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 Greece

雅典 Athens
雅典卫城
雅典卫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是综合行的公共建筑，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
雅典卫城面积约有 4 平方千米，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始建于公元前
580 年。卫城中最早的建筑是雅典娜神庙和其他宗教建筑。雅典卫城，也称为雅
典的阿克罗波利斯，希腊语为“阿克罗波利斯”，原意为“高处的城市”，或“高丘上
的城邦”。
地址：Acropoli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红线到卫城站(Acropoli)站下车，出地铁口后往左走，步
行一段路后可到达售票处。
开放时间：每天 8:00-20: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9:45；1 月 1 日、3 月 25 日、5 月
1 日、复活节周日、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关闭。1 月 6 日、Shrove Monday、
Holy Saturday、Easter Monday、Holy Spirit Day、8 月 15 日、10 月 28 日开放时
间为 8:00-15:00；Good Friday 从 12:00 开始开放。
门票：套票 12 欧元，半票 6 欧元，套票自购票起 4 天内有效，包括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古代市场(Ancient Agora of Athens)、罗马市场(Roman Agora of Athens)
等 10 个景点；欧盟学生和 18 岁以下的游客免费。国定假日和指定假日免费，具体
日期为 3 月 6 日、4 月 18 日、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6 月 5 日、9 月的最后一
个周末(欧洲遗产日)。
电话：+30-210-3214172
网址：http://odysseus.culture.gr/

帕特农神庙
进入雅典卫城的入口，通过山门(Propylaea)，向右看就是著名的帕特农神庙。
神庙以白色大理石建造，宽 31 米，深 70 米，高 10 米，屋顶和围墙都装饰着以
希腊神话为主题的精美雕刻。据说古时候神庙内 部供奉着守护女神雅典娜的雕
像，全部以黄金和象牙打造，但是现在只能想象雕像曾经的精美。神殿除了宏伟
的外观，另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它的黄金比例，堪称古典建筑的典范。可惜这么伟
大的建筑物在经过历史的变故后也变得破残了，许多精美的雕刻都被盗走，神殿
也在土耳其占领希腊的时候被损坏了。
地址：Acropoli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红线到卫城站(Acropoli)站下车，出地铁口后往左走，步
行一段路后可到达雅典卫城售票处。
开放时间：每天 8:00-20: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9:45；1 月 1 日、3 月 25 日、5 月
1 日、复活节周日、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关闭。1 月 6 日、Shrove Monday、
Holy Saturday、Easter Monday、Holy Spirit Day、8 月 15 日、10 月 28 日开放时
间为 8:00-15:00；Good Friday 从 12:00 开始开放。
门票：套票 12 欧元，半票 6 欧元，套票自购票起 4 天内有效，包括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古代市场(Ancient Agora of Athens)、罗马市场(Roman Agora of Athens)
等 10 个景点；欧盟学生和 18 岁以下的游客免费。国定假日和指定假日免费，具体
日期为 3 月 6 日、4 月 18 日、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6 月 5 日、9 月的最后一
个周末(欧洲遗产日)。

宪法广场
这里是希腊的议会大厦广场，是每次政治游行的集合地。在议会大楼下面站着两位
穿着希腊传统服饰的士兵守护者无名烈士墓碑，他们每小时会进行换岗仪式，那也
是游客拍照最多的时候。地址：2, Vas.Sofias Street, Athens, 10557, Greec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蓝线至 Syntagma 站下车。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
宙斯神庙位于奥林匹亚村，是为了祭祀宙斯而建的，也是古希腊最大的神庙之一。
宙斯神庙尤以象牙和黄金的塑像而闻名于世。宙斯神殿是古希腊的宗教中心。神殿
位于希腊雅典卫城东南面，依里索斯河畔一处广阔平地的正中央，为古希腊众神之
神宙斯掌管的地区

地址：Vassilissis Olgas Avenue,Athens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坐地铁二号线，至 Akropoli 站即可到达。位于国家花园东部，
从宪法广场走过去 10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20:00；特殊节假日 1 月 6 日、Shrove Monday、10 月
28 日开放时间为 7:30-19:30；3 月 25 日休息。
门票：普通票 2 欧元/人，优惠票 1 欧元/人；持有效雅典卫城套票者可免费游览。
电话：+30-210-9226330

雅典娜胜利神庙
雅典娜胜利神殿是雅典卫城里的一所神殿，英文名称中的“Nike”是希腊文胜利的转
译。古希腊民众在这里祭祀胜利和智慧之神——雅典娜。在雅典与斯巴达的长期战
争中，雅典民众经常来此祈求胜利。
地址：Anafioika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红线到卫城站(Acropoli)站下车，出地铁口后往左走，步
行一段路后可到达雅典卫城售票处。
开放时间：每天 8:00-20: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9:45；1 月 1 日、3 月 25 日、5 月
1 日、复活节周日、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关闭。1 月 6 日、Shrove Monday、
Holy Saturday、Easter Monday、Holy Spirit Day、8 月 15 日、10 月 28 日开放时
间为 8:00-15:00；Good Friday 从 12:00 开始开放
门票：套票 12 欧元，半票 6 欧元，套票自购票起 4 天内有效，包括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古代市场(Ancient Agora of Athens)、罗马市场(Roman Agora of Athens)
等 10 个景点；欧盟学生和 18 岁以下的游客免费。国定假日和指定假日免费，具体
日期为 3 月 6 日、4 月 18 日、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6 月 5 日、9 月的最后一
个周末(欧洲遗产日)。

酒神剧场
酒神剧场位于雅典，又名狄奥尼索斯剧场，位于雅典卫城南侧，依山而建，天然构
成一个略大于 180 度的半圆形，在三面山坡环绕之中，设一个开敞式的露天大舞台，
坡上依山建起阶梯状的条形座椅，就成了一座庞大的露天圆形剧场。西侧的阿迪库
斯剧场现在仍然作为夏季露天音乐会和戏剧表演的场所，东侧的酒神剧场作为景点
向游客开放。该剧场建于公元前 5 世纪，最早是向酒神祈祷的地方。

地址：Mitseon 25 Athina 117 42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 2 号线至 Akropoli 站下车，剧场位于雅典卫城脚下。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9:00；冬季只开放到 17:00，周六、周日及节日
8:30-15:00。
门票：包含在卫城套票中。套票 12 欧元，半票 6 欧元，套票自购票起 4 天内有效，
包括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古代市场(Ancient Agora of Athens)、罗马市场
(Roman Agora of Athens)等 10 个景点；欧盟学生和 18 岁以下的游客免费。国定假
日和指定假日免费，具体日期为 3 月 6 日、4 月 18 日、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
6 月 5 日、9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欧洲遗产日)。
电话：+30-21-0322-4625

伊瑞克提翁神庙
位于雅典卫城中帕特农神庙的北部，供奉着古希腊的众多天神。这座神庙的最大特
点就是竖立在围墙外的名为卡里亚特德的 6 个女性雕像柱，每一个女像柱的女子衣
着、发型和面容都不一样，有可能在古代的时候真正存在过。不过现在殿外的这几
座雕像都是复制品，真品保留在卫城博物馆里面。
地址：Anafiotika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红线到卫城站(Acropoli)站下车，出地铁口后往左走，步
行一段路后可到达雅典卫城售票处。
开放时间：每天 8:00-20: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9:45；1 月 1 日、3 月 25 日、5 月
1 日、复活节周日、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关闭。1 月 6 日、Shrove Monday、
Holy Saturday、Easter Monday、Holy Spirit Day、8 月 15 日、10 月 28 日开放时
间为 8:00-15:00；Good Friday 从 12:00 开始开放。
门票：雅典卫城套票 12 欧元，半票 6 欧元，套票自购票起 4 天内有效，包括雅典
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古代市场(Ancient Agora of Athens)、罗马市场(Roman
Agora of Athens)等 10 个景点；欧盟学生和 18 岁以下的游客免费。国定假日和指
定假日免费，具体日期为 3 月 6 日、4 月 18 日、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6 月 5
日、9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欧洲遗产日)。

阿迪库斯剧场
阿迪库斯剧场建于公元 161 年，由罗马大帝时代的哲学家 Tiberius Claudius Atticus
Herodes 为纪念他的妻子而建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剧场也是同时期最杰出的建筑
物之一。
地址：ΔιονυσΊΟυ ΑρεοπαγΊΤου(Dionusiou Areopagitou)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红色 2 号线至卫城站(Acropolis Station)，卫城山脚下即
是。
网址：http://www.herodeion-events.gr/english/

圣托里尼 Santorini
伊亚
伊亚被称为拥有世界上最美日落的地方，位于圣托里尼岛北边。夕阳西下的时候，
这里的游客总会蜂拥而来，找一个观赏日落的最佳位置静静地坐上一小时，看着
太阳慢慢的落下，消失在地平线上后游客们总会情不自禁的拍手鼓掌，赞美这美
丽的夕阳。这里的景色被许多艺术家、摄影家作为灵感的来源。白色的房子、蓝
顶的教堂、传统的风车在夕阳的照耀下总是能让人陶醉。
到达方式：巴士、自驾、出租车，路程 20 分钟左右。

蓝顶教堂
蓝顶教堂几乎成了圣托里尼的代言，不仅外观壮美，大教堂内部的装潢也异常金碧
辉煌，精美的壁画和从屋顶垂钓下来的大型吊灯，不止是气势非凡这个词可以概括
形容的。

费拉
费拉镇和其他小镇一样都是建立在悬崖边上白色房屋的小镇，修建在半圆形的锡拉
岛西部边缘 400 米高的火山边缘。在这里集中了银行、商店以及很多酒店和餐馆。
镇上也有出租车和巴士，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和最热闹的小镇。这里有全岛最美丽
的海景，有观看火山的最佳地点，还是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地点 比如《古墓丽影 2》。

到达方式：费拉镇是岛上巴士的中转站，无论从圣托里尼岛的任何地方坐巴士都要
经过这里，从码头、机场也都有巴士可以直接来到这里。

卡马利黑沙滩
圣托里尼岛的黑沙其实是火山喷发时候的岩浆石形成的。卡马利沙滩是游泳的最佳
去处，海水干净清澈，据说还有美容作用。不过沙滩上都是石头，走路不方便。这
里的夜晚才是这片沙滩出名的原因，晚上这里的酒吧和餐馆热闹非凡，很多酒吧有
现场乐队演奏，提供舞池，还有巨大屏幕可以观看球赛。
到达方式：可以选择当地巴士，自驾车或搭乘出租车，车程约 15 分钟左右。

红沙滩
圣托里尼的红沙滩就是个神话一般的地方。这片海滩位于岛屿南段，由于细砂与
海边的山崖呈现火红的色泽而得名。红沙滩上常常躺满身材火辣的比基尼美女和
拎着帆板冲浪的古铜色肌肤帅哥。

佩里萨海滩
圣托里尼岛最长的沙滩 因为卡马利黑沙滩都是小碎石。同样也是由于火山的原
因，沙滩的颜色也是偏黑。这里的砂质更细腻柔和。佩里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露
天营地，这不仅深受背包客们的喜爱，也为情侣们浪漫的海边夜宿提供了便捷。
沙滩附近遍布着度假村、酒店、民宿、参观和酒吧，另外这里也有许多水上娱乐
设施例如帆船、快艇等可供租用。每个娱乐项目都是以一次或者 15 分钟计算的，
不需要预约或者登记。那里有专业的教练和工作人员教大家如何使用。
到达方式：可以选择当地巴士，自驾车或搭乘出租车，车程约 20 分钟左右。

米科诺斯岛 Mykonos
米科诺斯小威尼斯
从风车附近向东北望去，海边的那排形状不拘的房子就是游客们喜闻乐见的“小
威尼斯”，那里在日落时非常漂亮。

米科诺斯风车
米科诺斯岛的标识性建筑——5 个大风车。

Panagia Paraportiani 教堂
这是米科诺斯最著名的教堂。包括一个 4 层的小礼拜堂和一个在上层通过楼梯相
连的礼拜堂
地址：希腊米科诺斯
开放时间：白天，不固定
门票：免费

天堂海滩
岛上著名的天体海滩，原为同性恋海滩，现成为大众海滩，成为不可不去的景点。
地址：希腊米科诺斯

Crete 克里特岛
克诺索斯遗址
曾是米诺斯时期克里特岛的首府，克诺索斯王宫遗址是神话传说中米诺斯王用来
关弥诺陶洛斯牛头人的地方，克诺索斯的第一座宫殿建于公元前 1900 年左右，

在一场地震中被毁坏，随后建的比先前的更为壮观和精巧。埃文斯复原的也正是
这座宫殿。
地址：希腊克诺索斯邮政编码: 714 09
到达方式：伊拉克利翁公交总站有 bus 前往,每 15 分钟一辆
开放时间：6 月至 10 月 8:00~19:00,11 月至 5 月 8:00-15:00
门票：6 欧元,持国际学生证或者希腊学生证免费
电话：2810231940

克诺索斯王宫
克诺索斯王宫(The Palace of Knossos)距伊拉克利翁 5 公里远。遗址是神话传说中
米诺斯网用来馆弥诺陶洛斯牛头人(Minotaur)的地方，20 世纪早期被英国考古学家
Sir Arthur Evans 发掘出，同时这位考古学家花了 35 年时间自己出种子对王宫进行
部分发掘重加，引来了大量争议。
开放时间：6 月至 10 月，8:00-19:00；11 月至 5 月，8:00-15;00。
电话：28102 31940

Olympia 奥林匹亚
古奥林匹亚遗址
古奥林匹亚遗址包括神庙、牧师住处和一些公共建筑，是历届奥运会的采集圣火
的场所。这里的重要遗址非常多，值得一提的有宣誓坛、体育馆、菲迪亚斯的工
作室、公共会堂、赫拉神庙、宙斯神庙等。
到达方式：从火车站步行 10 分钟可以到达。
开放时间：4 月至 10 月 8:00-19:30；11 月至次年 3 月 8:30-15:00
门票：成人/优惠€6/3；考古博物馆和遗址通票：成人/优惠€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