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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圣托里尼岛的旅游淡季是 12

月 - 次年 3 月，因为这时的温度较低，有时会有

降雨和大风，虽然天气不是特别寒冷，但是会影

响旅游体验，而且大多数的宾馆、酒店有可能会

关闭。旅游旺季是 4 月希腊的复活节前后，7,8

月旺季，酒店爆满，房价也贵；5、6、9 月天气

比较暖和，各项旅游价格不是很高，适合出行。

穿衣指南  早晚较凉，随身带件外套，以备不时

之需，带把雨伞，天热遮阳，下雨还可以避免淋湿。

从 10 月底开始一直到 3 月底，温度最低时有 7-8

度，最高时 10 几到 20 几度，从 4 月初到 5 月底

气温上升，最低时 11、2 度，最高 时 25 度左右，

从 6 月一直到 9 月底是夏天 旅游季节，温度从最

低 20 几度到最高 40 几度，最好带上墨镜。很多

情侣会带婚纱自己来拍婚纱照，如果你也是情侣出

行的话，给自己拍一套婚纱照也是不错的选择，女

生适合穿长款的裙子，在微风中会显得很飘逸。

消费指数  岛上使用欧元，100 欧元约合 706

人民币元，100 欧元约合 113 美元。（2015 年

1 月汇率）。小镇普通餐厅通常主材的费用为 8-15

欧，头盘或开胃小食 3-5 欧。

时差  按时区划分办法，中国使用的是东八区的北

京时间，而希腊处于东一区，冬令时当地时间比北

京慢 7 个小时；夏令时由于当地时间拨快 1 个小时，

比北京慢 6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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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圣托里尼岛速览
圣托里尼岛（又称锡拉）位于爱琴海，在希腊大陆东南方向约 200km 处，这里曾是 3500

年前火山爆发最活跃的板块之一，如今火山口仍被几百英尺的火山岩堆积物包围着。这里有

典型的爱琴海风光：阳光、沙滩、大海、蓝天、白房子，是人们梦想中的蜜月度假胜地。

圣托里尼岛由三个小岛组成，其中两个岛有人居住，大的叫锡拉岛，小的叫锡拉夏岛，中间

的一个岛是沉睡的火山岛尼亚卡梅尼。景点集中在锡拉岛，游客多在此。

两座有人岛，最大的锡拉宛如一个月牙形，是主要的景点集中地，一面是悬崖峭壁，另一面

是渐入海洋的平原，由于地貌的特殊性，使得岛上路的两边呈现出不同的风景。锡拉岛上分

布着四个小镇，最有名气的就是费拉（Fira）和伊亚 (Oia)，都建在高高的悬崖之上。费拉

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能看到 18km 长火山的漂亮全景，沿途的每一条小巷都有独特风景，

蓝色的圆顶教堂与白色的墙壁相映成辉，散发出超凡脱俗的美。伊亚号称是最佳日落观赏地

点，位于圣托里尼岛北面，从费拉可乘巴士直达，游人沿巴士站前的小街，往前走 10 分钟

可到达悬崖的边沿，那里是看日落的最佳角度。

夜郎侯  圣托里尼岛从天空中看，它的形状就像一弯新月，也是爱琴海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柏拉图笔下的自由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这里蓝白相间的色彩天

地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是摄影家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做诗人，也可以做画家，彩绘出心

目中圣托里尼最蓝的天空。

Introducing SANTORINI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SANTORINI圣托里尼岛 更新时间：2015.01

伊亚日落

伊亚的日落号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日落，和最爱的人坐在一起看夕阳西下，是非常浪漫的事

情。

黑色鹅卵石海滩

卡马利是圣托里尼岛东南边上的一个海滨村庄。它有一个长长的黑砂和卵石海滩，旁边有许

多小酒馆，可以坐在海滩上喝酒看夕阳。

去圣托里尼蜜个月

很多人都把结婚、蜜月、婚纱之地定在了圣托里尼岛，因为这里有温暖的阳光，碧蓝的大海，

细细的沙滩。不用每天忙东忙西，只要拥着爱人看着最美日落，这种日子就是只羡鸳鸯不羡

仙吧。

特别推荐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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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蓝顶教堂里的婚礼

一提到圣托里尼，人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蓝顶教堂（见 04 页）的画面，

其实岛上并不是只有一家蓝顶教堂，蓝顶白墙给人一种纯洁之美，在这

里举行一场西式婚礼，或者拍摄一组婚纱照，不管是谁都会留下一个永

生难忘的回忆。

★在悬崖上的餐厅吃海鲜看海景

在费拉小镇，沿着细细窄窄的路拾级而上，在最高处的悬崖硝壁上，分

布着各色立体风格的白色建筑，任意选一家视野最开阔玻璃最通透的餐

厅坐下，必点的是龙虾意面。从高处看橘红色的余晖下，海阔天际，船

在海面上划出一道波纹。你才能了解圣托里尼真正的美丽。

★徒步火山岛

从费拉镇乘船可能到火山岛，虽然岛上无人居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但是正因如此才更显神秘。游人不多，一条望不到边的路上只有零星的

游客在攀爬，两边是褐色砂砾堆积出的滑坡，落差较大，随处可见曾经

的火山喷发口凹陷出的大坑。在火山顶可以俯瞰整个爱琴海，以及有着

白房子的伊亚。

★骑驴上费拉

费拉镇是整个悬崖步行道的起点，老港，缆车，驴道都在这里。在老港

码头可以骑驴（见 11 页）上费拉镇，驴道是沿悬崖而建的台街道路，到

镇口大概需要 20 分钟。如果你对颠簸攀爬没有障碍，胆子也够大，倒是

可以试试。在驴背上可以以另一种视角看费拉。

Sights景点

圣托里尼周边的景点不多，因为大部分的人来到这里都是享受阳光、沙滩，

还有那梦幻般的蓝白建筑，费拉和伊亚虽是主要的小镇，但是它们本身

也是景点，颜色统一的白房子和蓝色的房顶，构成了圣托里尼独特的景色。

很多情侣把蜜月地点安排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爱琴海的浪漫，更因为

气氛太适合度假了，所以假如你来到圣托里尼，就请放慢脚步，尽情享

受吧！

由费拉 --Firostefani—易莫洛林 三个小镇串联起来的悬崖步行道，经

典的蓝白小房子在这里，这是圣托里尼的精华所在，每一个前往圣托里

尼的游客都必会到此。大家都沿这条路漫游、拍照，全长约 3 公里，

Firostefani 位于步行道的中间位置，距离两边小镇各 1.5 公里。如果从

费拉作为起点，是向上坡方向走；如果是从易莫洛林开始往费拉是下坡

方向。在步行道上任何一点都可以俯瞰爱琴海、眺望火山岛、欣赏日落。

这里的日落和伊亚唯一的不同是太阳是落入火山岛背后，而伊亚是可以

看到太阳落入海中。

步行道是南北方向，位于岛西侧，所以如果要拍照，中午时间是

最好的，因为太阳已经升起，可以垂直照射小房子，拍照没有阴影。

01  卡马利黑沙滩 KARMALI BEACH

卡马利海滩上铺就的不是沙子，而是一块块黑色的卵石，被太阳晒得烫脚，

最好穿拖鞋。这里不仅是游客们必到之处，也是圣托里尼人欢度周末与

假期的场所。夜晚酒吧与餐厅顾客盈门，逢重大体育赛事或大型演出时，

更是整片沙滩都挤满了人。

费用：沙滩椅 5 欧

到达交通

距离费拉 15 分钟

02  红沙滩 KOKKINI BEACH

由于细砂与海边的山崖呈现火红的色泽而得名，沙滩的沙很细，后面被

红色的火山所环抱。在阿克罗蒂利这个村落的山顶上，你还可以看到火

山口，广阔的葡萄地，是一个休闲漫步的好地方。

地址：Akrotiri Fira Santorini 84700 Greece

费用：躺椅 7 欧元

 欧小懒  红沙滩

03  灯塔

位于圣托里尼岛最南端的那座灯塔，该灯塔被铁丝网围起，不能进入，

但是从不同角度去欣赏它拍摄它，并在其附近漫步，赏海景。灯塔附近

有很多滨海的悬崖峭壁和形态各异的怪石，如果不怕晒的话，值得在这

里多作逗留，尝试攀登，赏海、赏石。

地址：圣岛最南端

用时参考：1 小时

04  火山岛 Nea Kameni

圣托里尼岛火山口的景色非常壮观，到火山口去游览是来圣托里尼岛最

为重要的一个观光项目，尽管它目前是一座“正在沉睡”的火山，人们

对它的敬畏和畏惧的心情却丝毫未减。不并且空旷寂寥的壮观景色也只

有在火山岛才能见识到了。火山口的中心现在为一个充满水的湖，可乘

坐快艇到火山口的湖中心去游览，如果想更靠近火山口去看个究竟，游

客还可以乘坐小型潜艇到火山口下的深水域去游览。

地址：Nea Kameni

用时参考：半天

http://www.mafengwo.cn/i/736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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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费拉史前博物馆 Museum of Prehistoric Thera

位于公共汽车站附近，这里的藏品都来自于阿克罗蒂考古发掘区，最引

人注目的是公元前 17 世纪制造的约 10 厘米长的金色山羊雕像。

地址：Fira Santorini 84700 Greece

费用：8 欧元

网址：http://www.santonet.gr/museums/ 

开放时间：8:30-15:00（周一休息）

联系方式：+30-2286-023217

用时参考：1 小时

06  蓝顶教堂

在圣托里尼岛，蓝顶白墙的教堂与蓝窗粉白的房屋共同构成了圣岛的经

典色彩，它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蓝顶教堂也就成了圣托里尼岛的又一

地标景点，想要看到蓝顶教堂的风采，必须要到上方平台往下看才能看到，

各种杂志的角度也是如此。

地址：在 Fira 和 Firostefani 中间海边步道上

用时参考：1 小时

超及  希腊圣托里尼地标景点要属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那座蓝顶教堂，街

边明信片出镜率也是最高的，连圣托里尼旅游手册也是以此为封面。蓝

顶教堂在 Fira 和 Firostefani 中间那段海边步道上，想看整体要爬到山顶上

去。

 陶乐之   蓝顶教堂

古阿克罗蒂考古发掘区 Ancient Akrotiri

这里挖掘出了一座埋在火山灰下的古代城市，曾经是古克里特文明的一

部分，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精美的壁画和陶器，很多的出土文物都

保存在史前博物馆。

考古博物馆 Archaeological Museum

缆车站附近，主要展示阿克罗蒂考古发掘区挖掘出的古费拉文物，基克

拉迪雕像和古希腊及古罗马风格的雕像。

地址：Fira Santorini 84700 Greece

费用：3 欧元

网址：http://www.santonet.gr/museums/ 

开放时间：8:30-15:00（周一休息）

联系方式：+30-2286-022217

用时参考：2 小时

07  Megaro Gyzi Museum

这里主要展示本地所发生的大事记录，包括 1956 年费拉地震前后拍摄

的相片。

地址：Fira, 84700

费用：3.5 欧元

网址：http://www.megarogyzi.gr/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 10:00-16:00(5 月 1 日 -10 月 31 日 )，周日关闭。

联系方式：+30-2286-023077

用时参考：1 小时

 欧小懒  爱琴海

08  民间博物馆 Folklore Museum of Santorini

位于圣岛的东边，这里的环境很有特色，是一个从火山中挖掘出来的洞

穴样子，这里原是古老酒厂的木桶车间。里面收藏着反映历史和传统的

东西，有酒厂的古老木桶，以及来自本岛的艺术家的画作。

地址：Exo Gonia, 84700 Santorini, Greece 

费用：3 欧元

网址：http://www.artspace-santorini.com/ 

开放时间：11:00- 日落

联系方式：+30-2286-032774 或 +30-6932899509

用时参考：2 小时

09  海事博物馆 maritime museum

博物馆位于一栋被修复的 19 世纪的豪宅里，有关圣岛的海洋历史陈列很

受欢迎，例如海员的衣柜，旧时的航海设备，航海的图纸，特色的老帆船等。

地址：nikolaou nomikou 出发向右转

费用：3 欧元

网址：http://www.santonet.gr/museums/naval_museum.htm 

开放时间：每日 10:00-14:00,17:00-20:00（周二关闭）

联系方式：+30-2286-071156

用时参考：1 小时

http://www.mafengwo.cn/i/1048839.html
http://www.mafengwo.cn/i/736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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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Sleep

住宿游客们一般都住在锡拉岛上的费拉镇，去各处比较方便，也可在伊

亚住宿，欣赏日落。可选择住在海边，再去游览费拉、伊亚和奇幻的火山，

然后再乘车去海边畅游。

费拉

Anastasis Apartments

整洁齐备，有朝花园的房间，价格便宜，晚上安静，还可以躺在泳池边

看看星空，景色很美。

地址：Imerovigli,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anastasisapartments.com/ 

联系方式：+30-2286-022577

参考价格：双人间 200 欧元 / 晚

Vallais Villa 

Vallais 别墅酒店提供迷人的一室公寓，设有私人阳台，酒店建筑设有布

置传统的公寓，从私人阳台可欣赏到火山口的日落美景和爱琴海小岛的

迷人景致。酒店的每一间一室公寓均带有设施齐全的厨房，备有冰箱、

面包机和咖啡机。

地址：Near Malteza church, Imerovíglion,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vallais-santorini.com/ 

联系方式：+30-2286-024121

参考价格：双人间 150 欧元 / 晚

超及  预定的，地点静，离繁华区较远，景色非常好。

Astra Suites

酒店坐落于易莫洛林村中悬崖之上，设有健康中心、无边泳池和带日光

躺椅的露台，所有套房均设有阳台，可观赏火山口、爱琴海以及日落的

壮丽景色。房内设有卧室、厨房和带沙发的休息区，所有可用的平面皆

陈设了艺术品、蜡烛和饰物。有几间套房还享有 spa 浴缸或私人泳池。

酒店供应点菜早餐，可在房内阳台上或者游泳池畔享用。距离酒店数步

之遥的 Astra Suites 美食餐厅供应创新希腊风味和地中海佳肴，亦可应

要求安排私人晚宴。

地址：PO Box 45, Imerovigli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astrasuites.com/?pac=trip 

联系方式：+30-2286-023641

参考价格：双人间 350 欧元 / 晚

Enigma Apartments & Suites

这家位于圣托里尼的别致酒店俯瞰着火山，提供带私人阳台的海景客房。

酒店拥有一个宽敞的全景露台、一个咖啡厅和酒吧，提供带免费无线网

络连接的笔记本电脑。拥有典雅的家具，每间套房和公寓都配有空调和

卫星电视，所有客房都设有厨房和时尚的浴室。

地址：Fira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enigmasantorini.com/?pac=tripadvisor 

联系方式：+30-2286-024024

参考价格：双人间 150 欧元 / 晚

Villa Renos

临近圣托里尼岛附近的海滩，靠近塞奥托科波洛广场、尼亚卡美尼火山

和史前博物馆，附近的景点还包括考古博物馆和东正教主教座堂。

地址：Fira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villarenos.com/ 

联系方式：+30-2286-022369

Artemis Villas

坐落于火山口边缘，位置惊人，有宽敞的客厅和卧室，内饰白色，还有

配备齐全的小厨房，干净的床单和浴巾。

地址：Imerovigli, Imerovigli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artemisvillas.gr/ 

联系方式：+30-2286-022712

参考价格：双人间 110 欧元 / 晚

 欧小懒  精致的小教堂

伊亚

Lampetia Villas

这家 4 星级酒店的位置非常优越，方便出游，设施先进，是最热门的酒

店之一。酒店配有吸烟房, 可带宠物, 无线网络, 家庭房, 酒店/机场接送。 

每间客房配备空调 , 浴室 , 冰箱 , 小厨房 , 吹风机。 

地址：N. Nomikou 595, Oia, Santorini / Thira, Greece

超及  现定的，可还价。地点极方便，景观非常好，性价比最佳，推荐。

Marizan Caves & Villas

酒店坐落在伊亚镇的最高点，正好位于著名的 Caldera 火山口边缘，海

拔 200 米，可俯瞰日落和爱琴海美景，可使用日光浴床和 4 人热水浴池

放松身心。所有的窑洞均位于不同层面，并设有阳台，每个建于岩石上

的窑洞都是一处独特的住所，与圣托里尼岛上传统风格的住宅格调一致，

所有窑洞均享有火山和Caldera火山口的绝妙景致，并配备了电视、空调、

冰箱和基本的厨房设施。

http://www.mafengwo.cn/i/736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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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Imerovigli, Santorini | Main Road between Fira and Oia, 

Imerovigli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aenaonvillas.com/ 

联系方式：+30-2286-027014

参考价格：双人间 200 欧元 / 晚

Kafieris Apartments (on the Cliff)

坐落在费拉的最高点，距离市中心有 500 米，享有大海和火山口的壮丽

景色，提供港口和机场的免费小巴接船 / 机服务。可以享用免费的早餐，

步行不远可抵达费拉的所有景点。

地址：Firostefani, Firostefani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kafierisapartments.gr/ 

联系方式：+30-2286-022059

参考价格：双人间 50 欧元 / 晚

黄虫  Kafieris 景色非常好，在 Fira 的最高处。

 黄虫  卫城全景

餐饮 Eat

希腊的食物以简单却富有营养价值出名，当地人大量使用橄榄油与蔬菜

结合的烹调方式。街头最普遍的美食是希腊烤肉（Souvlaki），把烤肉

包在薄饼（Pita）中就成了烤肉包（Gyros）。圣托里尼也有自酿的葡萄

酒，是观赏落日时的小酌佳品。

Blitheangel1121 的美食推荐：

Mousaka: 就是羊肉派，烹调时将碎羊肉 , 茄子 , 蕃茄和土豆层层叠上，

加上派皮与起司烘烤而成，有点类似意大利肉酱千层面，一块吃下去就

很撑了，不过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Stuffed Tomato: 把米饭和肉末塞进掏空了的西红柿里面，或者是灯笼

辣椒里（那就叫 stuffed pepper 了），然后再烤一烤，出炉后，西红

柿或辣椒的香味会完全融入米饭里面，有肉有蔬菜有米饭，混在一起，

那就是美味了。

Gyros: 就是土耳其 kebab，一般是买了外卖边走边吃的那种，一块面饼

包着一大坨肉。

地址：Oia Santorini | Garbinoi Miloi, Oia

网址：http://marizan.gr/ 

联系方式：+30-2286-072061

参考价格：双人间 150 欧元 / 晚

 欧小懒  海滩美景

Ifestio Villas

位于圣托里尼岛伊亚，可直达机场，非常便利，靠近海军博物馆、伊亚

城堡和 Baxedes Beach。地区其他景点包括考古博物馆和尼亚卡美尼火

山。公共区域提供免费无线和有线高速上网。酒店职员可以安排旅游和

票务服务、婚庆服务和商务服务。为住客提供的收费交通服务包括全天

候往返机场班车、游轮码头班车和渡轮码头接驳班车。

地址：Nomikou str. | Oia center, Oia, Greece

网址：http://www.ifestio.com/ 

联系方式：+ 30-6944261420

参考价格：双人间 100 欧元 / 晚

Golden Sunset Villas

酒店位于火山岩石内伊亚传统的窑洞住宅区，拥有浪漫的装饰，享有火

山口和日落的壮丽景色，酒店各处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地址：Oia 84702, Greece

网址：http://www.goldensunsetvillas.com/ 

联系方式：+30-2286-071001

参考价格：双人间 150 欧元 / 晚

倒猫猫  在这里我们住的是家庭屋，就是四人一间的房子，家庭房配有厨

具、餐具一应俱全，很不错！

悬崖和火山附近

Aenaon Villas

酒店位于圣托里尼最高且最狭窄的地段，坐落于举世闻名的火山口边缘，

从东向西四面开放。 别墅的外部依照传统的基克拉迪建筑风格建造，每

幢内均设有独立的起居室和用餐室、设施齐全的厨房、带淋浴的浴室和

私人阳台。酒店每天早晨为客人提供希腊、欧陆式或美式早餐。从私人

阳台可直通无边缘游泳池，该游泳池建于火山口边缘，并享有爱琴海、

火山口、火山和独特日落的景色。

http://www.mafengwo.cn/i/836699.html%23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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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色拉：希腊的几乎所有蔬菜色拉里有要放一块羊奶酪，有点甜，有

点咸，有点酸，然后和蔬菜混在一起吃。

Grilled Mixed Seafood: 里面有 flat fish, sword fish, octopus, 和一

些贝壳类的海鲜等，份量很足，两个人吃都觉得很撑，海鲜很新鲜，做

法偏意式。一盘子花了俺们 58 欧，饭毕，觉得很值。

羊肉：其实也是看攻略上说希腊的羊肉很有名，所以在圣岛的 Antonio

试了一次，看着菜单上有 lamb 的就点了，具体做法也不清楚，看上去像

用汁水闷出来的。味道不错，羊肉的那种特殊的味道恰到好处，不会让

人产生厌恶感，而且能清楚的告诉你吃的正是羊肉。

Ouzo ：这是攻略上严重推荐的最具代表性的希腊的酒，于是我们在圣岛

的第二个晚上决定点上一杯欣赏日落。伴随 ouzo 酒而来的是一杯白开水，

需要稀释着喝。但是在我们看来，一杯白开水哪里够啊，五杯都不够，

那被 ouzo 的味道，和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复方甘草合剂的药水简直有过

之而无不及啊～～还有一点纯 vodka 的味道。可能是我们喝不习惯，看

着旁边一对英国夫妇喝的津津有味的样子，真是让我们汗了一把。好吧，

还是这杯 ouzo，陪我们看完了整个日落。

 Judy  露天咖啡馆

黄虫  这次感觉花在吃上的费用是最多的，顿顿大餐，希腊的美食还是很

棒的，各种牛排、猪排，鱼，其中印象较深的是圣岛自产的葡萄酒，略

带酸甜，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圣岛的时候，还准备买菜做饭，想想还

是懒，作为微波炉都不会使的人，还是买了些午餐肉，鱼罐头，啤酒，

红酒宵夜，喝到晕乎乎的就洗洗睡了。

本地菜

Naoussa Tavern

经济实惠的希腊本地菜，店家推荐海鲜面，提供免费水。

地址：Naoussa | Lagoudera Shopping Center, Fira, Greece

联系方式：+30-2286-024869

Salt & Pepper

该家餐馆位于东海岸，面朝连接大海的那片平原。富有圣岛特色的烤海鲜、

烤茄子，还有希腊沙拉都非常好吃，价格便宜，食物美味，还免费赠送

开胃菜和餐后甜点。

地址：Main Road Fira - Firostefani, Fira 84700, Greece

联系方式：+30-2286-022747

海鲜类

圣托里尼长长的海岸线为这里的人们方便地享用海鲜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里的海产品不用空运，有许多海边的海鲜餐馆的海鲜，从渔船上下来

之后，就直接进餐馆了，新鲜的海产品，再用优质健康的橄榄油烹制，

很是美味。在希腊吃龙虾的话相比澳洲要便宜的多，两人够吃海鲜大餐

人民币几百元搞定了，还能吃的很饱。

Cyclades Tavern Restaurant

很漂亮的餐厅，还有一个小花园，新鲜的食物，有好的服务人员，最出

名的是这里的鱼，新鲜又好味，还会有免费甜点和饮料赠送。

地址：Perissa Shopping Center, Perissa 84703, Greece

网址：http://www.cyclades-santorini.com/ 

联系方式：+30-2286-082952

To Psaraki

景色，服务，食品，饮料都很棒，没有旅游区的嘈杂，紧靠海滩，可以

一边看落日一边享受美食，主营希腊菜系和地中海菜，海鲜是特色。

地址：Vlychada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topsaraki.gr/en/to_psaraki.html 

联系方式：+30-2286-082783

参考价格：15-25 欧元

牛排烤肉类

Metaxi Mas

T 骨牛肉很好吃，和葡萄酒在一起就是绝配，很多当地人都在那里吃，回

头客决定了一切。

地址：Exo Gonia, 84700, Greece

网址：http://www.santorini-metaximas.gr/en/ 

联系方式：+30-2286-031323

Almira Restaurant

鱿鱼做的比其他餐馆好吃，还有调配好的鸡尾酒以及火候正好的牛排，

有一个长廊，可以用来做婚礼时的餐厅。

地址：Kamari Beach, Kamari, Greece

Thalami

经济实惠，好吃不贵，猪排很美味！

地址：Ageranos gytheio, Gytheio 23200, Greece

网址：http://www.thalami.eu/ 

联系方式：+ 30-6974945802

欧小懒  请大家记住这家餐厅，章鱼餐厅。他们家的猪排是我吃过最好吃

的！紧临大海，无敌美景，味道美妙，价格适中，在Oia算性价比非常高的！

http://www.mafengwo.cn/i/609509.html%23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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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虫  伊亚美食

hunnyyuan   PITTA、红葡萄酒、希腊沙拉，PITTA 是当地有名的主食，

还可以卷肉、菜等，沙拉是羊奶酪的，有股味，欧洲的葡萄酒很便宜，

味道也很好

购物 Shopping

当地的旅游纪念品很多，你可以买到任何想买的商品，费拉还有很多的

黄金珠宝店，里面的各种饰品闪闪发光吸引眼球，但是价格偏贵。

leoni atelier

国际知名的艺术家 leoni schmiedel 的单间公寓和美术馆都值得一去，

受到圣托里尼的熏陶，他创作了许多精美的照片拼贴艺术作品，值得收藏。

地址：Firostefani 过了磨坊后向北走，跟着标示左转即是。

娱乐 Entertainment
既然是海岛，娱乐项目就不乏水上活动，你可以坐快艇，乘帆船，或者

进行潜水活动，再或者你可以去那里的酒吧坐一坐，虽然岛小，可是酒

吧却依然疯狂。

潜水：在希腊，潜水一向是不错的运动，圣托里尼岛是很受爱潜水人士

欢迎的地方，但是为了保护爱琴海底的很多历史遗迹，无照潜水是被禁

止的。

帆板运动：爱琴海各个岛屿中，帆板运动是最受欢迎的水上运动，到处

都可以租到帆板，是学习帆板运动的好地方。

坐船：乘船慢慢飘摇在爱琴海上，感受万里无云海天一色的美景。

此外，在圣托里尼岛上有众多的海滨夜间休闲娱乐项目，有些宾馆中有

希腊民乐的现场演奏。

Tango Bar Santorini

音乐很棒，酒水一流，各种各样的鸡尾酒，还可以享受独特的火山景色。

地址：Fira Caldera, Thira/ Santorini, Thira 847 00

网址：http://www.tango.gr/ 

联系方式：+30-6974498206

Tours线路推荐
圣托里尼岛是个休闲的天堂，但是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景点可以游览很久，

游客们大多数会自由自在的住在岛上感受自然，你只要吃了饭，坐在海

边或者是你住的地方，看着这个蓝白色的地方就够了，还有傍晚时分看

世界最美的日落，来圣托里尼岛旅游的全部意义都在你懒散的休闲生活

中升华了。

圣托里尼岛 2 日游

D1: 到达圣岛，在镇子里闲逛，自由穿梭在悬崖上的巷子里，寻找蓝顶教

堂 - 圣玛利亚教堂，中午找一家临海的餐馆吃海鲜，饭后到黑沙滩散步，

看美丽的爱琴海。

D2: 伊亚 乘公交车或者步行，到达伊亚，在镇里闲逛，下午到观景台看

最美的日落。

 欧小懒  坐在露台上吃早餐，觉得世间美好也不过如此了。“歪脸”

还跳上椅子要 Cheese 吃！

节庆 Festivals and Events

新年：１月１日。

主显节：１月６日。

圣灰节：复活节前的第 41 天

http://www.mafengwo.cn/i/736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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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日和天使报喜节：3 月 25 日 

复活节：一年一度的纪念耶稣复活的宗教节日，日期年年不同，在每年

的 3 月 21 日或过了 3 月 21 日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那

天正好是星期日，则复活节推迟一星期举行。

劳动节，迎春节：5 月 1 日：。

处女死亡节：复活节后的 50 天。

纪念 1940 年希腊拒绝意大利的最后通牒这一意义深远的事件，有军队

游行：10 月 28 日：。

圣诞节：12 月 25-26 日

酒节：由各地方政府组织庆祝

海军节：faliro 举行庆祝活动。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简单的几句希腊语，或许能帮助到你：

ne = ja 是  

ochi = nein 不

malista = jawohl 

kalimera = guten morgen 早上好

kalispera = guten abend 晚上好

kalinichta = gute nacht 晚安

ja sou = hallo          你好

ti kanis = wie geht es dir?   你好吗 ?

isse kala? = geht es dir gut? 

pinao = ich habe hunger       我饿了 

dipschao = ich habe durst     我渴了

poli oreo = sehr gut          很好

efharisto danke               谢谢

parakalo = bitte              请

sagapao = ich diebe dich      我爱你

下载靠谱又有爱的旅行翻译官，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医院

费拉健康中心

地址：位于前往 Kamari 的路上

联系方式：+30-2286-360300

警察局

地址：距离费拉大概 2km

联系方式：+30-2286-022649

重要电话

急救：166

警察：100

火警：199

号码查询：131/132

使领馆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大使：杜起文（Du Qiwen）

地址： 2A, Krinon Str.，15452 P. Psychico，Athens, Greece

信箱： P.O.BOX 65188

电话： +30-6973730680,+30-6973430531

传真： +30-210-6723819

网址：http://gr.china-embassy.org 

　　　　　http://gr.chineseembassy.org 

电子邮箱：chinaemb_gr@mfa.gov.cn 

旅行安全

圣托里尼岛虽然很安全，但偷窃仍会发生，还是应该注意随身及贵重物

品安全。

出入境 Entry-Exit

护照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 , 由本国发给

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

签证

希腊为申根国家，前往申根协议国家旅游，可以只申请一国签证，向主

要目的地国驻华使馆申请；如果主要目的地不确定或在各目的地停留时

间平均，则向第一站目的地国使馆申请。 但各国对从该国发放的申根签

证仍有一定限制：如有的国家规定赴欧洲第一站必须到该国；有的国家

则规定必须将该国定为欧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或停留时间不能短于一

定的时间限制等。

申请申根签证所需递交材料

●  亲笔签名的旅行护照（申请时护照的有效期应自所申请的签证的有效

期终止日起算至少还有 3 个月）并附上 1 份护照照片页的复印件
●  1 份填写完整并亲笔签名的申请表。
●  两张（白色背景的）近期护照照片
●  签证费（60 欧元，按当日汇率用人民币支付）
●  对所有申根国家和对整个申请逗留期有效的医疗保险证明原件和 1 份

复印件
●  户口本原件及所有户口信息页的复印件，无需翻译（该条款只适用于

中国公民）
●  机票预订单（当申请多次入境旅游签证时，首次旅行的机票预订单）

需为确认的往返机票。 机票应该在签证颁发后出票付款
●  住宿证明（涵盖在申根国家停留的全部期间）
●  旅行计划（能够清晰展示旅行计划的文件 - 交通方式预订，行程单等）
●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 最近 3 至 6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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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人员：盖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英文件，

或者中文件附上英文翻译），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

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任职公司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限；准假证明。

退休人员：养老金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未就业成年人：已婚者 : 配偶的在职和收入证明 + 婚姻关系公证书（由

外交部认证）如果单身 / 离异 / 丧偶：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希腊共和国大使馆 

办公处：朝阳区光华路 19 号，100600

电话：+86-10-65321588 

传真：+86-10-65326705 

电子邮件：gremb.pek@mfa.gr  

网址：www.grpressbeijing.com   

D 类签证，如工作签证、学生签证、家庭团聚签证的申请者，需直接前

往希腊使馆办理。

希腊北京签证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 13 号院 1 栋 702 室，邮编 100027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除使馆官方假日），8:00-15:00

电话（仅限工作时间拨打）：+86-10-84059490

更多讯息请登陆 http://gr.vfsglobal.cn 

希腊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办公处：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8 号天誉大厦 2105 室

电话：+86-20 － 85501114，+86-20-85501124

传真：+86-20 － 85501450

邮箱 : grgencon.guan@mfa.gr, grcongen.guan@mfa.gr

网站 : http://www.mfa.gr/guangzhou 

领区：广东、福建、海南、广西

希腊上海签证中心

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华讯国际大厦 21 层

热线电话 : 0086-21-3330 3033

邮箱 : infosha.grcn@vfshelpline.com

网站 : http://gr.vfsglobal.cn 

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周边省份长驻居民欢迎在上海

办事处提交申请。

希腊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办公处：上海市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3501 室 

电话：021-54670505 

传真：021-54670202 

领区：上海、浙江、江苏、山东、江西、安徽

保险

对于不同的保险需求，保险产品的价格区别也比较大。出境旅游的保险

相对国内旅游的保险要贵一写，每天的保费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但

是相应的提供的服务和配套保障也更全面。

可以从诸如中国保险网（www.rmic.cn）和出国在线（www.chuguo.

cn）之类的专业网站了解情况。

海关申报

如携带物品：

来自欧盟以外第三国的旅行者可以携带下列物品入境：

香烟 200 支或雪茄 50 支或烟草 250 克 , 酒 2 瓶 , 香水 50 克 . 外币入

境不限金额 , 但应先申报数额时 , 出境时方可如数携出。至于古董则可自

由携入 , 但拟再携出者 , 应在入境时先申报 , 至于希腊古董若未经其文化

科学部许可 , 不准输出。

注意：17 岁以下的旅行者不能免税携带烟草或酒精制品。

货币及外汇管理 :

希腊为一外汇管制国家 , 黄金、外国货币可自由携带入境 , 如超过 1000

美元应申报。而入境时若未在货币管制 (Curency Control) 窗口事先申

报携入数额时 , 则出境时只允许携带 1000 美元。出境时希腊海关会抽验 ,

故须诚实申报。至于旅行支票的携入携出则不受限制。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从国内乘国际航班飞往雅典，没有直飞航线，北京到雅典的国航航班（经

停不转机）依然需要在慕尼黑下机，再重新上飞机。其它航线均需要转机。

飞机的特点就是快，只要 45 分钟就能到圣岛，但这些飞机都不大，爱琴

海航空相对便宜，虽然不是廉价航空但类似亚航会有取消航班、改时间

等等问题出现。奥林匹亚航空更好一些，但是价格更贵。

爱琴海航空：http://en.aegeanair.com/

便宜机票单程可以到 25 欧（税费再加 35 欧左右），一般时间不好（比

如第一班 5:30 起飞），其它的航班可能要 100 多欧（含税），因此在

费用方面至少要比坐船贵 1 倍多。

圣托里尼岛国际机场位于北面的卡马利，有定期航班，主要有雅典奥林

匹克航空，爱琴海航空和水上飞机航空公司，从雅典到圣托里尼岛的飞

行时间大约为 45 分钟。

奥林匹亚航空：http://www.olympicair.com/549-en-gb.cmt

机场有巴士到费拉，在这里你可以换乘到其他城镇的公共汽车。出租车

也通常在机场等候，圣托里尼岛的许多酒店提供机场接送服务，通常是

比出租车贵一些，但是却很值得，比出租车方便很多。

根据自己的飞机时间和行程来决定怎么上岛（可以转机或乘船）。从雅

典机场到港口可以直接乘坐 X96 大巴，在终点站下车即是比雷埃斯夫港

口。如果从雅典到市区可以乘 X95 大巴，终点站是宪法广场。这两种巴

士的票价都是 5 欧，车程大约都是 1 小时左右。

国际航班抵达后，出机场，往右手边看 / 走，可以看到巴士和售票亭。

就在售票亭买票。巴士就停在售票亭旁边。巴士前面上方有电子显示牌，

牌子上会标明是 X95 还是 X96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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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圣托里尼岛在旅游旺季，每天都有往返各个小岛的轮船，从雅典的彼雷

埃夫斯港口 Pireaus 到圣托里尼岛乘坐高速渡轮需要 6 小时，慢船 8 个

小时，37.5-52.5 欧不等。渡轮停靠在 Athinios 港口，可以换乘公交车

和出租车往返伊亚，费拉和其他地方。所有车辆都要爬一个很陡的盘山

公路。海运是依赖于天气的，所以出于安全考虑，特别是在冬天或下雨

的天气里，游轮可能会延迟或取消到 / 离岸边，要时刻关注轮船信息。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交车

岛上有公共巴士服务，票价 1.6 欧元、1.8 欧元、2.2 欧元，每半小时至

1 小时一班，时刻表可在网站 http://www.ktel-santorini.gr/ 上查询。

在汽车总站，有售票员在车下周围卖票，很明显的标志是他们手里拿着

一个票夹附带一个专门码放硬币的卡槽。通常司机和售票员都是男性。

如果你是半路上车，不用提前买票，在车上购买就可以，跟车下买是一

个价格。每天线路内各站点的价格是固定的，不同线路不同价格。巴士

偶尔会甩站，在车前窗上部有电子显示牌，告知你这个车是从哪里去哪

里的。如果没有显示或不明显，请询问售票员或司机。穿梭巴士服务往

返于机场和港口之间，但需要提前预订。

租车

租用汽车约每天 45 欧元，需要国际驾照，要是没有的话，许多汽车租赁

也会租给你汽车，但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保险赔偿就是问题，所以无国

际驾照最好不要租车。摩托 15 欧元 / 车，圣岛的路况不是很好，很多都

是山路，所以不提倡租车代步。

自行车

在岛上自行车出租服务相当难找，因为大多数地方出租摩托车，而不是

自行车。地图上的一些线路是专为徒步旅行者设计的，这样的推荐路线

骑自行车无法通行。圣托里尼岛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所以你必须与汽

车共享道路，所以不推荐骑车游岛。

缆车

在费拉镇老港港口可以乘坐缆车，缆车主要输送从港口到镇口之间的人

群。从港口到镇口，一般需要 1 分多钟，缆车票单程 4 欧元，儿童票 2

欧元，行李票 2 欧元。旺季时需要提前买票，以免因排队耽误乘船时间，

缆车票购买后要在 30 分钟内使用。

驴

驴是圣岛的一大特色，驴道位于圣岛老港港口至费拉镇镇口之间，输送

游人和行李。这些伙计吃苦耐劳，也成了圣岛的一种风景，但是要小心

它的排泄物随时会掉到你的脚边。

●  台阶比较陡峭，驴子走起来可能会比较颠簸，且在驴道上同时

会有多头驴子交错行走，驴子没有那么好的秩序感，所以小心因

为驴子抢道引起的恐慌；

●  驴子可能会边走边拉便便，味道十分难闻，要做好心理准备；

●  由于驴子有时走的比较猛，要小心携带的物品；

●  驴子不比其他交通工具，且驴道本身并不平坦，所以不可避免

的有游客受伤事件。

●  骑驴一趟的时间大约在 20 分钟左右

 欧小懒  骑驴标识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电影《牛仔裤的夏天》

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儿的情谊，婉转动听，异常温暖。

中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卡门、堤比、莲娜和布莉姬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

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的。同在夏末出生的她们性格迥异却从小亲如

姐妹。十六岁这年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渡过一个没有对

名称                                  地址电话（020）
你 的 选
择

费 拉 史 前 博 物
馆 M u s e u m  o f 
Prehistoric Thera

Fira Santorini 84700 Greece 
+30-2286-023217 □

考 古 博 物 馆
A r c h a e o l o g i c a l 
Museum

 Fira Santorini 84700 Greece  
+30-2286-022217 □

Megaro Gyzi Museum
Fira, 84700      
+30-2286-023077 □

民 间 博 物 馆 Folklore 
Museum of Santorini 

Exo Gonia, 84700 Santorini, Greece 
+30-2286-032774 或 +30-6932899509 □

海事博物馆 maritime 
museum

nikolaou nomikou 出发向右转    
+30-2286-071156 □

List

http://www.mafengwo.cn/i/736746.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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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Naoussa Tavern
Naoussa | Lagoudera Shopping Center, 
Fira, Greece 
+30-2286-024869

□

Metaxi Mas
E x o  G o n i a ,  8 4 7 0 0 ,  G r e e c e              
+30-2286-031323 □

To Psaraki

V l y c h a d a  8 4 7 0 0 ,  G r e e c e            
+30-2286-082783Vlychada 84700, 
Greece            
+30-2286-082783

□

Cyclades Tavern 
Restaurant

Perissa Shopping Center, Perissa 
84703, Greece
+30-2286-082952

□

Almira Restaurant Kamari Beach, Kamari, Greece □

Tango Bar Santorini
Fira Caldera, Thira/ Santorini, Thira 
84700 
 +30-6974498206

□


	圣托里尼岛速览
	特别推荐
	亮点
	景点
	住宿
	餐饮
	购物
	娱乐
	线路推荐
	节庆
	实用信
	出入境
	外部交通
	内部交通
	旅行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