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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日常对话

Ciao - 你好、再见                    Buona Sera - 晚上好
Buona notte - 晚安                   Arrivederci - 再会
Grazie - 谢谢                           Salute - 保重
Prego - 不客气                        Aiuto - 帮助 / 救命
Mi scusi - 抱歉                        Ladro - 小偷
Quanto costa ⋯? - 多少钱       Non fa niente - 没有关系
Buongiorno - 早上好(可用到太阳落山)
Come si chiama questo/a? - 这个叫什么？
Scusi，dove si trova il bagno? - 不好意思，请问哪里有卫生间？

★ 常见标识
Entrata/Uscita - 入口/出口               Metro - 地铁
Uomo/Donna - 男/女                       Biglietteria - 售票处
Deposito Bagagli - 行李寄存处          Bagno/WC - 卫生间
Tram - 有轨电车                              Treno - 火车
Fermata - 站                                   Stazione - 火车站

Duty Free-免税店：商店销售免税商品，无法享受退税

Tabacchi-烟草店：在意大利烟草店主要销售香烟及邮票，一般还会
销售车票、六合彩、税花税票、电话充值及一些附属的小玩意。一
些标有“24h”的烟草店在晚上关门后还有一个机器销售香烟，但
这个机器需要读取意大利的税卡才可以销售。

Farmacia-药店：意大利药店价格基本统一，非处方药随时可购买，
处方药需要家庭医生开具证明才可行，另还有夜间药店(Nottu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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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近几年意大利经济不景气，小偷特别多。安全起见，出门最好
把包背在前面。

★ 米兰火车站是比较乱的地方，单身女生尽量避免晚上去。

★ 坐地铁时，尽量避免坐拥挤的地铁，小偷做案基本2人以上成团，
在门口堵路，转移注意力，偷取你财物，在地铁门关上之前溜下地
铁，让你警觉后也追不上。

★ 小心Duomo广场上兜售鸟食和送五彩绳的人，逮到机会他们就会
敲诈你，卖鸟食的会趁你不备将鸟食放在你的手里，等鸽子将你围拢
时替你拍照后向你索要至少10欧；送五彩绳的就直接把绳子戴你手
上，然后向你要钱。

★ 米兰大部分商场是19:30关门，La Rinascente商场除外；专卖
店普遍都是19:00关门，也有一些是19:30关门。大部分餐馆中午营
业到14:30，中午有午休。

★ 进米兰Duomo大教堂注意着装，要求遮肩过膝衣服。

★ “最后的晚餐”需要提前2个月网络或者电话预定。

作者：Liviaxiao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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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米兰(意大利语：Milano)，意大利伦巴第大区(Lombardi)的首府,拥
有2000多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有着“经济首都”之称，现同中国上海为姊妹城市。提及米兰，女
生大多首先会想到“时尚”，而男生则会想到“足球”。米兰，一
座时尚之都，世界流行时尚的前沿阵地，这里的每一间精致橱窗都
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足球是米兰的另一个标志，米兰拥有2支历史悠
久的足球俱乐部：AC米兰(AC Milan)和国际米兰(Inter)。另外，
米兰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

经常有人说米兰没有太多值得参观的景点，只是购物的宝地。但其
实米兰的魅力并不仅在于此，米兰没有罗马的嘈乱，没有威尼斯的
拥挤，比佛罗伦萨有生活气息，是个会让旅行者感到舒适的城市，
来到米兰，你更会有在历史与时尚间不断穿越的感觉，一定是种美
妙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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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生活
做为经济之都，米兰人总是忙忙碌碌，经常在街上看到上班族站着
吃午餐。但无可非议他们更是懂得享受生活的，再忙也不会影响米
兰人的咖啡时间和夜生活。夜幕降临，你总能在街上的餐馆、咖啡
厅、购物中心看到活跃的米兰人，年轻人更是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去
附近的酒吧欢度时光(Happy Hour——点一杯饮料免费吃店里现有
的食物)。米兰人的生活相对比较富裕，一年中他们总会安排最少2
次的假期(8月及圣诞假期)，冬季的周末会到附近的山上滑雪，夏天
会到海边享受阳光，平日里你也会在街心花园看到悠闲的米兰人。
另外，时尚似乎是米兰人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总是穿着得体又有品
位，生活得十分精致。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 米兰大教堂 Duomo 见地图AB标识  
地处米兰市中心，是米兰的标志性建筑，世界第二大教堂、第一大
哥特式教堂，也是欧洲最大的大理石建筑，始建于1387年，历经
500年时间完成，教堂有135个大小尖塔，每个塔上都有一座雕
像，米兰大教堂也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整座教堂共有
大理石雕像6000多座，3159座位于建筑外部，其中2245尊是外侧
雕刻，顶端的圣母玛利亚雕像高4.2米，由镀金打造。1805年，拿
破仑曾在此加冕成为意大利国王。

地址：Piazza Duomo,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黄线M3)Duomo站；公车Duomo站。
开放时间：教堂：每天7:00-19:00(最后入门时间18:45)。
珠宝阁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7:30,周六:9:30-17:00；周日
及节假日：13:30-15:30。
庆典关门时间：考古区 (A r e a A r c h e o l o g i c a l ) ：每天
9:30-17:30(最后购票时间17:00)。
博物馆(Museo del Duomo)：目前因装修闭馆。
登塔时间：每天9:00-21:30(电梯关门20:30楼梯关门18:15，圣诞
节及 五一闭塔)。
门票：教堂免费，珠宝阁2欧/人，圣约翰洗礼堂4欧元/人；教师及
残疾人陪伴者免费；登顶电梯12欧；走楼梯7欧。
套票：电梯登顶+珠宝阁+圣约翰洗礼堂＝13欧；走路楼梯登顶+珠
宝阁+圣约翰洗礼堂＝10欧。
www.duomomilano.it

★ Tips： 购票地点
米兰大教堂的售票点在Duomo大教堂后的右边角上。

★ 大教堂广场 Piazza del Duomo 见地图B标识 

同等于米兰的市中心，广场的中央是曾经统一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
国王厄玛努埃尔二世的骑马铜像，北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厄玛努
埃尔二世拱廊，现为奢侈品商业街，东面即是米兰大教堂，东南是
教堂的博物馆。

地址：Piazza Duomo，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黄线M3)Duomo站；公车Duomo站。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

★ 厄玛努埃尔拱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见地图B标识  
是欧洲最漂亮的商业拱廊之一，建于1865年至1977年，上面是钢
架的彩色玻璃棚顶，两条交叉的长廊呈十字型，南北长198米，东
西长105米。

地址：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le, Milano
到达方式: 地铁(红线M1/黄线M3)Duomo站；公车Duomo站。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

★ 斯卡拉歌剧院 Teatro alla Scala  见地图B标识 
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1943年因遭空袭破坏，同年在旧址上重
建。歌剧院内部装饰华丽，西方人把这里视为圣地，从音响效果来
说是世界最好的剧院之一，世界著名的歌唱家都曾在此演出过，每
年剧院上演季节的开幕式在12月7日。门前是斯卡拉广场，广场中
间竖立着达芬奇的雕像。有关观看演出的内容请参见“活动”。

地址：Via Filodrammatici 2,20121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黄线M3)Duomo站；公车Duomo站
博物馆开放时间：9:00-12:30(最后进入时间为12:00),
13:30-17:30(最后进入时间为17:00)。
闭馆时间：12月7日，12月24日下午，12月25-26日，12月31日
下午，1月1日，复活节，5月1日，8月15日。
博物馆门票：6欧/人，学生2.5欧/人。
电话：+39-02-88-79-74-73
www.teatroallascala.org

★ 布雷拉美术馆 Pinacoteca di Brera 见地图B标识 
该美术馆收藏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及巴洛克时期的绘画作品，大
多数为伦巴第和威尼斯画家的作品及20世纪的现代艺术作品。

地址：Palazzo di Brera – Via Brera 28, 20121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黄线M3)Montenapolepne站/绿线M2Lanza站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30-19:15(最后售票时间18:40)；闭馆时
间：1月1号、5月1号、12月25及周一。
门票：6欧/人；18至25岁学生，3欧/人；18岁以下和65岁以上免
费；讲解器5欧(语言选择有：意大利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德语)
www.brera.beniculturali.it

★ 斯福尔扎城堡 Castello Sforzesco 见地图B标识  
斯福尔扎城堡是米兰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是米兰沧桑历史的见证。
在14世纪时由斯福尔扎伯爵作为城堡而建，而后成为斯福尔扎家族
的住所，整个城堡是方形平面的，有一个大公园，四周围有高墙。
现城堡被米兰市政府辟为博物馆，其中有应用艺术和乐曲博物馆、
考古博物馆、古代艺术博物馆，他的后门是和平门，是统治者费朗
西斯科改造得名的。

地址：Piazza Castello 3, 20121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Cairoli站；公车Castello站。
开放时间：城堡 冬季7:00-18:00，夏季7:00-19:00。
全部博物馆：周二至周日9:00-17:30(最后入馆17点)。
闭馆时间：周一、25/12、01/01、01/05、复活节。

http://www.duomomilano.it
http://www.duomomilano.it
http://www.teatroallascala.org
http://www.teatroallascala.org
http://www.brera.beniculturali.it
http://www.brera.benicultural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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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城堡免费，城堡博物馆3欧元/人；优惠价1.5欧元/人。      
    (针对65岁以上、政府员工、艺术学院的学生)；免费(针对18岁
以下的学生、博物馆系学生、导游等)。
套票：7欧元/人，包括城堡博物馆、应用艺术、自然历史博物馆、考
古博物馆等。
优惠票：3.5欧元/人，针对65岁以上、政府员工、艺术学院学生。
免费：针对18岁以下的学生、博物馆系学生、导游等。
www.milanocastello.it

★ Tips：不容错过的城堡博物馆
米开朗基罗的最后一件未完成作品《伦达尼尼的圣母哀痛耶稣》雕
像，正是收藏在城堡博物馆内。在城堡的后面是Parco Sempione
公园，有草坪、绿树、池塘野鸭⋯⋯是逛累了城堡之后非常好的休憩
之地。

★ 和平门 Arco della Pace 见地图A标识 
1807年拿波伦为了庆祝他的欧洲之战的胜利而兴建这座凯旋门，门
还没有完成修建，拿波伦就在滑铁卢中战败。战后1826年米兰统治

者费朗西斯科将凯旋门改名为和平门，门上方是一座手持橄榄枝的和

平女神青铜像站在有六匹马拉的战车上。

地址：Piazza Sempione, 20154 Milano

到达方式：公车Piazza Sempione站 (在斯福尔扎城堡后面，穿过

Parco Sempione公园就能看到)。

★ 圣玛利亚修道院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见地图B标识 
因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壁画而闻名，修道院为了保护壁画每天限制

人数参观，参观最好提前预订。

地址：Piazza Santa Maria della Grazie 2,20123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绿线M2)Cadorna站；公车Pza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站。

开放时间：修道院7 :00 -12 : 00，15 :00 -19 : 00；节假日

7:30-12:15；15:30-21:00。

“最后的晚餐”参观时间：周二至周日 8:15-18:45。

门票：修道院免费参观，参观最后晚餐票价6.5欧元/人；优惠票价
3.25欧元/人(18-25学生或者欧盟学生)；18岁以下65岁以上、艺

术系学生、建筑系学生、记者免票。如预定门票，以上票价(包括免

票)都需要加1.5欧预订费。

www.grazieop.it

★ Tips： “最后的晚餐”预定

需要提前2个月预定,一般都可以定3个月内的票。最后的晚餐预定网

站：www.vivaticket.it

★ 法理宫 Palazzo della Ragione 见地图B标识 

法理宫，建于1228年。在18世纪之前，法理宫主要用于执行米兰公

共行政事务。1773年，在奥匈帝国玛利亚·特雷西亚的指示下，法

理宫得到扩展。扩展后的法理宫主要用于存放司法档案。1866年至

1870年，建筑曾短暂作为米兰人民银行总部。之后，又重新作为司

法档案馆，直到1970年，现法理宫已经老旧，不可登楼。每逢佳节
时，宫下及周边是比较热闹的市集。

地址：Piazza dei Mercatini 1,20123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黄线M3)：Duomo站；公车：Duomo站

★ 圣安布罗斯教堂 Basilica di Sant'Ambrogio 

见地图B标识 
米兰城内最古老的教堂之一，由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建于
379-386年。所在的地区安葬了无数死于罗马迫害的殉道者。教堂
最初的名字是殉教者圣殿(Basilica Martyrum)。在接下来的几个世
纪，建筑进行数次修复和部分重建，1099年重建后形成目前的罗曼
式建筑外观。其小屋般扁平的立面是典型的伦巴第中世纪建筑。它有
两层凉廊，下层有三个拱，同等尺寸；上层有五个拱，随着屋顶有不
同的高度,米兰主教在此祝福在堂外的人们。

地址：Piazza Sant'Ambrogio 15, 20123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绿线M2)S.Ambrogio站。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2:00，14:30-18:00；周日 15:00-17:00。
门票：免费
www.basilicasantambrogio.it

★ 人骨教堂 San Bernardino alle Ossa 见地图B标识 
在17世纪，米兰人民为了纪念十七世纪初在瘟疫中去世的无辜儿童
而修建了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

地址: Via Carlo Giuseppe Marlo 4, 20122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黄线M3)Duomo站/红线M1 S.Babila
站；公车Largo Verziere站。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2 :00，13:00-18 :00；周六 
7:30-12:00；周日 9:00-12:00。
门票：免费 

★ 科莫湖 Lago di Como

科莫湖位于米兰以北50公里，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冰川湖，意大

利第三大湖，著名旅游和避暑胜地。科莫湖被周围的山川包围呈Y字

型，湖水清澈、群山秀美。最著名的景点是贝拉角bellagio和曾是电

影《星球大战》取景地的别墅Villa Del Balbianello所在地Lenno。
如果时间充足，从米兰坐火车到科莫镇，从这里可以乘游船游览湖

区，还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的小镇一览湖区美景，也可以预约乘坐水

上飞机在湖水与山川间穿行，是让人非常惬意和放松的好地方。

到达方式：可以在米兰北火车站(地铁红线M1 Cadorna FN站)坐火

车前往Como Lago站,来回车程2小时。

路线
★ 一日游路线推荐
米兰景点80%集中在Duomo大教堂附近，大教堂广场的北边是厄玛

努埃尔二世拱廊现为奢侈品商业街，穿过去就是米兰斯卡拉剧院；往

Duomo大教堂的东南方向走是人骨教堂；沿着大教堂广场西南方向

的但丁街Via Dante走是斯福尔扎城堡 Castello Sforzesco，城堡

后面是Parco Sempione公园和和平门。晚上可以到著名的蒙特拿破
仑大街 Via Montenapoleone、圣安德里街Via Sant'Andrea及斯

必伽街 Via della Spiga逛逛，感受时尚气息及米兰丰富的夜生活。

作者推荐

http://www.milanocastello.it
http://www.milanocastello.it
http://www.grazieop.it
http://www.grazieop.it
http://www.vivaticket.it/op=cenacoloVinciano
http://www.vivaticket.it/op=cenacoloVinciano
http://www.basilicasantambrogio.it
http://www.basilicasantambrogi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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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米兰中心火车站 Stazione Centrale

地址:火车站里面13/14站台前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8:0；周日及节假日 9:00-13:00，

14:00-17:00；关门时间: 25/12、01/01、01/05

米兰 Duomo I point

地址：Via Arcivescovado 1(在Duomo教堂的右后面)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8:45-13:00，14:00-18:00；周日及节假日

9:00-13:00，14:00-17:00；关门时间：25/12、01/01、01/05

城堡广场 Piazza Castello

地址：Piazza Castello 1(Via Beltrami转角,面对城堡的左边，前面

有铁轨道)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 -18 :00；周六9:00 -13 :30，

14:00-18:00；周日及节假日9:00-13:30，14:00-17:00；关门时

间: 25/12、01/01、01/05

★ 地图

在米兰一般的酒店可以领取免费的粗略地图，另外在信息中心拿到

免费的大致景点地图。

★ 电话

米兰现在很难找到投币式投卡式电话亭，所以如在意大利旅游时间

较长可办理一张本地电话卡。意大利目前有4大电信商及一个专门拨

打中国电话的天天电信。TIM、VODAFONE、WIND、3G，这4家

          优点：游玩米兰主要景点。

          缺点：不能好好细看米兰。

★ 二日游路线推荐

第一天：早上以Duomo大教堂为中心，游览包括厄玛努埃尔二世拱

廊、米兰斯卡拉剧院、人骨教堂等。然后沿着但丁街Via Dante前往

斯福尔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参观博物馆和和平门。往城堡

的西南方向走20分钟可到达圣玛利亚修道院Santa Maria delle 
Grazie看“最后的晚餐”(需提早2月预定)。在修道院门口坐16路有

轨电车前往圣西罗球场，然后再坐16路可以直接回到米兰Duomo大

教堂，登顶看米兰市景(傍晚时间最佳)。晚餐可以去米兰大运河区参

加欢乐时光餐。

第二天：按照大家的喜好，可以去米兰周边的Como湖区走走，下

午或傍晚回到米兰，爱逛街的朋友可在齐名纽约第五大道的拿破仑

大街 Via Montenapoleone、圣安德里街 Via Sant'Andrea及斯必

伽街 Via della Spiga逛街。或者在周末可以去球场看场球赛。

优点：悠闲地游览米兰。

缺点：会让荷包出血哦。 

公司是意大利主要的通讯公司，一般城市都会找到他们的受理点，

办理业务只需带上你的护照。

比较推荐TIM通讯公司，虽然各个公司都推出了0.02欧元/分钟拨打

中国电话的业务，但是TIM公司有以下优势：1.意大利最大的通讯公
司；2.覆盖整个意大利，信号较强；3.可以100%收到国内短信；4.

网络套餐非常优惠。现TIM公司推出一种专门往中国拨打电话的业务

叫tim senza limite international，目前拨打中国为0.02欧元一分

钟，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接通后另收接通费0.16欧元。另外TIM公司

还有一个上网套餐以一周为基准：250兆/2.5欧元一周或者500兆/

5欧元一周。

Daily Card 天天电信，是在意大利的华人发明的专门拨打中国的电

话卡，SIM卡跟以上相同，他的优点是专门拨打国内5欧可以拨打

250分钟及10欧500分钟，缺点是不能用于网络。

★ Tips：营业厅信息

米兰中心火车站一楼就有TIM及WIND的营业厅。

★ 网络

米兰公共场所一般都没有免费无线网络，但米兰市政府在米兰Duomo

大教堂区域及San Siro(圣西罗)区域设下免费无线网点(WiMi)给游客每

天1个小时的免费网络使用时长，操作方式如下：

1. 搜索WiMi。

2. 进入网页用手机号码注册，短信回复密码。
3. 用手机收到的密码登入无线网络。

★ 货币帮助

来意大利旅游最好在国内以每天50欧元至100欧元消费额换取一些

小额现金，一些小店跟景点还只能接受现金。

兑换
米兰火车站或者Duomo大教堂周边多处兑换点可以兑换，但是都需

要手续费。

银联

来意大利旅游，现在取欧元已不是问题，在意大利unicredit银行的

取款机上用银联借记卡就可以直接取款，一次最多500欧元，但是

同时可以操作多次，主要需要考虑国内银联卡境外取款的手续费。

刷卡

在米兰一般的商店都是可以刷Visa和Master信用卡的(除各别小店
外)。现为了吸引中国游客，一般大型的商场及奢侈品旗舰店都可以

直接刷国内银联借记卡。

★ 邮局 Poste Italiane 

付款跟寄收信件包裹的地方，不过因为现在烟店可以购买到邮票，

所以变得不是特别重要。在意大利寄明信片到国内是2欧元，寄到欧

盟其他国家是1欧元。大家可以填好写好后直接把信或者明信片扔进

邮局外面的红桶邮寄，左边为本市，右边是其他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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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米兰气候四季鲜明，夏季干燥，冬季多雨，但就算盛夏之际，气温
再高，到了阴凉处或室内还是很凉快的，夜间甚至会感到些凉意。
不同的季节来旅游，这里都充满了魅力。春秋两季是来悠闲度假的
最好时间。

★ 节日

元旦 Capodanno
1月1日。这天除了少许餐厅，一般景点跟商店都会关门。

主显日 Epifania
1月6日。传统节日，是纪念耶稣在降生后首次面世，一般景点及商
店都正常营业。

复活节 Pasqua
4月8日-4月9日。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日，象征重生与希望，是纪念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事迹，一般为2天的假期。除了奢
侈品的旗舰店外,大部分商店都正常营业。

意大利解放日和国庆节 
4月25日和6月2日。这两天是法定节日，米兰市中心及重要广场会
有大规模的游行，景点及商店一般都正常营业。

圣诞节 Natale
12月25日-12月26日。是一个传统节日，是耶稣降生的庆祝日，教
堂通常会在24日晚及25日凌晨举行夜弥撒。除了少部分餐厅，其他
都关门。

国际家具展 Salone Internazionale Del Mobile
2013年4月9日至4月14日。在米兰RHO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全球
家具业的奥林匹克盛会，届时家具、家居、建筑、服装、配饰、灯
具及设计专业人士都会涌向这里，其卫浴展为双年展。另外米兰市
中心还有很多外展(Fuori Salone)，一般外展都是免费入场观看的,
但有些展览是需要邀请函的，主要集中在米兰BRERA街、
TORTONA街、COMO街等等，今年国内著名的朱小杰的设计就搬
入了米兰TORTONA大街，外展非常值得参观。

地址： Fiera Rh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RHO站
票价：网络预订价20欧/单次；40欧/3次；52欧/6次。
售票处价：23欧/单次；45欧/3次；58欧/6次。另周六周日特价
36欧/两人单次；41欧/两大人+18岁下小孩。
家具展：www.cosmit.it

外展： www.fuorisalone.it

米兰时装周 Settimana della moda Milano

每年举办两次，分春夏时装周(9、10月上旬)和秋冬时装周(2、3

月) 。全球4大时装盛会之一的米兰时装周，奢侈品发布会、时装秀

都会同期举行。在米兰Duomo广场周边会有很多时装秀，大品牌的

时装秀普遍都需要邀请函，但在厄玛努埃尔拱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上的时装秀是免费观看的，虽然是小众品牌。时装周的米

兰橱窗也会特别精心打扮，看不成时装秀可以一饱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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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交通
★ 机场

✈ 马尔彭萨国际机场 Malpensa International Airport，MXP

马尔彭萨国际机场是米兰的主要机场，位于米兰以西，距市中心48

公里。分为2个航站楼:1号航站楼(Terminal 1)国内、国际航班在此

起降；2号航站楼 (Terminal 2)现为Easyjet航空公司专用航站楼。

轨道交通：

机场快线(Malpensa Express)往返马尔彭萨1号航站楼与米兰中心

火车站之间。

从米兰中心火车站(Milano Centrale)出发，车程55分钟。票价10

欧。运营时间：5:25-23:25，1小时一班。从机场出发运营时间：

5:43-22:43 ，1小时一班

从米兰北火车(Milano Nord Cadorna)出发，车程35分钟。票价 

11欧。运营时间：4:28-23:28，半小时一班。从机场出发时间运营

时间：5:26-00:26，半个小时一班

机场大巴：

往返马尔彭萨1号航站楼与米兰中心火车站之间。有两家运营公司。
Malpensa Bus Express, 车程50分钟。票价:成人10欧/单程；16欧/

往返；儿童 5欧/单程，运营时间：4:00-23:00，大致20分钟一班

Malpensa Shuttle Air Pullman，车程50分钟。票价:成人10欧/单

程；16欧/往返；儿童5欧/单程。运营时间：3:45-00:30，5点开

始每20分钟一班

TAXI：

米兰市内往返机场统一价格为90欧元单程。

www.sea-aeroportimilano.it

✈ 里纳特机场 Linate Airport，LIN 

里纳特机场是离米兰市区最近的一个机场，一些国内航班跟欧盟航

班会在此起降。

机场大巴：
往返里纳特机场与米兰中心火车站之间。大巴运营公司STAR FLY, 

车程30分钟。票价：成人5欧/单程；9欧/往返。运营时间：

5:30-22:00，半小时一班。

公交：

在米兰地铁(红线M1)San Babila站边有73路公交车可以前往机

场，票价单程1.5欧元，需提前在烟店(Tabaccaio)购买车票。(公

交票为米兰市内交通票，所以如果买了天票的朋友，可以持天票前

往机场)。

TAXI：

米兰中心火车站到里纳特机场大概30欧，夜间稍贵点。

http://www.cosmit.it
http://www.cosmit.it
http://www.fuorisalone.it
http://www.fuorisalone.it
http://www.sea-aeroportimilano.it
http://www.sea-aeroportimilano.it


P 8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 贝加莫机场 Orio al Serio Airport，BGY

      贝加莫机场是米兰主要的廉价航空机场，在米兰以东，距离米兰

市区大约50公里。

轨道交通：

从米兰市区没有直达的火车，但可以先从米兰中心火车站坐火车前往

贝加莫市中心火车站，车程30分钟；再在贝加莫火车站前面坐1路公

交车前往终点站贝加莫飞机场，车程30分钟，单程票价2欧，机场回

米兰路线相反即可。1路公交车运营时间：6:05-0:15。

大巴：

往返米兰中心火车站与贝加莫机场，有两家大巴公司：

Serio al Serio Autostrada, 车程1小时。票价:9.9欧/单程；15欧/

往返；19.8欧/3X2优票(3次使用付2次的钱)，运营时间：

4:00-23:30，半小时一班。从机场出发运营时间：4:30-凌晨

1:00，半个小时一班。

Orio Shuttle Air Pullman, 车程1小时。票价:成人10欧/单程；16

欧/往返；儿童5欧/单程，运营时间：3:00-23:15，5点以后每20
分钟一班。从机场出发运营时间：4:10-24:15，半个小时一班。

TAXI：因机场离米兰市内太遥远，如坐TAXI，费用将在150欧元左

右。www.orioaeroporto.it

★ 火车 见地图标识 

米兰的铁路交通非常发达，共有8个火车站。其中米兰中心火车站

(Stazione Centrale)为最大的火车站，位于米兰市中心的东北部，

中心火车站距马尔彭萨国际机场60分钟车程。从中心火车站乘火车

4小时可达罗马，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仅需3小时。火车站分为上、

下两层，主要运营开往意大利国内和欧洲国际线路，问询处和站台

在车站二楼，而底楼多为售票处。米兰中心车站内有地铁站、公共

汽车站及出租车定点乘车处，方便旅客到达米兰各处。米兰波尔塔

加利帕尔蒂车站(Stazione Porta Garibaldi)、米兰北火车站

(Milano Nord Cadorna)、朗布拉特车站(Stazione Lambrate)等
7个火车站比中心火车站的规模小很多。火车站之间，有地铁M2线

相连。经济萧条，意铁也常有特价火车票，但须最少提前7天时间

购买。请关注意铁网：www.trenitalia.it及另外一个覆盖大城市的

铁路网www.trenoitalo.it。

★ Tips： 火车票优惠

火车票可提前2个月在意铁网或者ITALO网购买折扣票，最少需提

前7天，折扣票售完为止，这种折扣票现叫Super Economy,不可

换不可退。

http://www.orioaeroporto.it/Airpor/portalProcess.jsp?languageID=2
http://www.orioaeroporto.it/Airpor/portalProcess.jsp?languageID=2
http://www.orioaeroporto.it/Airpor/portalProcess.jsp?languageID=2
http://www.yododo.com/area/2-04-03
http://www.yododo.com/area/2-04-03
http://www.trenitalia.it
http://www.trenitalia.it
http://www.trenoitalo.it
http://www.trenoital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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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内交通 
米兰市内交通非常便捷，地铁、有轨电车、公车可以到达米兰主

要景点。

★ 地铁 见地图B标识 

米兰现有3条正在运营的地铁线：1号线红色(M1)，2号线绿色(M2)

及3号线黄色(M3)。为了2015年世博会，米兰正在开发另外2条地

铁线，预计2015年完工。

★ 有轨电车

米兰有轨电车已有100年的历史，主要集中在市中心。

★ Tips：地铁票价

单票biglietto ordinario，1.5欧元/90分钟(地铁90分钟内只能坐一
次)；1天票biglietto giornaliero，4.5欧元/24小时票(24小时地铁

及陆上交通无限制)；2天票biglietto bigiornaliero，8.25欧元/48

小时票(48小时内地铁及陆上交通无限制)。米兰市区前往RHO展会

的单程票2.5欧元；往返5欧元；天票7欧元。

www.atm-mi.it

★ TAXI
米兰出租车不像国内招手即停，他们有指定的上车点(黄色的Taxi 
Stazione)或者电话预定。
起步价：周一至周六6 :00 -21 : 00，3 .2欧；周日及节假日 
6:00-21:00， 5.2欧；夜间21:00-6:00 6.2欧，后每公里1.03欧、
每小时26.86欧。
出租车固定价位: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到米兰市区 90欧元；米兰马尔
彭萨机场到米兰郊外展会(RHO)65欧元；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到米兰
里纳特机场105欧元、里纳特机场到米兰郊外展会(RHO)55欧元；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到Varese市区65欧元。
电话预定号码： 024040、028585、02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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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米兰 AC MILAN 赛事购票说明 (赛事请关注官网www.acmilan.it)
购买球票的三种方式：1. 官网预定，2. 米兰Banca Intesa San 
Paolo银行购买, 3.球场售票处
购票需注意:意甲重要比赛的球票购票都非常紧张，优先考虑的是购
买年票的球迷, 其次是给予有红黑卡的球迷, 然后才是普通球迷。所
以对于外国球迷来说常常买不到球票,只能开赛当天早上去球场售票
处碰运气或者购买黄牛票。如不是重要比赛的球票，当天早上去还
是可以买到票的。

★ Tips：交通提示
球场边在建地铁，所以16路有轨电车只能到达Piazzale Segesta，
需再换公车前往目的地。

国际米兰INTER赛事购票说明(赛事请关注官网www.inter.it)
购买球票的四种方式：1.官网预定，2. 银行购买：Banca 
Popolare Di Milano；Banca Di Legnano；Banca Popolare Di 
Mantova 三家银行, 3.书店售票点购买：Solo Inetr；Ticket.it；
Feltrinelli三家书店, 4.电话预定：02 54914 
购票需注意：意甲重要比赛的球票购票都非常紧张，优先考虑的是
购买年票的球迷, 其次是有SIAMO NOI卡的球迷,然后才是普通球迷.
所以对于外国球迷来说常常买不到球票,只能到意大利后就去售票点
碰运气或者球场外购买黄牛票。如不是重要比赛的球票，售票点是
可以买到票的。

★ Tips： 购票最佳方式
不管是AC米兰队还是国际米兰队，在网络购票是需要会员卡的，
AC米兰的叫“红黑卡(Carta Rosso Nero)”，国际的叫“就是我
们(SIAMO NO)”，所以大家应考虑后面几个购票方式。

★ 歌剧及演出
斯卡拉歌剧院 Teatro alla Scala
曾被称为歌剧的天堂，一年除了8月以外，其它时间总是上演着著名
的歌剧、音乐会及话剧，大家比较熟悉的如：图兰朵、蝴蝶夫人等
曾在此首演。2012-2013年具体演出安排和买票可查询官网：
www.teatroallascala.org
地址：Via Filodrammatici 2,20121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M1/黄线M3)Duomo站；公车Duomo站。
购票方式：官网、Duomo地铁站(rinascente商场底楼往duomo地
铁站走的走廊上)、直接在剧院购买。
官网购票：可以在官网查询演出信息并在线购票，信用卡支付。
Duomo地铁站购票点时间：周一至周五12:00-18:00；节假日休息。
有关歌剧院博物馆参观的内容请参见“景点”。

★ Tips： 演出购票
观看演出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购票，尤其是著名的剧目和著名音乐
家的演出。现场能买到票的机会不大。如果只是想体会歌剧艺术，
可以当天到剧场碰碰运气，或者在官网购买近几日的演出票。

小剧院 Piccolo Teatro 见地图B标识 
Piccolo Teatro(Strehle)相对没有斯卡拉剧院出名，但是对于爱歌
剧的人来说，他是另外一个选择，每个月都有丰富的演出内容。详
情大家可以关注官网。 售票点在剧院售票处。
地址：Largo Greppi ， 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绿线 M2)Lanza站；公交Lanza站
售票时间：周一至周五 12:00-18:30
www.piccoloteatro.org

活动 
★ 足球

圣西罗球场 San Siro 见地图A标识 
另一名字为朱塞佩·梅阿查球场(Stadio Giuseppe Meazza)，距离
米兰市中心仅6公里，是意甲历史三巨头中的两支球队AC米兰和国际
米兰的主场，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1980年体育场为了
纪念三、四十年代的著名球员朱塞佩·梅阿查(Giuseppe Meazza)
而命名为梅阿查球场，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称其为圣西罗球场。

地址：Piazza San Siro
到达方式：从Duomo大教堂门前乘坐16路有轨电车可直接到达球
场；地铁(红线M1)Lotto站下车再沿着Viale Caprilli一直到球场。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8:00 ，比赛日不可参观。
门票: 博物馆+参观球场 13欧元/每人；14岁以下65岁以上，10欧
元/人。
博物馆(在不允许参观球场时)：7欧元/每人；14岁以下65岁以上，
5欧元/人。
www.sansiro.it

http://www.atm-mi.it
http://www.atm-mi.it
http://www.acmilan.it
http://www.acmilan.it
http://www.inter.it
http://www.inter.it
http://www.teatroallascala.org
http://www.teatroallascala.org
http://www.piccoloteatro.org
http://www.piccoloteatro.org
http://www.sansiro.it
http://www.sansir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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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米兰餐饮既汇集了意大利各地特色美食，又不乏米兰本地特色，意
大利第一届美食节也会优先落户米兰。米兰最为出名的本地菜式有:
米兰饭-Risotto Alla Milanese、蘑菇饭-Risotto Con Funghi 
Porcini、炸猪排-Coteletta Milanse、牛骨髓-Ossobuoo、炖猪
肉-Cassoeula(冬天特色菜)。

★ 早餐
意大利人早餐不像北欧人吃的那么油腻，也不很丰盛。在米兰的大
街小巷都可以找到咖啡馆(Bar)，传统的意式早餐就是随便点杯咖啡
或者卡布奇诺，再点一个牛角包(Briosch)。一般咖啡在1欧元左
右，卡布奇诺1.5欧元左右，牛角包1欧元左右，相对火车站和景点
这类地方会稍微便宜一点。

★ 咖啡
说起咖啡，那是意大利人非常引以为豪的事，对于他们来说除了意
式咖啡，其他咖啡都不值得一提。米兰人喜欢喝咖啡，特别是意式
浓缩咖啡。下面是几种受欢迎的咖啡种类：Café Espresso 意式浓
缩咖啡(最实惠的大概0.8欧元左右)；Café Macchiato 咖啡玛奇朵
(咖啡加牛奶，小杯的，一般价格跟意式浓缩一样)；La t t e 
Macchiato 牛奶玛奇朵(牛奶加咖啡，大杯，大概2欧元左右)

★ 甜点
说起甜点很多人第一想到就是提拉米苏 T i ramisu和冰淇淋
Gelato，米兰也是如此，满大街小巷都有冰淇淋店 Gelateria，各色
口味，让人回味。

★ Tips：几种冰淇淋口味的意大利语说法
Mango-芒果味、Pistacchi-开心果、Riso-米味、Cioccolato-巧克
力、Anguria-西瓜、Castagna-栗子、Yogyrt-酸奶

★ 欢乐时光 Happy Hour
这是一种自助晚餐方式，每天在夜幕降临之时至22点之间，只需点
一杯饮料(调酒、饮料、啤酒、酒均可)随便吃酒吧柜台上的食物。

★ 当地特色餐厅及酒吧

Duomo大教堂附近：

Luini 见地图B标识 

是一家专门热销意大利南部Panzerotti(有点像油炸包，里头包着番

茄起司或者火腿起司)，外皮松软又带点嚼劲，和番茄起司融合在一

起非常美味。它就坐落在面对Duomo大教堂左手边的小巷子里。

地址：via S.Radegonda 16(Piazza Duomo), 20121 Milano

营业时间：周一10:00-15:00；周二至周六10:00-20:00；周日及整

个8月关门。

人均消费：4欧(Panzerotti+饮料)

La Hora Feliz  见地图B标识 

一家非常推荐的酒吧，每天人山人海，非常有本地特色，在晚餐时段

的HAPPY HOUR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他们家的食物也非常美味，

品种流动非常快，让你意想不到。

地址：Via San Vito 5A,20123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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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时间：每天18:00-22:00(Happy Hour),之后经营到凌晨变回普

通酒吧。

人均消费：8欧

 

PeperMoon 见地图B标识 

这是家以薄匹萨而著名的匹萨餐厅，非常多的本地人去吃，最好提

前预定。就在靠近San Babila广场的小路上。

地址:Via Bagutta 1，20121 Milano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2:30-17:00，19:30-00:30；周日关门。

人均消费：15欧(包括服务费3.5欧/人)

火车站附近/Lima广场附近：

Pizzeria Spontini 见地图A标识 

是一家专门热销Margherita匹萨的餐厅，不同于意大利南部薄薄的匹

萨，这家店的匹萨非常厚实外加双层起司，搭配一杯可乐简直为绝品。

地址: Via Spontini 4,20124 Milano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11:45-14:30，18:00-23:30；周六
18:00-24:00；周日及节假日18:00-23:00

人均消费: 7-8欧元(Pizza+饮料)

Ristorante Pizzeria The Kitchen  见地图A标识 
这是一家华人经营的价格实惠且比较正宗的意大利餐厅，有特色意
大利菜、海鲜及匹萨。
地址：Via Scarlatti 7,20124 Milano
营业时间：每天12:00-14:30，19:00-23:30
人均消费：15欧

CIU'S 见地图A标识 
靠近中心火车站,从地铁(红线M1)LIMA站走过去只要5分钟，就在
Pizzeria Spontini隔壁，是年轻人欢乐时光(Happy Hour)的好去处。
地址：Via Gaspare Spontini 6，20131 Milano
营业时间：每天18:00-21:30(Happy Hour) 

★ Tips：意大利的矿泉水种类
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气泡的Acqua Naturale，一种是有气泡的
Acqua gasato或称为Frizzante。如果不习惯喝有汽饮料的朋友在
点餐或购买的时候要分清。推荐尝试一下有气泡的矿泉水。

住宿 
米兰是意大利住宿最贵的城市之一，展会及时装周期间价格会更
高。淡季单人间一般60欧/晚起，双人80欧/晚起；旺季带独立卫生
间的双人间100欧起/晚，多数旅店提供简单的早餐。

米兰中心火车站区汇集了中、高档次酒店及青旅。面对火车站正门
的右边(机场大巴站边)有一些中档次酒店，火车站周围的小路上汇集
了一些价格相对实惠的低星级酒店及青旅，火车站正门通往
Repubblica广场的路上则汇集了高级酒店。
优点：交通方便，适合任何形式到达米兰的游客。
缺点：治安复杂，特别是小路上的青旅。

Duomo大教堂周边高档酒店比较集中，比如世界顶级连锁酒店：四
季酒店、Park Hyatt等。
优点：景点集中。
缺点：价格昂贵。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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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米兰被赋予时尚之都的美誉，蒙特拿破仑大街 Via 
Montenapoleone、圣安德里街 Via Sant'Andrea及斯必伽街 Via 
della Spiga聚集了世界顶级品牌。另外厄玛努埃尔拱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有Gucci、Prada、Louis Vuitton、Tod's等国际品
牌。购物成了来米兰的必修功课，面对Duomo大教堂，左面有高级奢
侈品，左前方是米兰年轻人喜欢的商业街都灵街 Via Torino，它的背
面聚集了很多中等品牌，另外在米兰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街 Corso 
Buenos Aires往威尼斯街 Porta Venezia也聚集一些大众品牌，深受
本地人喜爱。

每年1月及7月都会有两次大型折扣，但因经济萧条，现在很多商店
都已在法定折扣时间前1个月就开始打折。喜爱足球的朋友还可以在
专卖店或街边小店买到自己喜欢球队的队服、围巾等周边产品。

★ 百货公司

La Rinascente 见地图B标识 
米兰最大的百货公司，现是米兰唯一一家入住LouiVuitton的百货公
司，其商场现拥有顶级奢侈品牌如Gucci、Armani、Fendi、
Bottega Veneta、 MiuMiu、Celine、Balenciaga、Chloe、
Alexandro McQueen等。底层为小饰品、家用小电器及箱包，地
面层为化妆品，香水及时装配件，一层与地面中间层为奢侈箱包，二、
三层男装男鞋，四、五层为女装女鞋
地址：Piazza del Duomo 2, 20122 Milano
营业时间：10:00-21:00 
www.larinascente.it  

★ Tips： 优惠券
可以到官网下载并打印La Rinascente的9折优惠券。

COIN 见地图A标识 
意大利遍布最多的连锁百货公司，在米兰有4家分店，其中以
Cinque Giornate广场上这家最为高端和齐全，主要经验范围有
一、二线品牌的服装、鞋帽、化妆品、日常用品等。
地址：Piazza Cinque Giornate 1/A, Milano
电话：+39-041-520358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9:30-19:30；周末11:00-19:30，五月周末
都营业。
www.coin.it

★ 古董市场
在米兰一定要来看看古董市场，在米兰运河区一年中有11个月(除7
月外)，每月最后一个周日早9:00开始到下午16:00，古董包、古董
首饰、古董手表、二手衣服、古董家具等等应有尽有，非常热闹。
地址：Naviglio，Milano
到达方式：地铁站(绿线M2)：Porta Genova站, 公车：Porta 
Genova/ Porta Ticinese站下车。
营业时间：每月最后一个周日(除7月外)9:00-16:00。

★ 纪念品小店
米兰不像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满大街都是纪念品店，只有少数
的几家在Duomo广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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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急救电话：118

警察： 113

匪警：112

火警：115

税警：117

★ 治安

很多人都说意大利很乱，特别是南部，但是因经济的萧条，北部也越

来越多的小偷，特别是米兰中心火车站、地铁及DUOMO大教堂广场

上，所以建议在米兰期间看好自己的钱包、相机、手机及证件，另外

在DUOMO广场上有非常多的宪兵，有事可以去咨询他们。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米兰总领事馆 见地图A标识 

地址： Via Benaco n 4, Milano 

到达方式：乘地铁(黄线M3)到LODI T.I.B.B站下车，出地铁口，附

近有一个报亭(P.le Lodi)，过一个铁路桥(corso Lodi)，约走100

米，第一个路口向右拐，就可以看到总领馆。

工作时间：周至周五9:00-13:00；办理护照时间：周一、周三、周

四 9:00-13:00。

电话：+39-02-36530030，+39-3272862927(24小时值班电话)

milano.china-consulate.org

★ 医疗应急 

出国旅游建议大家带一些感冒、胃药、消炎药或者过敏药，毕竟语

言不通是个问题，而且这边商场店铺关门较早。如没有带药，不太

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去买非处方药VIVIN C(消炎药，泡法类似腾泡

片)，还有Aspirina(发烧药，泡法类似腾泡片)，如果真的比较严
重，建议立刻拨打113或者118紧急电话，拿有效签证跟护照，急

诊室是免费为病人看病的，医院会按照严重程度给予安排，也可以

自己去医院急诊室看病。

★ 退税销售
在门口标有“TAX FREE”的商店里，持旅游签证或者商务签证的
游客在商店消费158欧元以上，并在3个月内离开欧盟的，可向售货
员索取退税单(Tax Free Form)在他们的帮助下填写资料(名字、英
文地址、护照号码)后可享受退税优惠，退税物品包括：服装、奢侈
品、化妆品、手表、皮具及电器，一般退税金为总金额的11%-13%
不等，如金额高于一定的数额最高能拿到16%。离境时(这里指离开
欧盟)有两个退税流程：

所购物品在托运行李里：请先在登记柜台领取登机牌，行李称重并
绑上行李条后，将行李拉回到海关处，将行李交海关检查确认，退
税单盖章后，再将行李托运，这个时候可到侧面的柜台领取退税
钱。新政策：这里只能是把退税的钱打入信用卡里面。

所购物品在手提行李里：请先办理登记手续后过安检及接受海关检
查，在里面办理退税，海关盖章及退税都在一起的。(米兰马尔彭萨
机场内盖章是在过海关检查后左手第二间，之后在隔壁的房间办理
退税，这里可以取欧元现金或者其它方式)。

http://www.larinascente.it
http://www.larinascente.it
http://www.coin.it/jsp/it/index/index.jsp
http://www.coin.it/jsp/it/index/index.jsp
http://milano.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milano.china-consulate.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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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推荐两家医院：

         Ospedale Maggiore Policlico

地址：Via Francesco Sforza 35, 20100 Milano

电话：+39-02-55033103-2213

到达方式:地铁(黄线M3)：Crocetta站；公车：Policlinico站或 
Vittoria-Sforza站

www.policlinico.mi.it

Ospedale Fatebenefratelli e Oftalmico 见地图B标识 

地址：Piazzale Principessa Clotilde 3,20121 Milano， 急诊室
地址：Via Castelfidardo 14

电话：+39-02-63631

到达方式：地铁(黄线M3)：Repubblica，公车：Piazza Morselli

地铁(黄线M3)。

www.fbf.milano.it/new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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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ESe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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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oliclinico.mi.it
http://www.policlinico.mi.it
http://www.fbf.milano.it/new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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