 М і ж н а р о д н и й а е р о п о р т 
"Київ" (Жуляни) (Kyiv (Zhuli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代码 IEV)
这座机场位于城市中心西南方，有国内航班，有往返于雅典的航班，
也是廉价航空Wizz Air来往基辅航班起降的机场。国际航班使用航站
楼A。

到达方式：无轨电车9号连接客运火车总站和朱利亚尼机场。
www.airport.kiev.ua
订票网站：booking.uz.gov.ua

基辅客运铁路总站 Київ-Пасажирський(Kyiv Passenger 
Railway Station)
简称Kiev-Pas或Kyiv-Pas的基辅客运铁路总站，市民也惯以“总

站”Вокзал(Vokzal)称之，是基辅和全国客运铁路运输的枢纽，亦

是基辅市内客运的其中一个中心。

到达方式：基辅客运铁路总站有南北两边出口，以长路桥连接。南出
口有322号公交车前往鲍里斯波尔机场。北出口的左方(西北)是地铁

红线火车站(Вокзальна)站的入口。

★ Tips：基辅铁路总站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火车
往哈尔科夫：每天最少五班，约四至九小时；
往利沃夫：每天约16班，约五至十二小时；
往顿涅茨克：每天五班，约七至十五小时；
往波兰华沙中央车站：每天08:15发车，翌日00:15到；
往波兰波兹南中央车站：每天08:15发车，翌日03:33到(与往华沙的
是同一班车)。

中央长途客车总站 Центральний  автовокзал (Central Bus 
Station)
这个总站在基辅市中心南面，不远处有地铁站。到达方式：地铁蓝线

Демiïвська (Demiivska)站在中央长途客车总站西南约100米。在最

接近客车总站的地铁站出口回到地面后，向前行数十米后，走进行人
隧道横过马路即至。

★ Tips：长途客车总站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大巴
往哈尔科夫：每天约八班，约七小时半；
往利沃夫：每天21:20发车，翌日约06:05到；
往顿涅茨克：每天07:45发车，约19:35到；20:00发车，翌日约
06:40到；
暂无大巴往返于波兰各比赛城市。

★ 市内交通
基辅有地铁、巴士、电车、无轨电车、小巴和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第聂
伯河有渡船，可乘船游玩。主要公共交通路线服务时间06:00-23:00。
市内公共交通搜寻网站www.eway.in.ua/en/cities/kyiv。

地铁
1960年启用，现有三线50个车站。车站入口有绿色M字标志供识

别。车站设计和车厢仍甚具苏联风格，游客常到的金门站(Золотi

http://www.warmuseum.kiev.ua
http://www.warmuseum.kiev.ua
http://mysteriouskiev.com
http://mysteriouskiev.com
http://www.kbp.aero
http://www.kbp.aero
http://www.airport.kiev.ua/en/
http://www.airport.kiev.ua/en/
http://booking.uz.gov.ua/en/
http://booking.uz.gov.ua/en/
http://www.eway.in.ua/en/cities/kyiv
http://www.eway.in.ua/en/cities/ky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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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рота)、剧场站(Театральна)等设计颇可

                                观。军器厂站(Арсенальна)誉为全球最深的

                               地铁站，深度稍逾地面之下100米。车厢空调
                                 稍弱。站内不设大量商店，但站外多有地下商
                                 店街。单程2UAH，须先从站内售买处或购币
                                机购代币投入闸机后进站台，亦有轻触式半月
票和月票，15天售48UAH，30天售95UAH。进闸后区域按规定不
可拍照。运营时间06:00-00:00。

巴士、电车及无轨电车
每程1.5UAH，乘客可在街上的报摊买票，或登车后交钱给司机买
票。乘客登车并持票后，须自行在车票撕缝，或用车内的打票机注销
车票，证明车票已用。由于地铁网络覆盖不少主要的游客去处，一般
游客除了从军器厂站南下洞窟修院和卫国战争博物馆外，未必有太多
机会乘搭公交车或两类电车。基辅电车历史约120年，但市中心已不
见其踪影。老区Podil仍有电车行走。

小巴
苏联式小巴主要行走固定路线，基辅跑的多数漆成黄色，体积比巴士
少，每辆可坐20至30人，亦有站立位，带行李登车难度稍高。每程
2-3UAH，司机和售票不会主动提供车票，乘客登车时以现金支付车
费即可。

TAXI
出租车顶会有黄灯罩，罩上有黑色方格图案。一般来说，电话叫车较
有保障。叫车电话：+380 - 4 4 - 2 391515 ( E x p r e s s )、
+380 -44 -5015501 (E t a l on )、+380 -44 -5020808 
(Limousine)。市内车程收费约30UAH起。
kievtaxi.net

★ 餐饮

胖子屋 Пузата Хата（Puzata Khata）
廉价连锁式半自助餐厅“胖子屋”。如你想念米饭，这里有荞麦饭 
(buckwheat rice，顺带提一下，此店的饮食品名称英乌二语并
列)，但不要期望乌克兰人蒸的像中国的米饭那般熟。另外可尝尝亮

红色的凉果子水Компот(Kompot)。

www.puzatahata.com.ua/eng/

基辅游客区的各分店地址见下：
1/2A Baseina Street, Kyiv (Besarabsky市场西出口对面，首家

Puzata Khata)；营业时间07:30-23:00； 见地图B标识 
15/4 Khreshchatyk Street , Kyiv (于基辅过道，在向
Khreshchatyk街的拱门右方处)；营业时间08:00-23:00；
40 Velyka Vasylkivska Street, Kyiv (邻近国立奥林匹克体育场，
在地铁蓝线托尔斯泰广场站南下约200米可至)；营业时间
08:00-23:00；
2/1 Ploshcha Kontratova, Kyiv (Podil区分店，顶楼可看到圣安德
烈堂拱顶)；营业时间07:00-23:00。

Митла（Milta) 见地图B标识 
在金门和何里夏大街中间的下坡路，位处地下室，一楼正门旁有家时
装店。乌克兰农家装修，菜品属乌克兰风味。试过它一道青瓜芥酱煎
饼，好滋味。早餐18UAH起；商务午餐约50UAH起；每道主菜约
为40-150UAH

地址：21 Prorizna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从地铁绿线金门站回到地面后，走到金门公园区的东北

角十字路口，沿下坡路走约100米即至。如从地铁红线Хрещатик站
或球迷专区起行的话，此站朝向Хрещатик街的出口左前方路口就是

Прорiзна.вул街，走约300米的上坡路就到，途中经过街旁草地，

是基辅市中心一美景。
营业时间：10:00-23:00
电话：+380-44-2780548
www.milta.com.ua

大卫王餐厅 Кинг Давид（King David) 见地图B标识 
在地铁绿线体育宫站出口旁的犹太教堂一楼，有家犹太餐厅King 
David。这里的菜品均没有猪肉，一切饮食都遵犹太法规准备。提
供安息日餐馔。消费：主菜约150UAH 
地址：24 Esplanadna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在地铁绿线体育宫站出口旁的微黄色两层建筑庙就是犹
太教堂，King David的入口就在一角。
营业时间：11:00-23:00
电话：+380-44-2357418；+380-44-2357436
kingdavid.kiev.ua

龙王大酒楼 Лун Ван (Lun Van）
邻近地铁红线剧场站和球迷专区的中国餐馆，价钱据知比较昂贵。
地址：26 Bohdana Khmel'nyts'koho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地铁红站剧场站出口于Bohdana Khmel'nyts'koho
街。从出口向上坡走200米即至该酒楼。由Tsum百货上坡的话，
则约350米。
电话：+380-44-2798191

九龙饭店 Дю Лонг (Jiu Long)
据说比较便宜，饭店称其菜肴以淮扬、鲁、川三菜系为主。
地址：46V Tarasa Shevchenka Boulevard, Kyiv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大学站(Унiвеситет)出口在舍甫琴科大道上。

从此站会到地面后，向上坡走约300米，期间须横过大道。饭店面
向街的出口见一对大红灯笼高高挂。
营业时间：11:00-23:00
电话：+380-44-2357350
jiu-long.com.ua/cn/kontakti1.html

★ 住宿
基辅乃国都，也是国之大门，游客自是不缺，各档次旅馆和青年旅
舍数目不下于利沃夫或黑海旁的敖德萨。但是欧洲杯观赛游客数目
亦多，令房价上升，即使是青年旅舍在决赛前夕已是每晚400UAH
起，约四十家；决赛前夕酒店房租亦高，价格1000UAH仍嫌不太
够付。欧洲杯期间市内有至少两个大球迷营，球迷营每晚约
100UAH起，报称在市内的沙发冲浪客约1800个。

★ 购物

何里夏大街 вул.Хрещатик (Khreshchatyk)
球迷专区南部和中部位处的Khreshchatyk街，亦是市中心购物区
的中心，名店不少。15号的基辅过道(Kiev Passage)，亦容了些名

牌店。何里夏大街的南端是别萨拉布斯基市场(Бесарабський 
ринок)，刚满100岁，是农产品的集中地。

http://kievtaxi.net/
http://kievtaxi.net/
http://www.puzatahata.com.ua/eng/
http://www.puzatahata.com.ua/eng/
http://www.milta.com.ua
http://www.milta.com.ua
http://kingdavid.kiev.ua
http://kingdavid.kiev.ua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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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请参考球迷专区的到达方式。

         ЦУМ商场开放时间：09:00-20:00 (Tsum百货)

安德烈大斜坡 Андріївський узвіз (Andriyivskyy Descent)
安德烈大斜坡长720米，是由圣安德烈教堂蜿蜒至Podil区的下坡

路，由于是游客常至之地，人行路边也有不少摊档，卖的差不多都是
各类游客纪念品。
到达方式：如由南进，请参考圣安德烈教堂的到达方式。如从
Podilskyi Raion区进(即北进)，就在地铁蓝线的合约广场站下车，在
南边的出口可见到公交车总站，沿电车轨向左(东南)走约300米，以
圣安德烈教堂的绿顶为路标，走到岔路口时转右(西南)，便走入安德
烈下坡北端。

★ 安全
治安
基辅人多，游客也多。走在街上虽然不太挤，但乘地铁或公交车有时甚
挤，所以要当心口袋和钱包。也要小心街上的“跌钱党”：有人假意发
现街上有人遗下金钱，然后你一言我一语的请旁人来分，乘机骗钱。

医疗应急
在欧洲杯期间，基辅市安排四所医院和一所牙科诊所服务欧洲杯访
客。四所医院资料如下：

Олександрiвська клiнiчна лiкарня м.киева (Oleksandrivska 

Hospital) ，医院位于球迷专区东南，直线距离约300米。
地址：39 Shovkovychna Street, Kyiv
电话：+380-44-2355061

基辅市立第12医院 Клиническая больница №  12 (Kyiv City Hospital 
#12)

Pechersk区创伤科中心 Травмпункт  (Печерский р-н) (Trauma 

Centre of Pechersk District)，医院位于奥林匹克体育场东南，直
线距离约一公里。
地址：4A Pidvysotskoho Street, Ktiv
电话：+380-44-5283325 (市立第12医院)
+380-44-5284014 (市立第12医院)
+380-44-5284025 (创伤科中心)

基辅市立第17医院 Клиническая больница №  17 (Kyiv City 
Hospital #17)，医院位于奥林匹克体育场东南，直线距离约350
米，有车路直接通往。
地址：14-20 Laboratorny Lane
电话：+380-44-5287583

另附以下医疗中心和24小时营业药房的资料：

美国医疗中心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й Медичний  Центр (American 

Medical Centre)
24小时开放的两层高医疗中心，由知晓英语的医生进行医诊。诊金
略贵。
地址：1 Berdyckivska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在地铁绿线Лук’янівська站下车，出站后向南走，绕过

市场后会见到电车轨道。横过电车轨道后右转，走40米后会看见一

哈尔科夫 Харків Kharkiv
★ 城市简介 

哈尔契夫 Kharkiv Харків (乌克兰语和欧洲杯官方拼法)

哈尔科夫 Kharkov Харьков (俄语还是最流行的拼法) 

个丁字路口，向南的街道就是Бердичівська.вул街。

电话：+380-44-4907600
amcenters.com

24小时营业药房 Bosm Pharm
地址：17 Tarasa Shevchenka Boulevard, Kyiv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大学站(Унiвеситет)出口向下坡走约200米。

电话：+380-44-2355017

http://amcenters.com
http://amcenters.com


P 10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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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区稍大，步行较花时间。市中心有两条河流流经：西面的洛潘

河Лопань (Lopan River)和较东的哈尔科夫河Харків річка 
(Kharkiv River)，两河在市中心南面交汇，乍看都水不甚深。铁路
南总站在洛潘河以西，从此乘地铁到市中心北面的自由广场，或东南
面的欧洲杯场地金工球场，都能到后而不知已经过河。

★ 景点 

国家工业大楼 Держпром (Derzhprom) 见地图C标识 
在自由广场西面，除了国立哈尔科夫大学外，还有一座苏联现代式建
筑。这座大楼是国家工业大楼，于1928年落成，尽显史太林初年的
苏联建筑风格。这座钢骨水泥大厦前后共花三年建成，初时用的主要
是人手工具，也用骡马搬运材料，及至完成时，大部份工序已机械
化。它能熬过后来苏联卫国战争的炮火，或者是因为所用的建材较坚
固。战后苏联第一间电视台亦在此楼开设。
到达方式：跟前往自由广场的方式相同。

苏姆斯卡大街 Сумська.вул (Sumska)
这大街贯通市中心南北，从南边的宪法广场到北边城北机场，近自由

广场的一段车路较宽阔，也好走。从自由广场(Площа Свободи)向南

走，会经过舍甫琴科公园的东缘，见到哈尔科夫金工队的光荣史和矗
立七十多年的舍甫琴科像，然后会走到国立剧院。在这段路上如果向
街另一面看，你会见到一家日本菜馆。剧院对面有纪念苏联卫国战
争，此城另一个地标，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垂青的镜子泉。
到达方式：跟前往自由广场的方式相同。

哈尔科夫美术馆 Xaрківський художній музей (Kharkiv 
Art Museum) 见地图C标识 
号称历史超过200年，藏品包括东正教圣像、西欧和俄国画家的油画
等。个人印象较深的一幅藏画是德裔俄国画家Karl Wenig所绘的
《伊凡雷帝与看护》，俄国画家列宾所绘的其中一个版本的《扎波罗
热哥萨克人致书土耳其苏丹》亦在馆中帘幕保护的藏品之列。馆内不
可拍照。
地址：11 Radnarkomivska Street, Kharkiv

到达方式：从地铁绿线Архітектора Бекетова站走上地面后，就是

Раднаркомiвська.вул街。向东走100米左右，交通灯位之前的浅

黄色建筑物便是。
开放时间：10:00-17:00，逢周二休息
门票：7UAH/人
电话：+380-57-706-33-94
www.artmuseum.kharkov.ua

哈尔科夫历史博物馆 Історичний музей (Kharkov Historical 
Museum) 见地图C标识 
历史博物馆为红砖建筑，外边有防御工事、在广场上展有红军俘获
的英国制一次大战坦克，和苏联卫国战争的装甲部队主力T-34坦
克，历史博物馆采用苏联式格局，展厅里讲述了哈尔科夫从古至
今，当地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变迁。此城既在卫国战争被德苏争夺四
次，有关卫国战争的内容自然是少不了的。
地址：5 Universitetskaya Street, Kharkiv

到达方式：在地铁蓝线历史博物馆(Історичний музей)站的两个出

口东南，或西方出口，出站后50米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09:00-17:00；13:00-14:00休息；周一休息
电话：+380-57-7313568

基督裹尸布修院 Покровський монастир  见地图C标识 
(Holy Shroud Monastery，或称Pokrovsky Monastery)

在历史博物馆所在的大学街(Унiверситет.вул)，有两组东正教建

筑。比较接近博物馆的是基督裹尸布修院，院址有两座教堂和修
院，还有出售圣物的店铺，当中的基督裹尸布大教堂，是城中最老
的石砌建筑，历史逾近320年。
地址：8-10 Universitetskaya Street, Kharkiv

圣母升天大教堂 Успенський собор (Assumption Catherdal) 
见地图C标识 
这座教堂拥有一座包含管风琴的修道院。西南有一斜道，斜道旁就能见

到不远处的圣母领报大教堂(Благовіщенський кафедральний собор/
Annunciation Catherdal)，红白横纹相间，已有超过100年历史。
圣母升天大教堂地址：11 Universitetskaya Street, Kharkiv 
圣母领报大教堂地址：1 Karl Marx Street, Kharkiv 
到达方式：基督裹尸布修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都在历史博物馆南

边，从地铁蓝线历史博物馆站(Історичний музей)下车，回到地面

后经过历史博物馆，就可见到修院。圣母领报大教堂的高塔也能看
到。到圣母升天大教堂的话，也可在地铁红线中心市场

(Центральний ринок)站下车，上地面向东走到第一个路口，然后

右转入恩格斯街，大教堂的高塔就遥遥在望。

★ Tips：东正教堂礼仪
女士如想进东正教堂参观，谨记披头巾以遮发。

竹林寺 Chua Truc Lam
哈尔科夫还有一座为越裔佛教徒而建的寺庙，不算意外，然而这庙
还是在乌克兰！占地约一公顷，有塔，有佛殿，听说还有胡志明伯
伯的像。落成不过数年。
地址：19 Krygyzskia Street, Kharkiv

到达方式：由地铁红线马雷舍夫站(Завод  імені Малишева)上地

面，转5或8号线电车向南驶的班次，到第五个站后下车，继续向前
行，当看到左方有幢数层高的长形大厦后转左入吉尔吉斯街 
(Krygyzskia Street)，走过酒店后会见到一座两层高的灰色建筑
物，附近就有一个悬挂着黄牌子的闸门，便是竹林寺的正门。

★ 实用信息
邮局：1.火车南站旁；2.市中心苏姆斯卡大街歌剧院对面路右侧

营业时间：08:00-20:00

                              这是第一个登场的2012欧洲国家杯乌克兰城
                             市，基辅和莫斯科铁路线必经之地，也是乌克
                               兰东部的工业重镇，有战车工厂，建城逾350
                           年。乌克兰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头十七年，
                            首府可是在此。此城并非旅游名城，不过可观
                             的景点还是不少，如中央市场一带的东正教教               
                        堂、 市中心的苏联式建筑和哈尔科夫美术馆
等。另外城里学府云集，大学上课期间的青春气息很是浓厚，但六
月时，大学生或都已经回家去了。

★ 坐标

http://www.artmuseum.kharkov.ua/eng/index.htm
http://www.artmuseum.kharkov.ua/e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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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际交通 

          ✈哈尔科夫国际机场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аеропорт "Харків" 
(Kharkiv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代码HRK) 
在市南方，有直航机往基辅、莫斯科和维也纳等地。可在地铁红线加
加林路站转乘无轨电车5号，或小巴115或119号前往。

火车南站 Пiвденний вокзал (Pivdennyi Vokzal) 见地图
C标识 
又称Kharkiv Pas，在市中心西面，站外广场北侧是地铁红线车站南
铁路总站，邮局同样在北侧，站前方有水池和两手护地球的金色金属
雕塑，后者是城中地标。
订票网站：booking.uz.gov.ua

★ Tips：哈尔科夫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火车
利沃夫：每天18:51发车，翌日13:29到；
顿涅茨克：每天午夜至清晨共三班，约四至七小时；
基辅：每天06:50一班，傍晚四班，约六至九小时；
暂无直通火车往返于波兰四个比赛城市

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总站 (Aвтовокзал) 在地铁红线加加林路站西南出口附近，靠

近市内另一个火车站。常见的长途汽车公司为АВТОЛЮС (Autolux)，
该公司旗下的长途汽车体系，连接了乌克兰各个主要城市，大巴车较
新且舒适。

★ Tips：哈尔科夫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大巴
顿涅茨克：每天三班，约六小时；
基辅：经基辅鲍里斯波尔(BSP)机场，每天约10班，约7.5小时

★ 城市交通 
哈尔科夫的地铁系统甚能满足一般观光客的需要，多数的景点都在地
铁站或其附近如要安排市内公共交通，可使用www.eway.in.ua/en/
cities/kharkiv搜索。

地铁
1975年落成，现有三线29个车站。车站设计和车厢仍甚具苏联风
格，车厢空调稍弱。站内不设大量商店。每程2UAH，须先从站内售
买处或购币机购代币投入闸机后进站台，亦有储值卡。进闸后区域按
规不可拍照。运营时间：每日06:00-00:00。

巴士
哈尔科夫城市中运营的皆为单层巴士，每程2UAH，乘客登车后交
钱予司机或售票员取票后，自行在车票撕缝，或用车内的打票机注
销车票，证明车票已用。不过既有地铁，除非有必要，或想享受巴
士风情，不一定要乘搭。

电车及无轨电车
电车和无轨电车跟巴士相像，但因架空电缆和路轨所限，可到的地
方较受限制。每程1.5UAH，车费和购票方式与巴士一样。

小巴
苏联式小巴主要行走固定路线，体积比巴士少，每辆可坐20至30
人，带行李登车难度稍高。每程2.5至3UAH，司机和售票不会主动
提供车票，乘客登车时以现金支付车费即可。

TAXI
出租车车顶会有黄色灯罩，顶灯为黑色方格图案。一般来说，电话
叫车较有保障。固话叫车电话：15-56、15-02、15-61及
15-73。
机场的士(办事处在机场而已)电话：+380-57-7277727

★ 餐饮 

胖子屋 Пузата Хата (Puzata Khata)  见地图C标识 
“胖子屋”是乌克兰其中一间大规模的连锁半自助餐厅，提供乌克
兰食物，包括基辅炸鸡、红菜汤、炒土豆块等，亦设色拉和甜品。
价钱相宜。
哈尔科夫市中心的分店地址：2 Sumska Street，地铁蓝线历史博
物馆站出口东北的十字路口。
营业时间：08:00-23:00
www.puzatahata.com.ua

Жили-Были Zhuli-Buli 见地图C标识 
这家叫“从前”的也是半自助餐厅，位于自由广场的东南角，紧邻苏
姆斯卡大街路旁，为半地下餐厅，每个用餐区域呈现不同颜色，表现
出不同风格，主要提供的乌克兰式菜肴，沙拉等会按照重量收费。
地址：37 Sumska Street，就是在自由广场的东南方小楼一楼南侧。

Гостиная Gostinaya 见地图C标识 
还是Sumska Street，44号，在舍甫琴科公园和塑像对面，24小
时营业，有人说奄列不错。
电话：+380-57-7007716

Бухара Bukhara
这家乌兹别克菜馆在普希金街32号(Пушкінська.вул)的小公园旁，

从地铁绿线Арх.Бекетова站出站后，在站外小公园接邻的普希金街

向东南(右方)走即可到达。餐厅备有烤肉、手抓饭、水烟和英语餐
牌。人均消费约150UAH。
电话：+380-57-7162045。

★ 住宿

市内酒店约四十多家，分布市内各地，包括市中心和金工球场一

带，青年旅舍五家以内，选择不算很多。于欧洲杯举行期间，房价

较贵，旅客也可考虑近舍甫琴科街Шевченка.вул的私营球迷营。

http://booking.uz.gov.ua/en/
http://booking.uz.gov.ua/en/
http://www.eway.in.ua/en/cities/kharkiv
http://www.eway.in.ua/en/cities/kharkiv
http://www.eway.in.ua/en/cities/kharkiv
http://www.eway.in.ua/en/cities/kharkiv
http://www.puzatahata.com.ua
http://www.puzatahata.com.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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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称住在市内的沙发冲浪 (couchsurfing) 用户超过300名。

★ 购物

熊记糖果 Vedmedyk

宪法广场11至13号，地铁红线Радянська站出口外的熊记糖果，于

帝俄末年的1900年开张，装修仍具十九世纪风味。不过，当然备有

冷藏箱，否则不能卖冰激凌。

中心市场 Центральний ринок (Tsentralnyi Rynok) 见地图

C标识 
既可游览，又可购物。中央市场在洛潘河东岸，可选择搭乘地铁至中

心市场站(Центральний ринок)下车，除可看到新鲜的农产品外，据

说该处卖的皮货亦甚有名。

巴拉巴硕市场 Ринок Барабашова (Barabashova)
批发市场，未必为奇，但面积够大的话(75公顷)，又能否教你感兴趣？
这市集位于市区东北方，贴近地铁站，交通方便得很。甫从地铁站上地
面，就可见到一堆卖土耳其式旋转烤肉的小店，然后是大量成衣批发
铺。若见到东亚脸孔，毋需奇怪，盖不少越南侨民都在此谋生，据说这
市集也因此有水平不俗的越南食店。市集甚大，小心迷路。

地址：Amurska Street, Kharkiv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蓝线至Академіка Барабашова站，出

站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07:00-15:00；周一白天休息；周一及四设批发夜市：

19:00-22:00

★ 医疗

在欧洲杯期间，以下三所医院会负责欧洲杯有关的医疗工作：

区域临床医院 Обласна клінічна лікарня (Regional clinical 
hospital)(主力紧急情况)

地址：13 Prospect Pravdy, Kharkiv (在球迷专区以北约100米)

电话：+380-57-7050187；+380-57-7003688

市立临床救急医院 Міська клінічна лікарня швидкої та 

невідкладної медичної допомоги ім. проф. О.І. Мещанінова
(City clinical hospital of quick and emergency aid of Pr. 
O.I. Meshhaninov)

地址：3A Balakireva Lane, Kharkiv

电话：+380-57-7153339，+380-57-3430744

市立第十七马雷舍夫临床综合医院 

17 клінічна багатопрофільна лікарня Д П завод 
ім .Малишева
(City clinical multisectoral hospital № 17 of V.A.Malyshev 
plant State Enterprise)
地址：195 Moskovsky Aveune, Kharkiv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马雷舍夫站东北约250米)
电话：+380-57-7385042

利沃夫 Львів Lviv
★ 城市简介 
西部大城，也是乌克兰的“狮子城”，靠近波
兰，曾受波兰统治。说它乌克兰，因为它是建
城逾750载的文化重镇，说乌克兰语人口的比
例比东部或南部高；说它不乌克兰，或因为它
缺少其他地方常见的东正教堂。虽然如此，市
内的红菜汤和西里尔字母招牌标志，跟乌克兰
其他地方没有两样。会举行三场B组小组赛。

★ 坐标
利沃夫是个丘陵城市，旧城以南以北都有小山丘，汽车经过就能感
受到。旧城是游客爱流连之处，欧洲杯场地和长途汽车站在旧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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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铁路总站在旧城以西，机场在旧城西南，旧城东面则有此
        城名胜之一Lychakiv坟场。

★ 景点 

市集广场 Площа Ринок (Rynok Square) 
市集广场在14世纪下半时出现，已超过600年历史，见证过不少波
兰和乌克兰的历史事件。广场中央是市政厅，广场四周有不少富特
色的古典建筑物，包括门牌4号的“黑屋”，门牌6号，内有意大利
式庭院的波兰国王行宫。

到达方式：自由大道舍甫琴科像以南的街道有电车途径，向东(转左)
走，经过拉丁大教堂后即见到市集广场的东南角。电车也会在广场
一带上下乘客。
波兰国王行宫开放时间：10:00-17:30；周三休息
波兰国王行宫门票：成人8UAH；儿童3UAH；
意大利式庭院门票：2UAH/人；摄影票20UAH/人
门牌24号，是俄国彼得大帝曾住过的房子等。东北方有药物博物
馆。现在这里虽不见市集，却是游客探索利沃夫旧城的热门起点，夏
天常见露天咖啡座，还有身穿十九世纪民族服装的年轻女糖果小贩。

市政厅 Ратуша (Town Hall) 见地图D标识 
市政厅居市集广场中央。可以说，有了市集广场，就有市政厅。现
在的市政厅于十九世纪重建，其四个分别有四个希腊罗马神祇：狄
安娜、尼普顿、阿多尼斯和安菲特里忒的雕像。市政厅中央是钟
楼，游客只要付5UAH，就可登梯，途经钟楼大钟的机器，到塔顶
饱览利沃夫风景。
地址：1 Rynok Square, Lviv
到达方式：与到达市集广场的方式相同。
开放时间：09:00-17:00；周六、日11:00-19:00；周一不开放
门票：5UAH/人

拉丁大教堂 Латинський собор (Latin Catherdal) 见地图D
标识 
拉丁大教堂正名是圣母升天大教堂，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哥
特式建筑，后加上巴洛克风格，于1405年启用。在苏联统治期间，
这座教堂仍准举行弥撒，逃过变成博物馆的命运。

地址：1 Katedral’na Ploshcha, Lviv
到达方式：拉丁大教堂在市集广场西南，北边见电车轨。
开放时间：07:00-19:00
门票：3UAH/人(规定不得拍照)

波炎家族小堂 Каплиця Боїмів (Chapel of the Boim 
family) 见地图D标识 
如不少欧洲教堂一样，拉丁大教堂外本是一片坟地。邻近拉丁大教
堂的波炎家族小堂，于十七世纪初建成时，本有同时成为家族成员
葬身处的功能。后来坟地他迁，小堂留在原地，到了今天，小堂外
墙和里边的密集雕刻，依然吸引访客的目光。
地址：1 Katedral'na Ploshcha, Lviv
到达方式：小堂在拉丁大教堂东南方。可从市集广场西南角通往南

方的Галицька.вул街走过去。

开放时间：10:00-17:00；周一休息
门票：成人10UAH；儿童5UAH
电话：+380-32-2744047

道明会教堂及修院 Домініканський костел і монастир
(Dominican Church and Monastery) 见地图D标识 
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希腊天主教堂，于十八世纪中叶启用，绿拱顶，
正门上刻有拉丁文。俄国彼德大帝就在这里与波兰签下同抗瑞典的
盟约。苏联时代这里曾被作为档案馆、职业学校，以及宗教与无神
论博物馆。教堂东南的小广场长年是二手书市，或可淘到纪念品。
南面有东正教圣母升天教堂。
地址：1 Musenia Ploshcha, Lviv
到达方式：从市集广场东北角的横街走一个路口，就到道明会教堂

正门。教堂西面的Підвальна.вул街，有电车和多线公交车途经。

开放时间：10:00-17:30
门票：免费

利沃夫武库 Міський арсенал (Lviv Arsenal) 见地图D标识 
沿道明会外广场向南走，会看到一段城墙，以及红色外墙内的利沃
夫武库。武库于1555年建成，绝对比伦敦的阿森纳足球队早出现。
作为城防一部份，就难免曾受重创，这里还曾作过奥地利帝国的监
狱。现时此处是兵器博物馆，外有铁匠现打兼售卖金属纪念品。
地址：5 Pidvalna Street, Lviv
到达方式：从市集广场东南角沿电车轨向东走两个路口转右，当中
会途经东正教圣母升天教堂。
开放时间：10:00-17:30；周三休息
门票：成人8UAH；学生及儿童3UAH
电话：+380-32-2727060

利沃夫城堡 Високий замок (Lviv High Castle) 见地图D标识 
利沃夫全城最高点(413米)曾建有城堡。现存的废堡建于1362年。
不消说，城堡日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伤痕累累。直到1869年，统
治利沃夫的奥地利人把城堡拆除，只余一段南墙。从这里回望市政
厅钟楼，应有另一番风致。
到达方式：从自由大道或市集广场向北走，都会碰到电车轨，那就

是Вул.Івана Гонти街。转右(向东)，见到分岔路时向左边上山的一

条路走，再见到路口时，向左稍微下山的一条路走，走到下一个路
口时转右上山，就会进入城堡公园的范围。

库舒尼卡歌剧及芭蕾院 Театр опери та балету імені 
Соломії Крушельницької (Opera and Ballet Theatre of 
Solomiya Krushelnytska) 见地图D标识 
通称歌剧院，在自由大道的北端，1900年落成，当时利沃夫是奥匈
帝国领土。建筑是文艺复兴加巴洛克风格，光看外墙建筑已觉不俗。
传说歌剧院的波兰建筑师Gorgolewski，因为知道自己的技术敌不过
歌剧院下面河道的拉力，令歌剧院沉降，上吊而死，之后剧院就稳下
来。事实虽非如此，却也添上一抹悲剧色彩。于欧洲杯比赛举行的三
晚，剧院没有表演，期间各天依旧上演歌剧和芭蕾舞剧。
地址：28 Svovody Prospekt, Lviv
到达方式：与前往球迷专区的方式相同。
门票：由25UAH到125UAH/人不等，视乎坐的是包厢，堂座和座
位的位置。
电话(票房)：+380-32-2356586；+380-32-2601360
opera.lviv.ua/en/

Lychakiv墓地 Личаківський цвинтар (Lychakiv 
Cemetery) 
生时包容，死后亦然。到利沃夫去支持爱队胜出的同时，看墓地或

http://opera.lviv.ua/en/
http://opera.lviv.u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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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不吉，但这墓地既是此城名胜，错过了也见可惜。墓地始于
       1787年，葬的很多是城中不同民族的知名人物。利沃夫歌剧院
的建筑师Gorgolewski，和乌克兰知名文学家Ivano Franko(国立利
沃夫大学以其名命名)都长眠此地。刻罗马字的天主教墓碑旁，就可
能有个刻西里尔字的苏联时期墓碑。墓碑样子各异，难教来者不一一
细赏。坟场一角是利沃夫保卫战士(保的是波兰国土)墓园，旁边就是
乌克兰独立军墓园。
地址：33 Mechnykova Street, Lviv
到达方式：在Pidvalna街道明会广场左方的电车站乘向南走(右方)的
7号电车，在第四个站下车，继续向前走到丁字路口右转进入

Вул.Мечникова街，约走300米即可到达坟场正门。

门票：成人10 UAH；儿童5UAH；摄影票5UAH / 人
电话：+380-32-2755415

啤酒博物馆 Львівска Пивоварня (Brewing Museum)
俗话说：利沃夫有三宝，啤酒、咖啡、巧克力。三者都很欧洲。利沃

夫啤酒(Львівське)始自1715年，现时营销到乌克兰全国范围。来到

利沃夫，不妨一看，展览上溯至古埃及的啤酒，参观后可品尝啤酒。
地址：18 Klepanvska Street, Lviv

到达方式：在Підвальна.вул街道明会广场左方的电车站乘向北走(左

方)的7号电车，在第二个站下车，然后在路口右转(向北)进
Klepanvska街后前走约400米。
开放时间：10:30-18:00；周三休息
门票：15UAH/人
电话：+380-32-2948065
www.lvivske.com

★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官方)
地址：1 Rynok Square, Lviv (即市政厅)
到达方式同市政府
开放时间：五月至九月，周一至周五：10:00-20 :00；周六 
10:00-19:00；周日：10:00-18:00
电话：+380-32-254-6079 
另外在铁路总站售票大厅也有游客中心；欧洲杯举行期间，机场亦设
游客信息点。
tic@city-adm.lviv.ua
lviv.travel/en/index

邮局：1 Slovats’koho Street, Lviv(旧城西南方)

营业时间：09:00-17:00；星期六日休息

地址：43 Rynok Square, Lviv(市政厅北面，右方有希腊餐厅)

Wifi：利沃夫以下各处提供15分钟免费的wi-fi上网服务：自由大
道、歌剧院前地和市集广场。登入网络为hotspot、hotspot1和
hotspot2。

★ 城际交通

✈利沃夫基利茨基国际机场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аеропорт «Львів» 
імені Данила Галицького，(Lviv Danylo Halytskyi 
International Airport / 代码LWO)
机场现已扩建完成，以待欧洲杯旅客。机场位于市西南方，有直航机

往基辅(每天至少三班)、华沙、弗罗茨瓦夫(每周两班)、德国多蒙
特、慕尼黑、莫斯科、布拉格、维也纳和伊斯坦布尔等地。
到达方式：从机场可乘无轨电车9号或小巴48号到市中心。
利沃夫机场的网址：www.lwo.aero

★ Tips： 免费公共交通 

持票球迷如于比赛日当天至第二天中午乘搭由Львівелектротранс 
(Lvivelektrotrans)经营的公共交通工具，可免费乘车。

铁路

利沃夫铁路总站 Львівський залізничний вокзал      
(Lviv Railway Terminal）
利沃夫的火车总站于1904年落成，具新艺术建筑风格，有蓝色拱
顶，与蓝天白云甚合衬。位于市中心西面。
到达方式:从自由大道南方的电车轨向右(西方)走，就走进

Городоцька.вул街。在见到的第一个电车站乘9号电车到终站。从

火车站到市中心的话，就坐相反方向的9号电车。
订票网站：booking.uz.gov.ua

★ Tips：利沃夫开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火车 
哈尔科夫：每天17:15发车，翌日11:10到；
顿涅茨克：每天17:38发车，翌日16:24到；
基辅：每天16班或以上，约五至十小时；
波兰弗罗茨瓦夫 Wroclaw：每天07:10发车，同日21:18到

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总站 (Aвтовокзал) 在欧洲杯球场利沃夫竞技场以北。

到达方式：与前往利沃夫竞技场的方法相若。

★ Tips：利沃夫往欧洲杯各比赛大巴
基辅及基辅鲍里斯波尔(BSP)机场：每天19:30发车，翌日05:00左
右抵达基辅；
波兰华沙：每天四班，其中两班停铁路总站，车程约为十一小时；
波兰弗罗茨瓦夫：每天17:00发车，翌日06:30左右到。

★ 市内交通
虽然没有地铁，但市内仍有巴士、电车、无轨电车、小巴和的士等
公共交通工具。利沃夫电车已有118年历史。
可登陆利沃夫公共交通网址查询：www.eway.in.ua/en/cities/lviv

巴士
利沃夫运营的都是单层巴士，新的空调巴士不少。每程2UAH，乘
客登车后交钱予司机。如车厢拥挤时，你可能需要在司机和后方乘
客之间帮忙传递后方乘客的车费。

电车及无轨电车
电车和无轨电车跟巴士相像，但因架空电缆和路轨所限，运营范围较
受限制。每程1.25UAH，乘客登车后交钱予司机或售票员取票后，
自行在车票撕缝，或用车内的打票机注销车票，证明车票已用。

小巴
苏联式小巴主要在已有的固定路线上行驶，体积比巴士小，每辆可
坐20至30人，带行李登车难度稍高。每程2UAH，司机和售票不会
主动提供车票，乘客登车时以现金支付车费即可。
  

http://www.lvivske.com/
http://www.lvivske.com/
mailto:tic@city-adm.lviv.ua
mailto:tic@city-adm.lviv.ua
http://lviv.travel/en/index/about_lviv/tourist-information/infocenter
http://lviv.travel/en/index/about_lviv/tourist-information/infocenter
http://www.lwo.aero
http://www.lwo.aero
http://livepage.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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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way.in.ua/en/cities/lviv
http://www.eway.in.ua/en/cities/l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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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利沃夫的出租车车顶会有黄灯罩，罩上画有黑色方格图案。一
般来说，电话订车的士较有保障。
订车电话：+380-32-2430808(Ecomon Taxi)、+380-32-2446086 
(Express)、+380-32-2420972(Navigator)、+380-67-9081081(Radio 
Taxi)等。
 
 ★ Tips：比赛日交通安排
持票球迷如于比赛日当天至第二天中午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可免费乘
车。而在比赛日，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会运作至翌日02:30止。

★ 餐饮 

胖子屋 Пузата Хата (Puzata Khata)
还是"胖子屋”，乌克兰其中一间大规模的连锁半自助餐厅，里面的

装修为乌克兰传统农家风格，也卖饺子，包发与中国式的略有区别，

皮比中国厚(其实是乌克兰饺子的特色，不限此店)，经常以沾以酸奶

油或各种果酱搭配。

地址：利沃夫市中心的分店在12 Sichovykh Striltsiv Street(自由

大道南面电车路向西走两个路口后转右)，

营业时间08:00-23:00。
www.puzatahata.com.ua

Криївку Kryjivka
乌克兰独立军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活跃，为的是独立建国。乌克兰
1991年正式独立后，反苏，又跟纳粹关系理还乱的独立军，则视为
独立英烈，而这家独立军主题餐厅，也在乌克兰文化深厚的利沃夫开
设。进店之前顾客要答口令，看门者说"Slava Ukraini"(荣耀归于乌
克兰)，客人就要答"Heroyam slava"(荣耀归其英雄)。餐馆位于地
库，装修如同游击队木屋，置木桌木椅。饮食俱用铝杯铝盘盛载，另
添风味。备英语餐牌，兼售主题纪念品。一汤、一主菜、一甜点的午
餐，约需花费70UAH。
地址：14 Rynok Square, Lviv
到达方式：在市集广场南端，靠近电车轨。
营业时间：24小时营业，年终无休
电话：+380-32-2546118
网址：www.kryjivka.com.ua

Гарбуз Garbuz
怪模怪样的铁门背后，是家以南瓜和砖墙装饰的半自助餐厅。买了饮
食，可在柜台前的散座享用，亦可上楼坐雅座，途中见模型南瓜。晚
上卖酒，饮食是常见的乌克兰风味。一汤一主菜一饮品，约需花费
45UAH。
地址：15 Ivana Franka Street, Lviv
到达方式：在市集广场东南角向南走约350米，再遇电车轨时，人已

在Вул.Івана Франка街。

营业时间：周一至五10:00-23:00；周六11:00-23:00；
               周日12:00-23:00
电话：+380-32-2255151
www.garbuz.lviv.ua

自由大道东边的小餐厅

在自由大道舍甫琴科像的东北边，有一两家看似临时建筑的小食餐

厅，饮品汽水啤酒俱备。曾好奇买了鱼块加土豆块一碟吃吃看，堪可

止饥，20UAH，比英式炸鱼薯条廉宜多了。

Амадеус Amadeus
无论装潢和餐食，Amadeus都是素质极高的。在富有十九世纪末风
情的内堂，随便点一前菜、一主菜、一甜品，送来的是附松子的色
拉，烧得不坏的牛肉条，还有混入浆果的苹果饼，加味浓的香草冰
激凌球。大约需花费170UAH，物有所值。
地址：7 Katedral'na Ploshcha, Lviv
到达方式：在波炎家族小堂南面不远处。
营业时间：10:00-23:00
电话：+380-32-2615022

蟠桃 Пан Тао (Pan Tao)
虽然有汉字名、桌椅和中国风服务员制服，但既卖北京烤鸭又卖寿

司刺身和面豉汤，不宜对这东亚餐馆期望过高。中式主菜由40UAH

起，寿司由30UAH起

地址：28 Kryms'ka Street, Lviv

到达方式：在道明会广场旁的公车站乘向南走的37号或46号小巴，

在第五个站下车，然后在同一条行人路回头走约200米，在第一个

路口左转，前方岔路口的多层大厦就是蟠桃所在。
营业时间：11:00-23:00

电话：+380-32-2257740

www.pantao.com.ua

★ 住宿 

到了自由大道或市集广场，不难见到旅馆和青年旅舍。市中心是游客

热点，也是各等旅馆和青年旅舍的集中地，房租丰俭由人：欧洲杯期

间青年旅舍床位每晚由100UAH起，旅馆房间每晚由500UAH起。

另有两个球迷营设在市内。报称在市内的沙发冲浪客户口约350个。

★ 购物

Львівська Майстерня Шоколаду 巧克力店 见地图D标识 
在这家店里，您可以品尝到浓香的巧克力，并观看制作巧克力和成

品巧克力，也可以直接购买巧克力。店堂至少占地两层，楼下是巧

克力馆楼上是成品店，成品店中央放了座白巧克力制的利沃夫市政

厅。手工艺品虽好，但不如也买一点乌克兰的甜回家送人。

地址：3 Serbs'ka Street, Lviv

到达方式：市集广场东南角向南的街道就是Сербська.вул街。向南

走一下就会见到。

营业时间：每天09:00-22:00
电话：+380-50-4306033

chocolate.lviv.ua

Опера Пасаж Opera Passage 见地图D标识 
这是家紧临自由大道东缘的五层商场，商场内出售包括时装、化妆

品、饰品等商品。也许商场内设有的超级市场和食品店，会教你更

有兴趣。

地址：27 Svobody Prospekt, Lviv

到达方式：在自由大道南行线旁，也在歌剧院西南，舍甫琴科像西北。

开放时间：每天10:00-21:00

电话：+380-32-2452036

www.operapassage.com

 

http://www.puzatahata.com.ua/eng/
http://www.puzatahata.com.ua/eng/
http://www.kryjivka.com.ua
http://www.kryjivka.com.ua
http://www.garbuz.lviv.ua
http://www.garbuz.lviv.ua
http://www.pantao.com.ua
http://www.pantao.com.ua
http://chocolate.lviv.ua/index.php?page=1&cid=1&language=2
http://chocolate.lviv.ua/index.php?page=1&cid=1&language=2
http://www.operapassage.com/en/
http://www.operapassage.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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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涅茨克 Донецьк Donetsk 
★ 城市简介 
四城之中数它最年轻(1869年建城)，又称
“百万玫瑰”城。除了玫瑰，创城的商人
John Hughes，还有城外的众多煤矿和足
球，都教人联想到纬度北一点的英格兰和
韦尔斯。乌克兰富商Akhmetov投进资金，
令此城的足球劲旅萨克达(Shakhtar，意译
“矿工”)锦上添花，也为此城带来漂亮的足球场：顿巴斯竞技场，
有三场小组赛，一场八强赛(半准决赛)和一场四强赛(准决赛)会在这
球场举行。

★ 坐标
顿涅茨克算是平原城市，顿巴斯竞技场在市中心西北角，铁路总站

在市中心东北，铁路总站的北面是机场。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是贯

穿市中心的大街，沿途有布卡撑杆像、仿莫斯科大铜炮、东正教大
教堂，和列宁像等。

★ 景点 

顿巴斯竞技场 Донбас Арена (Donbass Arena) 见地图E标识 
远道来到顿涅茨克看球，不应只顾球赛，却忽略球场本身。萨克达队

的博物馆入口就在顿巴斯竞技场南正门，展品都跟球会的辉煌历史
有关，如球会老照片、球衣、球鞋、奖杯，包括未改制的最后一届
欧洲足协杯(今称欧洲联赛)、以及球员足印等。球队亦办球场导赏
团，比赛日只提供上午的球场结构导赏团，非比赛日则有可参观球
员更衣室、球员进场道和记者招待室等的全面导赏团。估计萨克达
球迷更会对博物馆隔壁的球会精品店产生兴趣。
到达方式：参看上文。
开放时间：
博物馆：每天10:00-19:00；如当日有比赛，则在比赛前一小时闭

馆。闭馆前40分钟停止售票

导赏团：每天11:00-17:00，每小时一团；如当日有比赛，比赛前

六小时起无团。出发前5分钟停止售票

每月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一休息

         ★ 安全
        利沃夫是游客大城，市民惯见游客，不过一般的旅行者防盗法还是
合用的。

★ 医疗应急

于欧洲杯期间，利沃夫有七所医院划拨为服务外国人的医院，包括：

市立临床急救医院 Міська клінічна лікарня першої медичної допомоги 
(Municipal Clinical First Aid Hospital)，医院位于市中心北面。
地址：9 I. Mykolaychuka Street, Lviv
电话：+380-32-2527590

利沃夫铁路临床医院 Клінічна лікарня Львівської залізниці 
(Clinical Hospital of Lviv Railways)，医院位于国立利沃夫大学西

北约100米，自由大道以西
地址：5 Ivana Ohijenka Street, Lviv
电话：+380-32-2264308

St. Paraskeva医疗中心 St. Paraskeva Medical Centre Медичний 
центр Святої Параскеви ，医院位于市中心北面，比市立临床医院更

接近市中心，外墙徽号见圣女剪影。
地址：7 Zavods'ka Street, Lviv
电话：+380-32-2954000

二十四小时营业药房
D.S.
地址：19 Halyts'ka Street, Lviv
到达方法：从市集广场西南角向南走，第二个路口即见。沿途过波
炎家族小堂。
电话：+380-32-27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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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

         博物馆：成人30UAH；儿童15UAH

全面导赏团：成人75UAH；儿童、老人、学生35UAH(已包括博物

馆入场费用)

球场结构导赏团：成人60UAH，儿童及老人30UAH
电话：+380-62-3888883

博物馆：shakhtar.com/en

导赏团：donbass-arena.com

布卡撑杆像和列宁像
记得男子撑捍跳好手，屡破世界纪录的“鸟人”布卡(Sergei
Bubka)吗？他虽是附近州份人氏，但在此城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正门

外，就有他撑捍备跳造型的像 见地图E标识  旁边玫瑰自是不缺。

从此乘2号公交车或无轨电车沿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南下，经过独立

后重建的基督显圣容大教堂和六个十字路口后，就到市中心的列宁
广场。这广场的列宁像 见地图E标识  头戴便帽，眼望前方，如准
备向矿工同志们演说。

地址：布卡撑杆像在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和Миру проспект路交

界以北约100米。南面约一公里就见列宁像，两座像都邻近

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

市政厅

铁艺公园 Парк кованих  фігур (Park of Forged Figures) 
见地图E标识 
顿涅茨克的市政厅在布卡撑杆像西南方。大楼前地有棵铁铸的玫
瑰，旁有一尊莫斯科大铜炮的铁铸仿制品。此炮由莫斯科于2000年
送赠，以回报顿涅茨克送来的铁棕榈仿制品。如想看多些铸铁艺术

品，可向西走一个路口到Університетська вулица街，看看大楼后

方的铁艺公园。

顿涅茨克以钢铁业闻名，有一个铁艺公园不令人意外，教人惊喜
的，是铁匠锻造各式奇特铁像的心思。他们造的铁花铁树和铁像，
跟真花草树木在园内并存。

市政厅地址：98 Artema Street, Donetsk

顿涅茨克州历史博物馆 Донецкий областной 
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й музей (Donetsk Oblast History Museum)
从顿巴斯竞技场西出口广场向北走约200米，就可到达州历史博物
馆。博物馆于1924年，秉承苏联式历史博物馆的格调，从史前到现
在的变化都力图包括，建城史、采矿史和工业发展史亦没忽略。展
品有猛犸骸骨。

到达方式：与前往顿巴斯竞技场的方式相同。
开放时间：10:00-18:00；周一10:00-16:00；周二休息
电话：+380-62-3110757 ；+380-62-2553474
www.donmus.ru

★ Tips： 盐矿和亚速海海滨
若把顿涅茨克和英格兰和威尔士相提并论，不妨再加两点：盐矿和不
远处的海岸。在顿涅茨克东北面约100公里，离地面300米深的
Soledar盐矿，除继续生产岩盐外，现时也供游览和疗养用途。顿涅
茨克南面约100公里处是亚速海海滨，此处是苏联时代的度假胜地。
顿涅茨克市内有旅行社提供有关的旅行团，有兴趣者不妨咨询一下。

★ 实用信息
邮局：72 Artema Street, Donetsk(市内大街，市中心列宁像广场

西南角)

★ 城际交通

机场

✈顿涅茨克普科菲夫国际机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аэропорт 
«Доне́цк» имени Сергея Прокофьева (Donetsk Sergey 
Prokofiev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代码DOK)，位于顿涅斯克城
市北方，有直航机往基辅鲍里斯机场(每天至少三班)、华沙(除周二
外，每天最少一班)、慕尼黑、莫斯科、布拉格、维也纳和伊斯坦布
尔等地。

到达方式：如从球迷专区出发，可在专区南边的Стадіонна вулица
街一直向左(东南)走，看到电车轨后横过马路，转右，在第一个公车
站乘25号公交车或小巴，在第24个站下车，需时约35分钟。人在

市中心的话，则可走到大学街Університетська вулица乘25号公交

车或小巴。于顿巴斯竞技场西边的电车路，先乘1号电车，在第8个
站下车，向东望会见到一个巴士站。在此乘向北的5号公交车，看到
航厦便下车。
www.airport.dn.ua/en

火车

火车总站 Вокзал
为迎接欧洲杯，位于市中心北面的铁路总站已在2012年5月完成扩建。
订票网站：booking.uz.gov.ua/en
到达方式：如从球迷专区出发，可在专区南边的体育场街

Стадіонна вулица一直向左(东南)走，看到电车轨后横过马路，转

右，在第一个公车站乘37号公交车或小巴，在第21个站下车。

在市中心则可于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乘向北的2号公交车或无轨电

车。而在顿巴斯竞技场的话，就可在球场西面的电车轨乘向北的1号

电车，或继续向西走到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

★ Tips： 顿涅茨克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直通火车班次
哈尔科夫：每天三班，约四至七小时；
利沃夫：每天13:31发车，翌日13:03到；
基辅：每天三至四班，傍晚三班，约七至十五小时；
暂无直通火车往返于波兰四个比赛城市

长途汽车
顿涅茨克有至少两个常用的对外长途汽车总站。

长途汽车南总站 Південний автовокзал (Pivdenniy 
Avtovokzal) 在欧洲杯球迷专区。

到达方式：如从球迷专区出发，可在专区南边的Стадіонна вулица
街先向左(东南)走，看到岔路则左转，过人工湖畔不久就可看到南
长途汽车总站。在顿巴斯竞技场前往的话比较转折，要先右转(向

西)入和平大街Миру  проспект，走过两个路口后左转(向南)进大学

街Університетська вулица，在第一个公车站乘73A号小巴，在

第7个站下车，靠右向前行。73A号小巴在市中心一直沿大学街

Університетська вулица行驶。

http://shakhtar.com/en/club/museum/
http://shakhtar.com/en/club/museum/
http://donbass-arena.com/en/museumtours/generalinformation/
http://donbass-arena.com/en/museumtours/generalinformation/
http://www.donmus.ru
http://www.donmus.ru
http://www.airport.dn.ua/en/
http://www.airport.dn.ua/en/
http://booking.uz.gov.ua/en/
http://booking.uz.gov.u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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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ps： 顿涅茨克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直通大巴车次
         哈尔科夫：每天13:45发车，约19:35到；
基辅：每天19:15发车，翌日06:30左右到；每天20:00发车，翌日
08:00到；
并无大巴往波兰各比赛城市

西长途汽车总站(Западный автовокзал)
车站位于城市西北部，靠主路的一边是一片平坦，对外大巴班似乎
较多。

到达方式：如从球迷专区出发，可在专区南边的Стадіонна вулица
街一直向左(东南)走，看到电车轨后横过马路，转右，在第一个公车
站乘73A号小巴，在第28个站下车，需时约一小时。人在市中心或

顿巴斯竞技场的话，则可走到Університетська вулица街乘73A路

小巴。

★ Tips： 顿涅茨克往欧洲杯各比赛城市直通大巴车次
往哈尔科夫，每天三班，约五至七小时；
往基辅，每天五班，约十一至十四小时；
并无大巴往波兰各比赛城市

★ 市内交通
顿涅斯克市内建有地铁、巴士、电车、无轨电车、小巴和的士等公
共交通工具。市内公共交通信息可登陆下列网址查阅：
www.eway.in.ua 主要公共交通路线运营时间06:00-23:00。

巴士
顿涅茨克市内运营的皆为单层巴士，新的空调巴士不少。每程
1.5UAH，乘客登车后需支付现金向司机购票。乘客登车后交钱予司
机或售票员取票后，自行在车票撕缝，或用车内的打票机注销车票，
证明车票已用。

电车及无轨电车
电车和无轨电车跟巴士相像，但因架空电缆和路轨所限，可到的地
方较受限制。无轨电车多用新车行走。每程1.25UAH，乘客登车后
交钱予司机或售票员取票后，自行在车票撕缝，或用车内的打票机
注销车票，证明车票已用。

小巴
苏联式小巴主要行走固定路线，体积比巴士少，每辆可坐20至30
人，带行李登车难度稍高。每程2.5UAH，司机和售票不会主动提供
车票，乘客登车时以现金支付车费即可。

的士
的士车顶会有黄灯罩，罩上画有黑色方格图案。一般来说，电召的
士较有保障。订车电话(固网)：15-50(Voyage )、15-51 
(Transit)、15-52 (Aster)、15-54 (Blues)、15-61 (Don)等。

★ 餐饮
Liverpool Foodmarket
且慢，这非超级市场，而是市内某主题酒店的半自助餐厅。价钱与
其他半自助餐厅一样相宜，一样的乌克兰食物，但装修带点英国风
味，并须先购储值卡以付款。并设寿司吧。
地址：131-V Artema Street, Donetsk

到达方式：所有途经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市中心段的公交车和无轨电

车。酒店车辆出入口在基督显圣容大教堂以北的一座多层公寓一

楼，以披头四铜像为记。一般消费30-50UAH/人。

营业时间：07:00-22:00

电话：+380-62-3125488

liverpool.com.ua

Три толстяка  3 Tolstyaka

有说“三胖”是俄国菜餐厅，但小试一回，说它是家经济实惠的西
餐厅亦可。奶油蘑菇汤做的够味道。

地址：23 Pushkina Boulevard／17 Gurova Prospekt, Donetsk

到达方式：市中心列宁广场西北角对面是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地标

之一Donbass Palace酒店。横过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后，走进酒

店前的横路Просп. Гурова，在第二个路口前的建筑楼一楼有两家

食肆，较近路口的一家就是“三胖”。一汤、一主菜、一甜品晚餐
约为130UAH

电话：+380-62-3810401

ХИНКАЛИ Khinkali
Khinkali主力经营高加索菜，并集中于格鲁吉亚菜式，在乌克兰境

内有数家，顿涅茨克的分店设于普希金大道的公园区外。餐厅除室

内用餐区外，也有紧邻的帐下用餐区，内有水泉，颇有情调。一前

菜、一主菜、一饮品午餐约需花费100UAH。

地址：20A Pushkina Boulevard, Donetsk

到达方式：沿Просп. Гурова路走到“三胖”后，继续向前走，下

一个路口旁就是Khinkali。

营业时间：11:00-02:00

电话：+380-62-3817202

北京饭店 Пекин Pekin

接近球迷专区和南长途汽车总站的中式食店，中式装修，中式服务
员制服，“北京饭店”四个字朝向大街，不难找到。

地址：4 Stadionna Street, Dontesk

到达方式：在球迷专区南边的Стадіонна вулица街一直向左(东南)

走约200米，不要转进分岔路，然后循第一条斑马线横过马路，在

一幢八层公寓大厦的一楼，就可见到北京饭店。

营业时间：11:00-23:00

电话：+380-62-2662268

品味东方 Вкус Востока Vkus Vostoka
亦是中式陈设，店名和部份菜式的照片展于店外墙。比较接近顿巴

斯竞技场。

地址：6 Shevchenka Boulevard, Donetsk

到达方式：可在市中心列宁广场东南的公车站，乘向北的36号公交

车或小巴，在第二个站下车，那里正是舍甫琴科大道。十字路口可见

市徽。公车站对面可见餐馆。在顿巴斯竞技场西南角走进向南的вул.

50-річчя СССР街，走约600米后就到第三个十字路口，亦会见到市

徽。在这路口向左(东)转，在不远的六层大厦一楼就看到餐馆。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380-62-3051835

http://www.eway.in.ua/en/cities/donetsk
http://www.eway.in.ua/en/cities/donetsk
http://liverpool.com.ua
http://liverpool.com.ua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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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救护：103
匪警：102
火警：101
欧洲杯期间的一站式求助电话：112

★ 中国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基辅)
地址：32 M. Grushevskogo Street, Kyiv

到达方式：从地铁红线军器厂站(Арсенальна)出站后右转(向西

北)，首先会见到一座红色小楼，继续前走二百多米，就会到第一个
十字路口，左前方会见到一道蓝闸门，过点儿是红砖栏，后面的蓝
白大宅就是中国大使馆。
工作时间：领事部接待时间：星期一、三、五09:00-11:30。如遇
节日假日，则另行通知。
电话：+380-44-2533492
领事报案电话： +380-50-3550734
电邮：chinaembassy@kiev.relc.com
网址：ua.chinese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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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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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宿

       在欧洲杯赛事进行期间，酒店房间每晚由约400UAH起。青年

旅舍不多，只约三家，每晚约250UAH起。两个球迷营分别设在市

南面和西北面。球迷营每晚约100UAH起。报称在市内的沙发冲浪

客户口约190个。

★ 购物

中心市场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рынок (Tsentralnyi Rynok)
除萨克达球迷精品店外，想到的特色购物去处，却是菜市场。不消

说，菜市场可看民生点滴，可买本地农产，价钱不会太贵。菜市场

大楼内有些不坏的镶嵌画装饰，但不能教大楼躲过比外边摊档区冷

清的命运。

地址：6B Shevchenka Boulevard, Donetsk

到达方式：可从顿巴斯竞技场西南角沿电车轨南行约走500米，或
在西南角的电车站乘向南的1号电车，在第三或第四个站下车。在列

宁广场东南方的电车站，则乘向北的1号电车，在第二个站下车。

开放时间：日间开放，不设夜市。

电话：+380-62-3356596

★ 安全

顿涅茨克治安不坏，但欧洲杯期间外来访客较平日多，身为游客，

宜有在游客热点的警觉，特别是小心扒手。

★ 医疗应急

在顿涅茨克市的欧洲杯信息网站提到三家市内的主要医院，但未有指

明它们是否专门接收和诊治欧洲杯旅客。现将医院的资料简列如下：

市第一医院 Міська лікарня  № 1(City Hospital No.1)，医院位于

本市中心列宁广场西南角。沿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街走，在第三个十字

路口转左，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可见电车轨和正门；对面有玻璃幕

场大楼。

地址：57 Artema Street, Donetsk

地区创伤科医院 Обласна травматологічна лікарня 

(Regional Traumatology Hospital)，医院位于Артема вулица

街和Миру проспект路交界的以北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西北方。

地址：106, Artema Street, Donetsk

电话：+380-62-2553541

顿涅茨克州州立临床医院 Донецьке обласне клінічне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е медичне об’єднання (Clinical Territori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Donetsk Oblast)，医院位于市中心列宁

广场以西约一公里。

地址：14 Ilicha Prospekt, Donetsk

电话：+380-62-3127113

http://alldonetsk.info 

http://www.donetsk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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