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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推荐罗马必玩体验

读 • 一段沧海桑田的历史
罗马，这个念出来都觉得唇齿之间满是文明的名字，它是
世界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积淀了数千年历史的罗马遗迹、
帝国文明，流传至今，它是当之无愧的“永恒之城”。时
至今日，罗马依然作为首都，照耀着意大利。这座城中的
古罗马建筑遗迹，千百年来，白云苍狗，它依然傲然矗立，
看着人们前来一探自身文明的灿烂瑰丽。

1
见 • 一次神圣肃穆的朝拜
城中之国梵蒂冈，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这个小国
的教宗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领袖，也因此，全国仅有
千余人的梵蒂冈每年都能吸引了成百上千万的人前来
参观朝拜。每周三的朝圣日是教皇与信徒见面的时间。
而就算只是个平凡日子，来参观的人们依然每天排队
超过地铁站两站的位置。朝圣心情可见一斑。

2

听 • 一场绕梁三日的歌剧
意大利是盛产音乐的国家，从古至今，意大利音乐
圣殿上的旋律始终荡气回肠。这个艺术的国度成为
歌剧的诞生地，也丝毫不奇怪。歌剧，这种绚丽华
美的音乐艺术，也确实只有在意大利这个拥有无与
伦比的艺术之地才能发芽生长。来到全意大利最灿

看 • 一日巧夺天工的艺术

3

烂文明的罗马，怎能不让耳朵放纵地享受一次音乐
之美？

一座罗马，就是一座艺术之城。在这里，古迹与艺
术交相辉映，让人恍惚得不知是艺术提升了历史，
还是历史造就了艺术，自罗马帝国以来，传至今天，
各种艺术流传有序，座座建筑内外流彩，罗马，无
一不艺术，只要是来参观过的游客，都会说出自己
的建议，爱艺术者，千万别放过任何一个博物馆！

4

吃 • 一顿食指大动的美食
能与中国菜齐名的，恐怕只有意大利菜了。意大利
料理甚至影响了整个西餐世界，就连被当做高贵典
雅象征的法国菜，也是受到意大利菜的影响才演变

5

至今。可以说，意大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食之国。
从国宴级别的顶级大餐，到街头巷尾的牛肚包，每
道意大利菜，都是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既然来到艺
术之都，不妨慰劳自己，享受一顿艺术般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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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杨馥如，在多重身份间转换，用数种语言做思考，永远在旅行。是个在象牙塔里拿书本当乐高
玩的学者；在厨房里探究食物史、企图把每道菜镶嵌到文化脉络里的料理人；也是带着好奇眼
睛探索世界风景的旅者。台湾女儿、意大利媳妇，每年像侯鸟一样，欧洲天一冷，便飞回台湾
享受麻辣锅与姜母鸭的好滋味 ; 宝岛一旦进入夏季，就拎起行囊返意，投向大海的怀抱。在意
大利带领厨师、进口商、美食团游走各大城市，熟悉靴子国大街小巷的景点与美食。英国牛津
大学应用语言学硕士，意大利特伦多大学大脑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持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协
会 (WSET) 高级证书。在台北辅仁大学开有《学术英文》、《从文化角度探讨意大利饮食》、
《世界饮食文化史》等课程。希望用她的镜头和见闻，陪大家行路千里，品味人生。
个人博客 – 意大利美食学院 www.fujuyang.com
个人微博 weibo.com/italiamia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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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 Rome 关于罗马

对罗马，很难一见钟情。但花了时间相处后，那倾心，却是一辈子。给自己多一点
时间，试着融入地方生活，体验它的脉动，像意大利谚语说的“A Roma fai come i
Romani 到了罗马，就学罗马人行事”，入境随俗就对了。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

5、万神殿 (Pantheon) 中欣赏对称和谐的永

明扼要介绍一下这个城市？

恒之美

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像罗马一样，两千多年
的历史文化浓缩在此，城市每个角落都是时

Tips 小贴士
能否推荐几个当地流行的吃喝
玩乐手机app或者相关网站？
App ( 英文 )
1、Rome Bus ( 免费下载、
可搜寻各公交车停靠站与票
亭、使用时需对罗马城市方

光隧道入口：在这个街心掉入罗马帝国的繁

能否给旅行者推荐一些能帮助更深入

华与衰败；倏地转身，文艺复兴时期大气的

了解当地的人文艺术资料？

圆顶建筑近在眼前；走几步遇见精雕细琢的

行前练习一点基础意语，会很有帮助。

巴洛克大宅，内部天顶壁画多彩而迷人；方

步行与吃吃喝喝是认识罗马最好的方式。照

圆咫尺，是平实无华、保有基督教初期文物

着攻略中的路线，分区领略罗马之美，偶尔

的中世纪教堂；不远处向人频频招手的是全

借助公车连通距离较远的景点，征服罗马并

世界最时尚、最现代的商店与购物街…… 在

非难事。别忘了每个停留的地方都有美食等

罗马旅行，宛如在不连续的时空里跳跃，如

着你，用味蕾来写旅游日记，罗马之行，美

此的光阴之旅，经验终身难忘。

好至极！
1、准备齐：出发前多花点时间瞭解罗马的悠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
的观察与感受？
罗马是个大城市，这个城市乍看之下毫无规

位略有概念 )

则可循！比起意大利其他地方，它的步调要

2、Eat Rome ($3.99、界面

紧张许多，初来乍到加上语言隔阂，可能会

操作简单、提供餐厅地图与
食物照片、介绍详细 )

感到当地人不太友善。行前练习一点基础意

3、Italian Menu

语，会很有帮助。

Decoder($4.99、iOS 系统
适用、条列意大利菜单中食
材相关单字、吃货的好帮手 )
网站 ( 英文 )
1、World Taxi Meter ( 罗
马计程车资预算表
www.worldtaximeter.
com/rome)
2、Khan Academy -

6、斗兽场 (Colosseo) 里品味建筑工程的精巧

除了大众热门景点，能否分享一些不
为人知，但你自己很喜欢的景点或体
验？
1、西斯廷礼拜堂 (Cappella Sistina) 体验创

长历史，参观起来会更有体会。
2、用心看：第一眼看到罗马时，不少人会抱
怨这城市大而庞杂，但仔细想过：这块土地
上其实压缩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处处皆古迹，
是需要用心走赏的。
3、慢慢走：罗马的观光客非常多，著名景点
不管在哪一个季节总是挤满了前来朝圣的旅
人。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慢下脚步来认识这
个城市！
4、电影——《罗马假期》 (Roman Holiday,
1953)、
《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1960)、
《天
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Ripley, 1999)、
《天使与魔鬼》(Angels &Demons,2009)、
《美

Digging Through Time ( 可

世纪的艺术撼动

食、祈祷和恋爱》(Eat Pray Love, 2010)

汗学院 – 古罗马简史

2、许愿池畔 (Fontana di Trevi) 观赏世界最

5、 书 籍 —— 歌 德《 意 大 利 之 旅》(《Italian

org/humanities/art-

美的街头造景

Journey,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帝

history/art-history-400-

3、纳芙娜广场 (Piazza Navona) 享受文艺

托 • 李维《罗马史》(《The History of Rome》,

ancient-rome/v/digging-

气息

Titus Livy)

through-time)

4、古罗马广场 (Fori Romani) 感受帝国荣光

www.khanacademy.

c-e--ancient-cultur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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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 in Numbers 从数字看罗马

3

7
罗马位于台伯河下游
的地区，建城于 7 座
小山丘上

罗马是欧盟境内排名
第 3 的观光城市，次
于伦敦与巴黎，每年
观光人次将近千万

700

罗马拥有 700 多座教堂与修道院，7 所天主教大学，50 多所博物馆

2,700,000
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市中心面积有 1285 平方公
里，人口共 270 万（约为北京人口的 13%）

20
20°C
罗马的年平均温度为
20 ° C， 最 热 的 7、8
月平均气温为 30° C，
最冷的月份为 1 月平
均气温 12° C

6/7
时差：比北京晚 7 小
时，夏令时间比北京
晚 6 小时

罗马、北京生活比一比

12( € 1.5)

欧元 (Euro, € ) 的硬币
面值，分别是 1 分、2
分、5 分、10 分、20
分、50 分、1 元 和 2
元硬币，纸币面值为 5、
10、20、50、100、
200、500 欧元

（近期汇率：1 欧元 ≈ 8 人民币）

40( € 5)

64( € 8)

16( € 2)

25

3

5

1

公交车票价

8( € 1)

50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一斤苹果

一场电影

瓶装矿泉水

罗马

北京 单位（RMB）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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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fore the Trip 行前计划

春 3~5 月

夏 6~8 月

罗马的春季鲜花盛开，到处飘着花香，亚平宁半岛阳光

意大利的夏季干燥，阳光灿烂，傍晚的日落要到晚上 9

明媚，非常适宜旅行。

点多，可以尽情欣赏夕阳中的罗马。

旅游节庆

旅游节庆

罗马建城纪念日（Fondazione di Roma）

国庆节（Festa della Repubblica）6 月 2 日

4 月 21 日

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以此日纪念意大利在 1946 年的 6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罗马确实有其生日，在这一天，

月 2 日至 3 日以公民投票形式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音乐会、烟花无处不在，所有壮观的考古遗迹和博物馆，

制。国庆节中最重要的当属阅兵仪式 , 各路军人身着各式

都将免费开放，来纪念这一自公元前 753 年 4 月 21 日

军装，代表着意大利军队的发展历程，非常值得一看。

建成的罗马。
五一音乐会（Concerto del Primo Maggio a Roma）
5月1日
这是意大利户外最大的音乐会，从下午 3 点开始，音乐
狂欢可以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是庆祝劳动者的盛大聚会，
从 1990 年开始，意大利罗马最主要的三个公会就决定
联合起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而举办音乐会了，热情的罗
马人，彻底将这场音乐会变成了庆祝的海洋。
圣乔凡尼广场 (Piazza San Giovanni)

帝国广场大道 (Via dei Fori Imperiali)

八月节（Ferragosto）8 月 15 日
意大利的八月节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罗
马时期，从这时开始，8 月就成了人们休闲放松的好时
节。而在八月节举办的盛大的 8 月节舞会 (Gran Ballo di
Ferragosto)，更是遍布大街小巷，从广场到乡村，无处
不在。
人民广场 (Piazza del Popolo)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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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9~11 月

冬 12~2 月

罗马的秋天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空气里带着湿润，

冬天的罗马降雨增多，但气候依然温和，不妨碍游人的

越接近冬季，降雨越多，但秋天的罗马色彩斑斓，风景

兴致。

极美。适合带一把伞，漫步街头。

旅游节庆

旅游节庆

夜如白昼（La Notte Bianca）9 月 17 日

纳芙娜圣诞市场（Il Mercatino di Natale a Piazza Navona）

这本来是几个大城市联合起来搞的活动，但在罗马，不

12 月 8 日至次年 1 月 6 日

眠夜来得更彻底。在这一天，众多的戏剧活动、音乐会

这一集市传统从中世纪以来延续至今，在冬季寒冷的罗

层出不穷。而商店开门，酒吧、俱乐部开放，则更是争

马，这里聚集了大量人气，贩卖糖果、玩具等圣诞必备

先恐后地灯火通明，通宵达旦营业，音乐会、街头表演

物品，甚至有街头艺术家的专业级表演，非常引人注目。

把气氛炒得相当热闹。

纳芙娜广场（Piazza Navona）

提醒：不一定在每年 9 月 17 日，例如今年 5 月 16 日、5 月 17 日
罗马也将举办 Notte Bianca。确切日期需要留意罗马的城市活动

新年前夕（La notte di San Silvestro a Roma）

行事历：www.turismoroma.it/eventi（意、英）。

12 月 31 日
与世界上所有人一样，罗马的新年也不例外，这一天到处

罗马电影节（Festival Internazionale del Film di Roma）

都在举办各种辞旧迎新的演出，烟花、篝火和音乐串起了

11 月

新的一年的美好遐想。甚至地铁也会运行得比平时晚。

每年 11 月的罗马电影节，群星熠熠，给渐冷的罗马带来
无数谈资。它虽年轻，却有着自己的韵味，强调文化和

罗马时装周（AltaRoma）1 月和 7 月

参与性的电影节，是真正为了罗马人自己而举办的，就

罗马时装周虽不在四大时装周中，但意大利绚烂的艺术

连评委，也都来自普通的电影爱好者而非专业人士。

赋予了时装周独特的个性。往往在四大时装周上看不到
的独特设计，会出现在罗马时装周上，让人眼前一亮。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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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住宿指南
罗马有永恒之城的美誉，许多人来意大利观光由此进出。市区幅员广大，不过重要
景点多集中在梵蒂冈 (Vaticano)、历史中心 (Centro Storico) 与古罗马区 (Roma
Antica) 周遭。在此以“象限”的概念将罗马切割成四大区：以南北贯穿市区的台伯
河 (Fiume Tevere) 为纵轴、东西向的亚米戴欧王子桥 (Ponte Principe Amedeo)
为横轴，并为大家推荐住宿。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第一象限（I）
罗马东北边，包含三叉区 (Tridente)、宝格塞庄园区
(Villa Borghese)。 前 者 为 意 大 利 国 会 所 在 地 ; 后 者
则是高级豪宅聚集处。三叉区以人民广场 (Piazza del
Popolo) 为中心，广场中心矗立着罗马最古老的方尖
碑 (Oblisco Flaminio)，罗马最重要的三条道路克索
街 (Via Corso)、里沛塔街 (Via Ripetta)、巴布以诺街 (Il
Babuino) 在此交汇；宝格塞庄园区绿地如荫，市民们
喜欢来此散步，暂时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世界级重要
收藏的宝格塞美术馆也在此区。
重要景点：宝格塞美术馆 (Galleria Borghese)、许愿池 (Fontana
Trevi)、西班牙广场 (Piazza di Spagna)、 购物名店街，如孔多堤
街 (Via Condotti) 与朱伯纳利街 (Via dei Giubbonari) 等。

推荐住宿地
Garibaldi Suites 卡里巴迪精品旅店
精品型︱邻近购物街区的舒适酒店
Garibaldi Suites

位在西班牙广场旁，紧邻热闹购物商圈，尽情血拼后
不担心提着大包小包走远路，随时可回旅店休息。名
字源于意大利 19 世纪的民族英雄卡里巴迪 (Giuseppe

第二象限（II）

Garibaldi)，在促成国家统一时期，卡里巴迪定居于旅店

罗马城市西北角，包覆“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所在的大厦内。仅有四间房，每间各有主题，品位高雅、

这一区环境清幽，夜间治安良好。住宿在此的优点为

服务贴心，与楼下的咖啡馆合作，提供房客各式早餐选择。

邻近圣彼得大教堂与梵蒂冈博物馆，可在大量人潮抵

Via delle Carrozze 60
标准双人房 170 欧元起

达前就地利之便趁早参观；缺点则是饮食与餐厅选择
不多，相对于其他地区热闹的夜生活，这里的娱乐有限。

搭乘公车 117、119 或搭乘地铁红线 (Metro A) 至西班牙站

重要景点：圣彼得大教堂 (Basilica San Pietro)、梵蒂冈博物馆

(Spagna)，下车后步行约 300 公尺可达

(Musei Vaticani)、圣天使堡 (Castel Sant’Angelo)、 圣天使桥

www.garibaldisuites.com（意、英）

(Ponte Sant’Angel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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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Cicerone Hotel

第三象限（III）
城市西南方，涵盖越台伯河区 (Trastevere) 与强尼可
罗丘陵 (Gianicolo)，景点错落在住宅区之中，可窥见
罗马人的日常生活。越台伯河区自由气息鼎盛，是年
轻族群喜欢造访的地方，街头小吃美食多不胜数；强
尼可罗丘陵是环绕罗马的七大丘陵之一，长长的林荫
观景步道可俯瞰罗马市区，夏日傍晚与周末假日是罗
马人最喜欢的散步路线。
重要景点：强尼可罗丘陵 (Gianicolo)、布拉曼帖小圣堂（Tempietto
del Bramante）。
Paola a Tevere

推荐住宿地
Paola a Tevere 宝拉的 B&B

推荐住宿地

经济型｜越台伯河区的温馨客栈

AW Cicerone Hotel 西塞罗酒店

充满温馨气息，这家 B&B 由宝拉 (Paola) 女士亲自为

经典型︱位于交通枢纽的四星级酒店

房客服务，每日提供精心准备的早餐，让人虽在异地

中规中矩的四星级酒店，提供多样并且丰富的自助式

旅游却有回家的感觉。位在越台伯河区的主要街道上，

早 餐。 酒 店 邻 近 重 要 的 交 通 枢 纽 卡 福 尔 广 场 (Piazza

交通便利，步行过河可到达多数景点。房间装潢典雅，

Cavour)，所在的西塞罗大街 (Via Cicerone) 上有多

充满艺术感，并提供免费 Wifi、欧式风情的阅读交谊

条线路的公车与机场巴士经过，方便连接景点。美中

厅以及厨房供房客使用。

不足的是酒店不提供房客免费上网服务。

Viale Trastevere 75

Via Cicerone 55/C

标准双人房 100 欧元起

标准双人房 150 欧元起

搭乘公车 780、N8 或电车 8 号线至越台伯河 – 马思泰站

搭乘公车 30、49、70、81、87、119、186、224、280、492、

(Trastevere-Mastai)，步行 100 公尺可达

913、990 至卡福尔广场 (Piazza Cavour)，步行 260 公尺可达

www.letsbookhotel.com/it/italy/rome/hotel/paola-a-

www.alpitourworldhotels.com/awcicerone（意、英）

trastevere.aspx（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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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象限（IV）
城 市 东 南 方， 紧 邻 台 伯 河 (Tevere)， 观 光 景 点 最 密
集。将这个象限再细分为四，包括历史中心 (Centro
Storico)、古罗马区 (Roma Antica)、罗马特米尼中央
车站 (Stazione di Roma Termini) 和共和广场 (Piazza
Repubblica) 一带、阿凡堤诺与铁士大丘区 (Aventino
- Testaccio)。住宿在此的优点为邻近大小景点、交通
便利；缺点则是住房价格偏高，历史中心一带环境可
能较嘈杂；古罗马区入夜后人潮散去，用餐选择有限；
中央车站附近则须特别注意夜间安全。
· 历史中心——涵盖罗马城内一级景点，漫不经心地步
行是探索此区最好的方式，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建筑、
世界级博物馆尽收眼底 ; 这区也是知名咖啡馆、地道餐
馆、风味酒馆、个性小店的集散地，蜿蜒的小巷里藏
有不少惊喜。这区也有许多免费参观的教堂，里面收
藏有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拉斐尔 (Raffaello)、
贝里尼 (Bernini)、卡拉瓦乔 (Caravaggio) 等大师名作。
重 要 景 点： 艾 曼 纽 纪 念 堂 (Il Vittoriano)、 纳 芙 娜 广 场 (Piazza
Navona)、 万 神 殿 (Pantheon)、 百 花 广 场 (Campo de Fiori)、
圣路易志教堂 (Chiesa di San Luigi Francesi)、犹太区 (Ghetto
Ebraico)、购物商圈如旧政街 (Via del Governo Vecchio) 与朱伯
纳利街 (Via dei Giubbonari) 等。

· 古罗马区——位于竞技场 (Il Colosseo) 和坎皮多里
欧广场 (Piazza del Campidoglio)，两千多年的文化
精炼浓缩于此，古迹处处，断垣残壁说的尽是历史。

Hotel Ponte Sisto

重要景点：竞技场 (Il Colosseo)、帕拉提诺山遗迹 (Il Palatino)、
古罗马广场 (Il Foro Romano)、帝王广场 (I Fori Imperiali)、卡比
托力尼博物馆 (Musei Capitolini) 等。

· 特米尼车站与共和广场区——是罗马的交通中心，虽
有通勤之便，但却离重要景点有一段距离。车站前秩
序稍嫌混乱，在此活动需特别留心。
· 阿凡堤诺与铁士大丘区——从这里开始渐渐进入罗马
的住宅区，不建议住宿于此，会离景点稍远。

推荐住宿地
Hotel Ponte Sisto 希思多桥酒店
经典型｜台伯河畔的奢华
这 家 四 星 级 酒 店 紧 邻 横 越 台 伯 河 的 希 思 多 桥 (Ponte
Sisto)，特别吸引人的是酒店的中庭花园早餐，能享受
旅游罗马的浪漫与轻松。位于城市最中心，到各个景
点相当方便。
Via dei Pettinari 64
标准双人房 225 欧元起

重要景点：马尔他骑士团广场（Piazza dei Cavalieri di Malta）、

搭乘公车 23、271、280、N10 至台伯河岸瓦拉堤 - 佩堤那里

一 眼 看 三 国 神 秘 锁 孔 (Il Buco di Roma)、 真 理 之 口 (La Bocca

站 (Lungotevere Vallati-Pettinari)，步行 130 公尺可达

della Verità) 等。

www.hotelpontesisto.it（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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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Hotel IQ 酒店
经典型｜城市中心的便利选择
商务型旅馆，走摩登时尚路线，风格简洁。正对罗马
歌 剧 院（Teatro dell'Opera）， 交 通 方 便， 步 行 10
分钟可达罗马特米尼中央车站，附近的用餐选择也十
分多元。
Via Firenze 8
标准双人房 200 欧元起
搭乘公车 64、70、82、85、170、175、590、910 、H、
N1、N5、N7、N8、N9、N12 或地铁红线 (Metro A) 至共和
站 (Repubblica)，步行 350 公尺可达
www.iqhotelroma.it/en/（意、英）

IQ Hotel

N9 Colosseo 竞技场 9 号精品旅馆
精品型｜风格极简、窗景无敌的现代酒店
打开窗，就是雄伟壮丽的竞技场，但精品旅馆内极具
现代感，奢华舒适。住宿在此有种穿越历史，掉入时
光隧道的奇幻感觉。
Piazza del Colosseo 9
标准双人房 195 欧元起
搭乘公车 53、85、87、117、186、571、810、N11 或电车 3 号、
8 号线至竞技广场 (Piazza del Colosseo)，步行 80 公尺可达
www.no9colosseo.com（意、英）

N9 Colosseo

Hotel Teatro Pace 和平剧院酒店
经典型︱纳芙娜广场旁的古典小品
离纳芙娜广场仅几步之遥，酒店位于四百年的历史建
筑中，23 间客房装潢精巧古典，配搭古董家具，充满
怀旧贵族气息。
Via del Teatro Pace 33
标准双人房 186 欧元起
搭乘公交车 30、70、81、87、116、186、492、628、C3、
N7 至文艺复兴大街 (Corso del Rinascimento)，步行 350 公
尺可达
www.hotelteatropace.com（意、英）
Hotel Teatro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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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旅游贴士
罗马的大众运输系统非常发达，除了两条呈十字形交汇的地铁外，电车、公车网络
绵密，连通所有重要景点，相当方便，唯一的缺点是尖峰时间可能会塞车。出租车
价格稍高，步行永远是最好的选择。罗马的部分旅馆不提供房客免费上网，但城市
里有免费热点，可多加利用。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旅游周游券

交通

罗马周游券 (Roma Pass)34 欧元，有效期三

罗马市区的大众运输由 ATAC 公司营运，有

日，并附送罗马市区观光地图、周游券使用

巴士、地铁、电车、火车等交通工具，车票

手册，以及“周游罗马”(Roma Passè App)

可互通使用。比较重要的车票种类有单程票

应用程序的启动密码。持卡可参观的景点

（B.I.T.，1.5 欧 元，100 分 钟 效 期 内 不 限 次

与更详细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romapass.

数搭乘）、日票（B.I.G，6 欧元，24 小时效

it/?l=en（英）

期）、三日票（B.T.I，16.5 欧元，72 小时效

优点：

期）、周票（C.I.S，24 欧元，7 天效期）。

(1) 34 欧元可免费进入两个博物馆 / 景点，第

上车前记得买好票，车票可在 ATAC 票亭、

三个景点之后享折扣票价。若前两个景点选

书报摊或烟店（Tabacchi，招牌为蓝底白色

票价较高者参观，如竞技场联票 (11 欧元 ) 或

大写 T）购买，只有夜间公车才可上车后向司

宝格塞美术馆 (11 欧元 )，不但省钱，也免去

机购票。特别注意：(1) 日票效期虽为 24 小时，

排队买票入场之苦（竞技场有罗马周游券用

但首次打印开始使用后，只能使用到当日午

户专用入场通道）；(2) 罗马周游券结合城市

夜 24:00；同样的，三日票打印启用日为第一

交通票卡，三天内可免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日，可使用至第三日午夜 24:00；(2) 使用单

“三天”自周游券开通使用日起算，到第三

程票公车转地铁时，需将票卡插入过票口后

天午夜为止。

再进入地铁站；使用日票、三日票、周票者，

缺点：

需将票卡给查票人员检验后入站。各种交通

(1) 梵蒂冈景点不包含在罗马周游券的优待范

工具简介如下：

围内；(2) 周游券不能用来搭乘连通机场与市
中心的火车与巴士。综合以上分析，对于 3

1、巴士 (Bus)

天内会看超过两个博物馆、搭 7 次以上交通

罗马城市中心由紧密的巴士网络覆盖，每日

工具的旅人来说，罗马周游券绝对是划算的

早 晨 05:30 到 凌 晨 发 车 班 次 密 集， 相 当 方

选择；但对不爱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时间有

便。深夜到清晨期间亦有夜间巴士服务，每

限，想以免费景点或购物行程为优先的旅人，

30 分钟一班，连通特密尼中央车站 (Roma

以及住在越台伯河区 (Trastevere) 或历史中心

Termini) 与威尼斯广场 (Piazza Venezia) 等大

(Centro Storico)，走路可达多数景点的游客

站；线路号码前有‘N’的，为夜间巴士。上

来说 ，罗马周游券不见得是合理的投资。

了公车请利用车门旁的小机器打票启用，无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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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车或买了票却没有打票启用者遇到查票
人员会遭 50 欧元罚款。

机场
罗马的达芬奇国际机场 (Fiumicino - Leonardo

2、地铁 (Metro)

da Vinc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是许多人造访

两条地铁主线呈 X 形，在罗马特米尼中央车站

意大利的首站。距离市区约 30 公里，达芬奇

(Roma Termini) 交叉：红线 (Metro A) 从西北

机场快线 (Leonardo Express) 是来回市区最便

到东南，经过奥塔维亚诺 - 圣彼德 (Ottaviano-

捷经济的方式，每半小时一班，票价 14 欧元，

San Pietro)、西班牙广场 (Spagna)、艾曼纽纪

从机场起站直达市中心的罗马特米尼中央车站

念堂 (Vittorio Emanuele) 等大站，出站后步

(Stazione di Roma Termini)，中途无任何停靠

行可达重要景点；东北到西南向的蓝线 (Metro

站，只需 31 分钟。机场至市区巴士 (SIT) 是另

B) 则经过斗兽场 (Coloseo)、大斗兽场 (Circolo

一个选择：每日 22 个班次，单程票价 8 欧元，

Massimo)、金字塔 (Piramide) 等地。地铁车

来回 15 欧元，车程约 70 分钟，但常会塞车。

次间距为 7-10 分钟，每日首班及末班车分别

交通顺畅时搭乘计程车到市中心约 45 欧元。

为 05:30 与 23:00（周六末班车 00:30）。
3､ 电车 (Tram)

通讯

罗马共有六条地面电车线路，通过较多观光景

网络

点的线路为 8 号与 19 号线。8 号线连结托雷

在罗马，部分旅馆不提供房客免费上网服务。

亚真堤那站 (Torre Argentina) 以及越台伯河区

RomaWireless 在城市里有不少免费热点，只

(Trastevere)，从托雷亚真堤那站可步行抵达纳

需上网登录并提供有效电话号码即可。网址：

芙娜广场 (Piazza Navona)、万神殿 (Pantheon)

www.romawireless.com/index_eng.htm

等重要景点；19 号线行经邻近圣彼得大教堂

（意、英）。登录后系统会要求用户在五分

的复兴广场 (Piazza del Risorgimento)、宝格

钟内以注册的电话号码回拨验证，通过验证

塞美术馆 (Villa Borghese) 等地。

后便可开通使用。另外，意大利电信公司 (TIM)
提供 3G 上网方案 (Offerte Internet)，购买

4､ 出租车 (Taxi)

SIM 卡含通话费、手续费约为 20 欧元，提供

罗马的法定出租车为白色，车顶有 TAXI 字样，

30 天 1G 的上网流量，也可拨打电话。须注

车门上贴有罗马市政府徽章与营业编号，并

意上网方案会不定期调整，服务项目亦有所

有计程表显示搭车费用。出租车并非随招随

变化。另外，当网络使用流量超过 1G ，但

停，必须在城市内特定标示处搭乘。遇行李

SIM 卡内尚有余额时，系统会将连线速率调

需放置后车厢时，每件行李依体积加价 50 欧

降为 64Kbps，但仍可上网 ; 若因拨打电话把

分至 1 欧元。罗马市中心单行道以及行人专

额度用光，无线上网的功能也会被暂停，需

用的便道多，有时司机必须绕路而行，不需

至 TIM 服务处充值才能继续使用。意大利电

觉得被绕远路遭到诈骗。不塞车时，市中心

信公司 TIM 在达芬奇国际机场航站楼与特米

十五分钟车程费用约 10 欧元，但若遇到周末

尼中央车站二楼各有服务处。

或上下班尖峰时段塞车，车资也会因此增加。
明信片
Tips 小贴士

5、步行
从罗马市区最南的重要景点斗兽场

寄明信片建议到邮局 (Poste Italiane) 购买

达芬奇机场快线的车票可

(Coloseo) 到最北边、观光客喜爱的西班牙

直接交给柜台人员邮寄，约十天至两周后

(biglietteria) 或是机场内的

广场 (Piazza di Spagna)，距离约为 2.5 公

寄 达。 罗 马 特 米 尼 中 央 车 站 (Stazione di

书报摊 / 烟店购买，也可利

里，换言之，双脚是参观罗马最好的交通工

Roma Termini) 第 一 月 台 旁 有 邮 局（ 由 外

机买票。上车前务必记得用

具，所有重要景点几乎都是步行可达；除了

面街上进入），黄色招牌蓝色字体 (Poste

月台上的黄色方形小机器打

位于山丘上的景点（如一眼看三国）稍需脚

Italiane) 相 当 好 认（ 地 址： Ｖ ia Marsala

力克服，其他地方都可靠着步行连通。

29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08:00~19:00，周

在意大利国铁售票柜台

用月台附近绿色的自动售票

票，无票上车或持票却未打
票 验 证 者， 被 查 到 罚 金 50
欧元。

邮票（邮资 2 欧元），付款、贴好邮票后

六 08:00~13:15，周日休）。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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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必看

Top10 必尝美食
到罗马旅游最过瘾的事，除了玩赏古迹美景外，莫
过于享受各式各样的街头小吃和地道美食。十大必
尝美食跟大家分享，没吃，别说你到过罗马！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1

牛杂三明治 (trapizzino)

牛杂三明治是罗马街头小吃的天王。这家位在铁士大丘市
场 (Mercato Testaccio) 内的小铺深受当地人欢迎，上市
场买菜时顺便打牙祭。这家店小小的摊头总是大排长龙。
早晨时分店铺刚开时，队伍不长，但煮得入味的牛杂已在
大锅里阵阵飘香，最适合用咸面包夹着享用：带着炉火的
香气，
面包咸香滋味和松软口感配上煮得软烂味美的牛杂，
一口咬下，好吃到升天。
推荐店铺

2

Mordi & Vai 牛杂三明治小铺
Via Beniamino Franklin, 12 E (Mercato Testaccio) | Box 15
搭乘电车 8 号线站或公车 3B、23、75、280、716、N3、

罗马式披萨 (pizza romana)

罗马式披萨和那不勒斯披萨 (pizza napoletana) 各有拥
护者，吃起来也大异其趣：前者饼皮轻薄酥脆，后者饼

N9、N11 至马摩拉塔 - 加法尼 (Marmorata-Galvani)，沿加
法尼街 (Via Galvani) 步行约 659 公尺可达
各式三明治 3.5 欧元起价
每日 08:00~14:30（周日休）

皮厚实有嚼劲。罗马式披萨是傍晚时分垫肚子的轻量美
食，不管是吃起来清清爽爽的白披萨 (pizza bianca) 或
铺满番茄丁、火腿、栉瓜花、野菇的加料披萨，都是嘴
馋时让人立即得到满足的好食品。皮瑟雷披萨店明亮干
净，专供外带，每款披萨精美得像艺术品，价格却非常
实惠，多种口味样样好吃，常让人难以抉择。
推荐店铺：
Pizzeria “il Pinsere” 皮瑟雷披萨店
Via Flavia, 98
搭乘公车 38、92、217、360 至皮亚维站 (Piave – XX
Settembre)，步行约 130 公尺可达
白披萨每片 1 欧元，其他加料披萨 3 欧元起价
周一至周五 09:00~16:0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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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朝鲜蓟 (carciofi alla giudea)

朝鲜蓟宛若即将盛开的大花，尺寸约拳头般，茎的部分粗如
手指 ; 绛紫中掺有翠绿，滋味特别，可油炸、可入炖饭、甚
至能搭配海鲜。最好吃的部分是最中心软嫩的花蕾，通常外
层的“花瓣”会被剥掉，因为纤维丰富，有时难以咀嚼 ; 罗
马的朝鲜蓟以鲜嫩无刺闻名，来这里，绝对不可错过。你一
定会喜欢上犹太区那一朵朵炸到爆炸盛开的朝鲜蓟：极高的
油温把本来难以下咽的花瓣炸得酥脆，可以一片片拨下来吃；
也可佐蕃茄为底的酱汁炖煮，柔软多汁，滋味丰富，配着丰
厚的红酒或是酸度较明显的白酒，坐在广场或街心与朋友一
起享受，美食美酒，最是迷人。
推荐店铺：
Nonna Betta 贝塔奶奶餐厅
Via del Portico d'Ottavia 16
搭乘公车 23、63、280、810、N8、N10 至孟堤 • 萨维罗广场 (Piazza
Monte Savello)，步行约 220 公尺可达
朝鲜蓟每份 5 欧元
每日 11:00~15:00，19:00~23:00（周二休）

4

开心果蛋糕
（tortine al pistacchio）

离百花广场 (Campo de'Fiori) 不远的罗秀里面包甜
品铺是罗马城中的老字号，面包或糕饼做得极有水
准，秤斤两卖的披萨、每日出炉依着传统食谱制作
的面包、各式甜品，都极受当地人喜爱。喜欢核果
香气的人不妨尝尝招牌的开心果蛋糕，店内的迷你
苹果巧克力蛋糕 (Mini Cake Mele e Cioccolato) 也
是人气商品。
推荐店铺：
Forno Roscioli 罗秀里面包甜品铺
Via dei Chiavari 34
搭乘电车 8 号线至 Arenula – Cairoli 站，
沿朱伯纳利街 (Via
dei Giubbonari ) 步行约 240 公尺可达
各式蛋糕 10 欧元起价
每日 07:00~19:30（周日休）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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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咖啡（caffè）

咖 啡 是 意 大 利 人 生 活 的 必 需。 美 好 的 一 天 从 咖 啡 开
始： 短 小 精 练 的 浓 缩 咖 啡 (caffè) 瞬 间 醒 脑； 大 碗 香
淳的牛奶咖啡 (caffeè latte) 帮你充满活力；卡布奇
诺 (cappuccino) 绵密的泡泡底下交融的是丰厚的奶
香 与 馥 郁 的 咖 啡 …… 罗 马 最 有 名 的 两 家 咖 啡 馆 ——
金 杯 咖 啡 馆 (Tazza D'oro 与 圣 耶 乌 司 塔 奇 欧 咖 啡 馆
(Sant'Eustachio Il Caffè)——都在万神殿附近，开始
一天的行程前或午晚饭后来一杯，是享受意大利甜蜜生
活的最好方式。
推荐店铺：
Caffè Tazza D'oro 金杯咖啡馆
Via degli Orfani 84
搭乘公车 53、62、63、81、83、85、117、119、160、
175、492 至库索大街站 (Corso – Minghetti)，沿帕斯堤尼街
(Via dei Pastini ) 步行约 400 公尺可达
各式咖啡 1.10 欧元起价
每日 07:00~20:00，周日 10:30~19:30

Sant'Eustachio Il Caffè 圣耶乌司塔奇欧咖啡馆
Piazza Sant'Eustachio 82
搭乘公车 70、81、87、186、492、628、N6、N7 至文
艺复兴大街站 (Corso Rinascimento)，沿薛帝亚里街 (Via dei
Sediari) 步行约 230 公尺可达
各式咖啡 1.2 欧元起价
周日至周四 08:30~01:00，周五 08:30~01:30，周六
08:30~02:00

6

培根鸡蛋面
(spaghetti alla carbonara)

培根鸡蛋面可说是最受欢迎的意大利面款，简单的做法
却创造出极其迷人的滋味。正统的培根蛋黄面材料屈指
可数：意大利直面 (spaghetti)、猪头肉 (guanciale)、
鸡蛋 (uova)、罗马产绵羊奶酪 (pecorino romano)、盐
(sale) 与胡椒 (pepe)。煮好的面趁热拌上全部的佐料，
喷香地道的美味，来罗马旅游绝对不可错过。
推荐店铺：
Il Roscioli 罗秀里餐厅
Via dei Giubbonari 21/22
搭乘电车 8 号线至 Arenula – Cairoli 站，沿朱伯纳利街 (Via
dei Giubbonari ) 步行约 200 公尺可达
招牌培根鸡蛋面 15 欧元
每日 12:30~16:00，19:00~00:00（周日休）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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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冰激凌 (gelato)

没人能忘记《罗马假日》电影里女主角奥黛丽 • 赫本吃冰激
凌的可爱模样！罗马城内冰激凌店比比皆是，但问当地人哪
一家最好吃，十个有八个会告诉你圣克里斯皮诺冰激凌店
（Di San Crispino）是他们的心头好。这家店的冰激凌口
味除了巧克力、香草、柠檬等经典款外，也推出非常有巧思
和极具地方特色的口味，包括西西里潘特烈丽岛的增度甜白
酒 (passito di pantelleria)、核桃与焦糖无花果 (noci e fichi
caramellati) 等选择，让人大饱口福。
推荐店铺：
Di San Crispino 圣克里斯皮诺冰激凌店
Via della Panetteria 42
搭乘公车 52、53、62、63、71、83、85、116、160、175 至
特里通 – 许愿池站 (Trione – Fontana di Trevi)，沿特里通街 (Via
del Tritone) 步行约 170 公尺可达
各式冰激凌 2.5 欧元起价
每日 12:00~00:30，周五周六 12:00~01:30

8

电话线米球 (supplì al telefono)

来罗马玩绝对别错过地道的酥炸小点心，电话线米球是
最经典的一项，卖点在于米球下锅油炸之前 , 里头塞了马
札瑞拉软酪 (mozzarella)。 一起锅，趁热拨成两半，高
温油炸后的奶酪受热融化，入口前拖拉成丝，像极了电
话线，因此得到这个可爱的名字。也许你会担心身材或
胆固醇，不过电话线米球的味道之好，足够让你暂时把
发胖丢一边，反正，是来度假的啊！
推荐店铺：
Ristorante L'Arcangelo 天使餐厅
Via Giuseppe Gioacchino Belli 59
搭乘公车 30、49、70、81、87、119、186、224 、280、
492、913、926、N6、N7 至卡福尔广场 (Piazza Cavour)，
沿西塞罗街 (Via Cicerone) 步行约 180 公尺可达
电话线米球等招牌酥炸综合前菜 13 欧元、各式意大利面 13 欧
元起价
周一至周五 13:00~14:30，20:00~23:00，周六 20:00~23:00
（周日休）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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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水料理 (quinto quarto)

罗马人爱吃内脏，不管是猪或牛的杂碎，举凡肚、肾、
心、肝、脾、肺、胰脏，甚至是牛尾猪蹄，想得到的部
位，他们都有办法料理得妥贴美味。不仅如此，罗马
人还将这样的平民美食发挥到极致，小则做成三明治
可边走边吃，大则谱成宴会菜肴如慢炖牛尾 (coda alla
vaccinara)，是正宗罗马的地道好滋味。
推荐店铺：
Ristorante La Campana 金钟餐厅
Vicolo della Campana 18
搭乘公车 70、81、87、116、186、280、492、628、C3、
N6、N7 至台伯河岸马奇欧站 (Lungotevere Marzio)，步行约
170 公尺可达
人均消约 35 欧元
每日 12:30~15:00，19:30~23:00（周一休息）

10

苍蝇桑布卡
(sambuca alla mosca)

蒸馏过的烈酒中加入糖浆和茴香、八角、甘草、小白花
等精油，制作出风味特殊的桑布卡酒 (sambuca)，是意
大利特有的酒品。苍蝇桑布卡这项饮品乍听之下恐怖，
但“苍蝇”其实是几颗咖啡豆。喝桑布卡酒时一边咀嚼
咖啡豆，口里顿时充满香醇的咖啡香，与酒汁中各种香
料的气味相互调和，十分特别，适合饱餐后饮用，能帮
助消化。来到罗马的越台伯河区 (trastevere)，可别错过
这家怀旧气息浓厚、深受当地人喜欢的圣卡利斯托小酒
吧。坐在户外来杯咖啡或苍蝇桑布卡，享受罗马旧城区
悠闲风情，是旅途中美丽的逗号。
推荐店铺：
Bar San Calisto 圣卡利斯托小酒吧
Piazza di San Calisto 3
搭乘公车 780、H、N8 至索里诺站 (Sonnino - San Gallicano)，
或电车 8 号线至贝里站 (Belli) 步行约 400 公尺可达
苍蝇桑布卡 4 欧元、冰激凌 2.5 欧元、咖啡与其他饮品 1.2 欧
元起价
每日 06:00~02:00（周日休）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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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必败

Top8 必买特色好物
罗马不仅是历史古迹丰富的文化之都，也是时尚购物天堂。以下推荐永恒之城不容错过的必败好物，从精
品文具到匠心独具的设计款手工包，通通入手！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1

精品文具

意大利人在生活小物上的设计和品位，总是让人激赏。
做工精美的系列产品从办公用品到纸、文具、手提包配
件，甚至是号称“全罗马最漂亮的笔”，不但配色有创意，
线条高雅，在不同节庆也会推出主题商品，深受消费者
喜爱。
Campo Marzio Design, Via di Campo Marzio 11
钢笔、墨水、笔记本礼盒 50 欧元起

2

梵蒂冈邮票

意大利的国中之国，梵蒂冈邮局由瑞士系统营运，据称
效率比意大利邮局好很多。每年梵蒂冈邮局都会推出圣
诞节纪念套票，整套包含邮票、邮戳、纪念信封，质感
精美，值得买下留念。以圣母圣子、教宗或艺术家肖像
为主题的邮票，限量推出，也是收藏家的最爱。
Poste Vaticane 梵蒂冈邮局
明信片 1 欧元起，圣诞节纪念套票 12.5 欧元起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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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选食材

到意大利旅行若不买地道的上选美食，可说是入宝山而
空手回。从葡萄陈醋 (aceto balsamico)、帕尔马干酪
(parmigiano reggiano)、当地产葡萄酒，到五花八门
的食材——各种形状的意大利面、酱汁、甚至是珍贵的
黑松露 (tartufo)、鱼子酱，这家店里一应俱全。把纯正
的意大利好滋味带回国，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Focacci, Via della Santa Croce 43
各式奶酪每公斤 35 欧元起、各类火腿每公斤 28 欧元起

4

时尚衬衫

大卫 • 亚历山德罗 (David Alessandro) 的设计款衬衫最
大卖点为有趣的颜色组合和别具匠心的领口设计。畅销
的是高级纯棉的基本款衬衫：不管是淡蓝色、白色等明
亮色调，或是高雅的紫色、蓝色、绿色等，创意表现各
有不同。除了纯棉，亚麻和丝绸等材质以及各种衣领款
式店里一应俱全：有双扣的立领、无领的线衫套衫，可
搭配衬衫的毛衣等，型男必逛。
David Alessandro, Campo Marzio 9
基本款衬衫 80 欧元起

5

咖啡商品

罗马两大知名咖啡馆“金杯咖啡馆”与“圣耶乌丝塔奇
欧咖啡馆”分别贩卖咖啡原豆与相关商品，让咖啡迷们
大饱口福与收藏的快感。前者长期占据销售排行榜第
一名的是咖啡馆招牌调合豆——咖啡之后 (Regina dei
Caffè) ；后者贩售印有品牌徽标的小汤匙、咖啡杯、摩
卡壶，也有中间包着一颗咖啡原豆的巧克力 (chicchi di
caffè ricoperti di cioccolato)，十分热销。
Sant'Eustachio Il Caffè, Piazza Sant’ Eustachio 82
金杯咖啡馆“咖啡之后”招牌调和豆 250g 包装 6 欧元 ; 圣耶
乌丝塔奇欧咖啡馆商品 10 欧元起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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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名牌精品

以西班牙广场 (Piazza di Spagna ) 为起点的孔多堤大街
(Via Condotti) 和周边商圈是罗马名牌精品店的集中区，
所有国际精品名牌云集。在广场美丽的阶梯周围可以找
到 Dior，Missioni，D&G，Sergio Rossi 等 名 品 店，
往下走到孔多堤大街陆续有 Max Mara, Gucci, Prada,
Bulgari, Cartier, Louis Vuitton, Ferragamo, Jimmy
Choo 等店。
贴身衣物名店 La Perla (Via Condotti 79)、精致婚礼小物名
店 Il Fiocco Boutique (Largo Fontanella Borghese 19)、个
性彩袜店 Gallo (Via Vittoria 28) 、设计款精工珠宝
Giovannetti (Via Fontanella Borghese 43)、手工名鞋 Vicini
(Via del Babuino 136)
以当地售价为准

7

手工皮件

每件皮革制品都流露手工的温度与精工的细致风采，
Federico Polidori 在万神殿附近，是罗马名气鼎盛的皮
件店，师傅的好手艺与匠心独具总是为人称道。平数不
大的店头灯光昏黄，映着橱窗内陈设的皮包、皮带，说
的是代代相传的骄傲与故事。价格不菲，但每件作品都
耐用美观，甚至可以传世。
Federico Polidori, Via di Piè di Marmo 7/8
店洽

8

手套领带

在手套与领带的设计上，意大利人总是引领风骚。各种
款式的手套不管在晚宴、正式场合使用或是酷寒冬日拿
来日常保暖，都美得引人注目。值得推荐的是内里铺有
喀什米尔羊绒的真皮手套，品质极佳，不但保暖耐用，
而且外观美丽，有许多颜色可供选择，是不折不扣的“伴
手礼”。
Caesar, Via della Croce 9a
各式手套领带 70 欧元起

Qunar 骆驼书

|

18

梵蒂冈创世纪的撼动 &
越台伯河区美食散步
圣彼得大教堂广场恢宏壮丽、米开朗基罗“圣殇”雕像栩栩如生、
登教堂圆顶鸟瞰晨光中的罗马和纵切城市蜿蜒而过的台伯河、品
味西斯廷礼拜堂里“创世纪”与“最后审判”两幅艺术史上最重
要的作品……前半天的行程让大家将世界级的旅行经验收进口袋，
后半日轻松走访位于梵蒂冈南侧的越台伯河区：这里是罗马的美
食心脏，波西米亚艺术气息浓厚的地方，午后悠闲的散步轻松怡人，
顺便沉淀心情，回味上午参观梵蒂冈的感动。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搭 乘 公 车 23、32、49、81、271、492、
590、982、990、N10、N11或电车 19 号线
至复兴广场 (Piazza del Risorgimento)，
下车后步行 450 公尺；或搭乘地铁红线
(Metro A)至奥塔维亚诺站(Ottaviano)，
下车后步行 800 公尺

Tips 小贴士

07:30
梵蒂冈教区 (Città del Vaticano) 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大师的
恢宏杰作
17 世纪出自意大利建筑与雕刻大师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之手，
由四列为一组的雪白石柱承托着弧形长廊，像张开的双臂左右环照着椭圆
形的圣彼得大教堂广场 (Piazza San Pietro)，充满对称和谐之美。贝尼尼
和他的助手所雕刻的 140 尊圣人石像罗列在长廊之上，壮观庄严；广场

1、因罗马大多数酒店包含早餐，因此攻略从早上的

上有两座喷水池以及公元 37 年由埃及运到罗马的方尖碑。找找看喷水池

第一个景点开始。

旁的金属排水盖孔，站在上面往长廊望去，看你能不能发现每一列的四根

2、参观教堂请特别注意服装仪容：避免穿着过短的
裤、裙与拖鞋；穿无袖上衣者需用披肩覆盖以示礼仪。

走到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尽头为圣彼得
大教堂

石柱对齐成线排排站的奇景！

08:15
圣彼得大教堂 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
圣彼得大教堂 (Basilica San Pietro) 所在位置相传为圣徒彼得的埋葬之

Tips 小贴士
大教堂进门右手边为米开朗基罗 25 岁时的作品“圣

地。公元四世纪，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在这里建立
小型教堂；15 世纪中叶，重修扩建工程陆续开始，16 世纪整个百年间，

殇”——年轻的玛丽亚满脸悲容抱着耶稣的尸体，

布拉曼帖 (Bramante)、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Buonarotti)、波特

虽为大理石雕刻，但细致生动程度令人赞叹。仔细瞧，

(Giacomo della Porta) 等艺术大师如接力赛般，分别完成不同部分的教

可以在圣母胸前丝带上看到雕刻家铭刻自己的名字。
1972 年雕像遭到一名疯狂的游客以铁锤敲打，造成

堂设计与建筑，最后终于在 1614 完工启用，此后圣彼得大教堂便成为全

严重毁损；如今加上防弹玻璃保护，游客只能保持距

球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大教堂内最不可错过的是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

离观赏。

刻作品“圣殇”、教堂彩色的大理石地板、主祭坛：位在教堂中央正门附
近的红色斑岩圆圈是罗马各任皇帝加冕时站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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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的售票处与入口在大教堂门厅右
侧 , 步行进入

09:15
登顶 罗马全景尽收眼底
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圣彼得教堂大圆顶（La Cupola）直径 40 余米，是
罗马最美丽的地标，宛若气宇轩昂的皇冠迎接前来朝圣的教徒。别错过圆
顶上的观景台：登顶的入口在大教堂门厅右侧，想登高望远，得要有好脚
力，也需克服地心引力和密室的幽闭：征服了 551 阶的狭窄陡长的楼梯后，
360 度的罗马城市全景是给自己最好的奖励；虽然有电梯可搭，但出来后
仍有 320 阶要爬才能抵达观景台。
Piazza San Pietro, Città del Vaticano
复兴广场 (Piazza del Risorgimento)，可搭乘公车 23、32、49、81、271、492、
590、982、990、N10、N11 或电车 19 号线，下车后步行 450 公尺可达；奥塔维
亚诺站 (Ottaviano)，可搭乘地铁红线，下车后步行 800 公尺
教堂：四月到九月每日 07:00~19:00，十月到三月每日 07:00~ 18:30；
登顶：四月到九月每日 08:00~18:00，十月到三月每日 08:00~ 17:00
教堂参观免门票；登顶门票 5 欧元（爬楼梯）、7 欧元（搭电梯）
www.vatican.va/various/basiliche/san_pietro/index_it.htm（英、意）

圣彼得大教堂出来步行约 50 公尺即到
梵蒂冈邮局

10:15
寄明信片 来自世界最小国的纪念
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参观完圣彼得大教堂后，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广场
边的邮局，从意大利的国中之国寄张明信片给自己，据称梵蒂冈邮局 (Poste
Vaticane) 效率比意大利邮局好许多。以圣彼得大教堂或教宗为主题的明
信片很受旅人喜爱：贴张美丽的梵蒂冈邮票，在可爱的黄色邮筒前拍照，
纪念这趟特别的旅行！
Piazza San Pietro, Città del Vaticano
复兴广场 (Piazza del Risorgimento)，可搭乘公车 23、32、49、81、271、492、
590、982、990、N10、N11 或电车 19 号线，下车后步行 450 公尺可达；奥塔维
亚诺站 (Ottaviano)，可搭乘地铁红线，下车后步行 800 公尺可达
周一至周六 08:30~18:30
www.museivaticani.va（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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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邮局出门步行约 900m 即到梵
蒂冈博物馆

Tips 小贴士

10:45
梵蒂冈博物馆 创世纪的撼动
梵蒂冈博物馆（Musei Vaticani）馆藏数量惊人，参观路线总长七公里。
有统计指出，就算每件作品只花一分钟欣赏，也要 12 年才能看完博物馆

1) 观光旺季排队入场的人相当多，最佳参观时间周

内全部的展览品。为了控制来自全球各地大量的参观人潮，博物馆设计了

三早上，因为这天是教宗宣教日，许多观光客选择到

四条参观线路，由不同颜色区分，参观时间从 1.5 小时到 5 个小时不等，

圣彼得大教堂广场聆听教宗箴言，参观梵蒂冈博物馆
的人潮相对减少，是拜访的好时机。
2) 买票免排队：行前上网以信用卡预约门票，票价
同现场购票，但需多付 4 欧元预约费，省去排队之

所有线路的终结点都在西斯廷礼拜堂。
重要展览区块如下：

苦 并 可 选 择 参 观 时 间。 网 址：biglietteriamusei.

• 绘画馆 (Pinacoteca)：名家画作多不胜数，从达芬奇 (Leonardo Da

vatican.va/musei/tickets/do?action=booking&c

Vinci)、卡拉瓦乔 (Caravaggio) 到凡戴克 (Van Dyck) 应有尽有，展品丰富，

odiceLivelloVisita=9&step=1 ( 英 )

却常被参观者忽略
• 埃及馆 (Museo Gregoriano Egizio)：展出罗马时代由埃及运出的文物，
木乃伊、石棺、法老像都是珍贵的收藏
• 贾拉蒙蒂馆及新廊 (Museo Chiaromonti & Braccio Nuovo)：主要陈
放雕塑作品，较重要的为尼罗河神像 (Nilo)
• 皮欧 - 克雷蒙丁馆 (Museo Pio-Clementino)：部分展出安排在室外八
角中庭 (Cortile Ottagono)，值得留意的展品为拉奥孔之死 (Laocoön)，
描绘特洛伊祭司拉奥孔与两个儿子临死前与海蛇搏斗的场景
• 伊特鲁斯坎馆 (Museo Gregoriano Etrusco)：展出由意大利中部出土
的伊特鲁斯坎古文物
• 古地图馆 (Galleria delle Carte Geografiche)：收藏 16 世纪意大利半
岛的分区地图，描绘精美，相当有看头
• 拉斐尔馆 (Stanze di Raffaello)：占据一整个墙面的“雅典学园”(La
Scuola di Atene) 是不容错过的名作
• 西斯廷礼拜堂 (Cappella Sistina)：两大重要作品为米开朗基罗的“创世
纪”与 " 最后的审判 ", 公认为西方艺术最伟大的杰作，历任教宗的遴选会
议也在此举行
Viale Vaticano 2, Città del Vaticano
复兴广场 (Piazza del Risorgimento)，可搭乘公车 23、32、49、81、271、492、
590、982、990、N10、N11 或电车 19 号线，下车后步行 500 公尺可达；奥塔维
亚诺站 (Ottaviano)，可搭乘地铁红线，下车后步行 550 公尺可达
周一至周六 09:00~18:00，16:00 停止售票；每月最后一个周日 09:00~14:00，
12:30 停止入场
全票 16 欧元，优惠票 8 欧元（8~18 岁儿童青少年 / 学生 26 岁以下，须出示国际学
生证），6 岁以下儿童免票；每月最后一个周日 09:00~12:30 免费参观
www.museivaticani.va（意、英）

梵蒂冈博物馆门口搭乘公车 23 号到达
越台伯河区 , 下车步行约 300m 即到
恩佐的店

13:00
恩佐的店 地道罗马家常菜
恩佐的店 (Da Enzo) 是家布置简单、气氛轻松的小餐馆，总是高朋满
座，想尝地道的罗马菜式，就得到恩佐的店：从茄汁意面 (spaghetti

Tips 小贴士

all’amatriciana)、奶油培根面（spaghetti cacio e pepe）、油炸或茄汁

餐馆座位有限又深受当地人欢迎，用餐时间可能需排
队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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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煮的朝鲜蓟 (carciofi alla giudia/ alla romana)、甚至是工夫菜慢炖牛尾
(coda alla vaccinara)，恩佐的菜充满家常风味，虽然平实，却深深抚慰人心。
Via del Vascellari 29
台伯河岸 - 利潘瑟站 (Lungotevere Ripa - Ripense)，可搭乘公车 23、44、281、
N11、N19
每日 12:30~15:00、19:30~23:00
意面料理 12 欧元起
恩佐的店步行约 300m 即到纯真饼铺

www.daenzoal29.com ( 意 )

15:00
纯真饼铺 手做饼干的传统好滋味
藏身在老街区的幽静巷子内，纯真饼铺 (Biscottificio Artigiano Innocenti)
店如其名，因为这里的美味糕点召唤童年回忆，买了饼边走边吃，仿佛回
到小时候。三代相传的老店始终以家传食谱来制作糕饼，爷爷百年前开创
的店如今由女儿和孙女经营，用纯正的原料，依时节制作当季甜美滋味；
咸味的小披萨 (pizzette) 和迷你三明治 (tramezzini) 也深受喜爱。冬季造访
的旅人可以尝尝他们的狂欢节特别甜点——酥炸一口酥 (castagnole) 和夹
着浓浓奶油馅的泡芙 (frappe)。
Via della Luce 21
索里诺广场 (Piazza Sonnio)，可搭乘公车 122 号线
周一至周六 08:00~20:00，周日 09:30~14:00
各式传统糕饼秤重贩卖，每公斤 6.5 欧元起
猫舌头手工饼 (lingue di gatto)、迷你酥塔 (tartine)

纯真饼铺出门步行约 400m 即到传统
奶酪工房

16:00
传统奶酪工房 罗马人最爱的家乡味
散步经过传统奶酪工房 (Antica Caciara) 很难不被橱窗里摆放的各色奶酪
和门面挂满的五花八门的肉制品吸引，更准确地说，还没有走到店门口，
远远地就会闻到乳香和肉香味。从 1900 年开始营业，店里贩卖的食品都
是罗马人最爱、充满家乡记忆的风味：从父辈手上接下生意的现任店主
罗贝多·波立卡 (Roberto Polica) 先生已经在此工作超过半个世纪，看着
时常光临的熟客从小长大；每日清早七点即开门，笑容可掬地端出最新
鲜、刚从农家手上收购过来的奶酪和传统肉品与主顾分享。罗马人通称奶
酪为“cacio”，来这边别忘带上一块最地道的罗马绵羊奶酪 (pecorino
romano)， 这 可 是 制 作 纯 正 口 味 的 奶 油 培 根 意 大 利 面 (spaghetti alla
carbonara) 不可缺的秘密佐料。
Via di San Francesco a Ripa 140A/B
越台伯河 – 马思泰站 (Trastevere - Mastai)，可搭电车 8 号线或公车 780、N8
每日 07:00~20:00（周日休）
各式奶酪与肉品以公斤秤重贩售
www.anticacaciara.it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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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奶酪工房 出门步行约 350m 即到
月之花冰激凌

17:00
月之花冰激凌 老城区的甜蜜滋味
明亮干净，装潢简约，二十多种口味可供选择，月之花冰激凌 (Gelateria
Fior di Luna) 是越台伯河区的明星商店：使用精选、天然食材，并以创意
制造特别的口味。风和日丽的假日下午散步完毕、与三五好友晚间聚餐结束，
大家都习惯到这里来，用美味的冰激凌划下句点。
Via delle Lungaretta 96
贝里站 (Belli)，可搭电车 8 号线
每日 12:00~01:00（周一休）
冰激凌 2.5 欧元起
www.fiordiluna.com （意）

离开月之花冰激凌步行约 250m 即到
越台伯河区的圣玛丽亚教堂

18:00
越台伯河区的圣玛丽亚教堂 马赛克艺术瑰宝
圣玛丽亚教堂 (Basilica Santa Maria in Trastevere) 建于公元三世纪，
是罗马最早的教堂之一，根据历史记载，罗马第一场大众弥撒就在此举
行。传说在公元前 38 年，教堂尚未兴建时，附近居民在这一带发现有
精纯的油流经地表，将之视为神迹，预示基督的降生。教堂祭坛前的地
板上可找到 fons olei 的铭刻（拉丁文“油井”之意），是当年神迹发
生的证明。教堂门面的马赛克壁画为圣母玛丽亚与十名使女；祭坛上方
圆顶马赛克则述说圣母玛丽亚的加冕。教堂前的广场是越台伯河区的中
心，17 世纪的八角形精巧的喷水池是当地人约会的地标建筑，黄昏时
气氛热闹。
Piazza di Santa Maria in Trastevere
贝里站 (Belli)，可搭电车 8 号线
每日 7:30~20:00
免费参观

离开越台伯河区的圣玛丽亚教堂再步
行约 350m 即到蕊内拉面包坊

19:00
蕊内拉面包坊 老字号面包长飘香
蕊内拉面包坊 (Forno La Renella) 的大窑炉火从 1870 年开始就没有停过，
日日为越台伯河区的居民端出香气饱满的面包、披萨、蛋糕。独特的香气
来自榛果壳，年代久远的大炉日夜不停，木制的餐台上摆满令人垂涎欲滴
的窑烤切片披萨 (pizza al taglio)：呈大块长条状，每种口味并排陈列，
满满的佐料颜色丰富，像美丽的彩虹。用餐时间或披萨出炉时，隐隐飘出
的面香总让蕊内拉小小的店铺挤满外带人潮。
Via del Moro 15
台伯河岸桑其欧站 (Lungotevere Sanzio- Colomba Antonietti)，可搭乘公车
23、125、280、N11 号线
周二至周六 07:00~20:00，
各种口味披萨切片秤重贩卖 3 欧元起
栉瓜花口味 (fiori di zucca)、火腿佐马札瑞拉软酪 (prosciutto e mozzarella)、传
统鸡蛋糕 (ciam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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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蕊内拉面包房步行约 240m 即到
赤影音乐餐馆

20:30
赤影音乐餐馆 美食爵士夜
越台伯河区是罗马最有活力、最国际化的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总
喜欢在此聚集活动，也造就此区独特的自由气氛。赤影音乐餐馆 (Ombre
Rose) 是咖啡馆，也是餐厅；是小酒吧，也是音乐人同欢的舞台。户外座
位区紧邻爬满藤蔓的墙围，一派悠闲；室内则是灯光温馨昏黄的小酒馆，
提供好菜与多种酒品饮料选择。入夜后欢乐的气氛逐渐升温，人潮在现场
音乐会开始前聚集，爵士、流行、摇滚，都激荡出一个开怀轻松的夜。
Piazza di Sant'Egidio, 12-13
圣艾吉狄欧广场 (Piazza Sant'Egidio)，可搭乘公车 125 号线
每日 08:00~02:00
啤酒 5 欧元、鸡尾酒 8 欧元起；餐点 10 欧元起
www.ombrerossecaffe.it（意）

延伸阅读·作者私藏：

宝格塞美术馆 (Museo e Galleria Borghese) 世界博物馆之后
绝对要事前预订，而且每次参观只限两小时，到底是何等美术馆有如此
大的吸引力？宝格塞美术馆仅有 20 个展室，却收藏了意大利艺术史上
最重要的作品：从卡拉瓦桥 (Caravaggio)、拉斐尔 (Raffaele)、波堤切
利 (Botticelli) 到 贝 尼 尼 (Bernini)， 所 有 作 品 为 17 世 纪 枢 机 主 教 宝 格
塞 (Scipione Borghese) 的私人收藏。美术馆主要区分为两部分：一楼
的重点展品为名家雕塑、罗马时期的马赛克地板和湿壁画；二楼则展出
绘画作品。通常参观人潮会挤在一楼大厅观赏两座真人尺寸的大理石雕
刻：上身赤裸、风情万种，娇娆靠倚在软垫上的“胜利维纳斯”(Venere
Vintrice)，以及描绘太阳神初恋故事的“阿波罗与黛芙妮”(Apollo e
Dafne)。前者是卡诺瓦 (Antonio Canova) 的新古典风格作品，坚硬的大
理石竟能表现织布的柔软和女体的丰腴线条，实属天才之作；后者由贝尼
尼 (Bernini) 操刀，作品充满戏剧张力，360 度绕着观赏，每个角度都有
不同的视觉效果。
Tips 小贴士
1) 宝格塞美术馆的预约订票系统相当严格，预约一

Piazzale del Museo Borghese 5
屏其亚那站 (Pinciana - Allegri)，可搭乘公车 52、53、83、92、217、360、

旦完成、票券售出，就无法更改时间或退票。

910，下车后步行 260 公尺

2) 罗马周游券 (ROMA PASS) 使用者需要拨打电话

每日 8:30~19:30（周一休），必须预约入场，每场次参观时间限两小时

预约入场时间。预约完成时会得到一组预约号码，凭
预约号码与罗马周游券在预约时间前 30 分钟报到，

全票 11 欧元、优待票 5.5 欧元（另加预约手续费 2 欧元）

准备入场。

+39. 06.32810

3) 语音导览机租借 5 欧元，有英文版本；切记馆内

美术馆：www.galleriaborghese.it/borghese/en/edefault.htm（英、意）

严禁拍照、喝水、饮食。

订票：www.tosc.it （英、意）
馥如温馨提醒：
搭晚班飞机时早上行程应该如何安排？去机场等一整天，太可惜！不如来个罗马二分
之一，半日的轻量小旅行。早上睡到自然醒，整理好行囊后托放在旅馆，轻轻松松依
照早已预订的时间拜访有世界博物馆之后美称的宝格塞美术馆。参观时间早在规划之
内，不疾不徐，利用一个上午细细品味传世艺术杰作，为罗马之行划下完美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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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 Don’t ! 入乡随俗 & 注意事项

Do 入乡随俗
1. 事先做功课，计划好景点 / 预算，
罗马一年四季皆旺季，提早订票订房
为上策。参观罗马赶不得：三天不嫌
少，五天绝不多，得慢慢走，才能领
略永恒之城的美与历史。热门的景点
如宝格塞美术馆 (Museo e Galleria
Borghese)、 梵蒂冈博物馆 (Musei
Vaticani) 等都可采取预约制，省去
现场排队买票入场的辛苦；斗兽场
(Coloseo) 更 有 罗 马 周 游 券 (Roma
Pass) 用户的专属入口，若能在行前
善加规划，可使行程更顺畅。
2. 带双好鞋，走路还是游览罗马最好

Don't 注意事项

少分食：自己吃自己点的餐食，并不
会分享食物。在餐厅里若需要服务员

的选择。买份折叠地图（5 欧元，可

上意大利餐厅时

帮忙，只需在他们经过桌边时轻声提

在街上的票亭、书报摊购买），上面

1. 上餐厅吃面包别要奶油或油醋。意

醒，说声“scusi” ( 麻烦、劳驾 )，

有详尽的公车路线：在罗马市区移动，

大利饮食习惯中，面包无所不在：进

搭公车比地铁方便，许多重要景点其

餐厅人刚坐定，面包便会送上，有迎

实离地铁站较远，搭公车反而方便。

宾之意，同时也让来客在点餐、等候

通常等他们当下手边的事做完后就会
来服务，不需大声呼叫引起关注。

上菜时能有磕牙之物。饭来菜往之际，

参观教堂时

3. 意大利的教堂门前常会有乞丐或吉

面包则有多项功能：可以当辅助餐具

1. 夏季到意大利旅游参观教堂时须留

普赛人乞讨。虽然一部分人真的需要

（右手拿叉子，左手持面包帮忙推送

意服装仪容，请勿穿着短裤、过短的

帮助，但也有不少是佯装的跛子或是

盘中的食物）；也可以用来沾取盘中

裙子、无袖上衣入内。可随身带着披

毯子里裹着假娃娃的女人。保留原想

食物的汁水；拨成小块的面包则是佐

肩，进入教堂前遮盖肩膀与胳膊以示

布施的欧元，放进教堂里的奉献箱，

汤良伴；上菜的空档掰面包吃，亦有

尊敬。

神职人员会将善款捐给慈善机构，帮

好味。面包素颜白净的存在是重要的，

助真正需要的人。

不需要奶油当粉底，更不必用橄榄油

2. 大多数的教堂开放免费参观，但弥

和葡萄陈醋上妆。吃面包时不需大费

撒进行时，游客应避免在教堂内徘徊

4. 意大利人十分讲究穿着，不同的场

周章，特地准备专用刀盘和奶油；不

走动、观看艺术作品和建筑。

合各有穿衣的规矩。较轻薄的上衣、

管是将之搁在主菜的盘缘或是放在桌

拖鞋或凉鞋只适合海滩或泳池，上街

边伸手可及之处，面包是一餐中不可

3. 进入教堂前记得将手机转为静音模

购物、到餐馆吃饭或是参观教堂，都

缺的主要角色。

式：没什么比在庄严安静的教堂中手
机铃声响起更尴尬的，参观教堂时也

会稍加打扮。想融入意大利生活，打
包时行李箱放几件正式的衣服吧！

2. 意大利人非常注重餐桌礼仪，也很

必须降低谈话音量。教堂内禁止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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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Rome

探索 • 罗马

罗马地铁线路图

Metro de Roma
2 líneas de Metro

Límite de la
tarifa urbana
Conexión estaciones
G.R.A. Grande Raccordo Anulare

www.audioguiaroma.com

3 líneas Suburbanas
Funcionan como extensiones del
Metro. Se usa el mismo billete:

Línea A
Línea B y B1

8 líneas regionales (Trenitalia)
Funcionan como todos los trenes, con
horarios exactos. En el tramo urbano
emplean el mismo billete que el Metro:

Roma-Viterbo
Roma-Giardinetti
Roma-Lido

(circunvalación de Roma)

FR 1 Orte-Fiumicino aeroporto
FR 2 Tívoli-Roma Tiburtina
FR 3 Viterbo-Roma Ostiense

FR 4 Albano/Frascati/Velletri -Roma Termini
FR 5 Civitavecchia-Roma Termini
FR 6 Frosinone-Roma Termini
FR 7 Latina-Roma Termini
FR 8 Nettuno-Roma Ter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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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来源：www.audioguiaro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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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古罗马

探寻昔日辉煌

这条路线带大家穿越时光隧道，走入古罗马，发现历史的辉煌。
本日行程相当需要体力：早餐要吃饱，顺便准备三明治与零食当
午餐，水一定要带。今天一整天都会在“历史遗迹”里头游走，
邻近没有太多餐厅，吃东西较不方便，稍微忍耐一下，等到晚上
再来饱餐一顿。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搭乘地铁蓝线 (Metro B)，至斗兽场
站，下车后步行 400 公尺，或搭乘电
车 3、8 号 线， 公 车 75、81、175、
204、763 至 斗 兽 场 广 场 站 (Piazza
del Colosseo)，下车后步行 300 公尺

09:00
斗兽场 罗马明星景点
试着想象公元 80 年，这座 48 米巨大建筑启用典礼的盛况： 上万名角斗士
和动物在竞技中伤亡、无数人涌入观赏，活动连续百日、全城欢欣鼓舞。罗
马皇帝维斯帕西亚诺 (Vespasiano) 在公元 72 年下令兴建斗兽场 (Colosseo)，
提供免费竞技游戏娱乐大众，借此提高声望、增加知名度。斗兽场原有宛若
天幕的活动巨大遮篷，让观众免于日晒雨淋。建筑主体有四层，可容纳 5 万
5 千多名观众，总共 80 个出入口。南面在公元 847 年的地震中倒塌，即便
如此，硕大雄伟的斗兽场还是让人赞叹在两千年前没有电脑、重型吊臂的年
代，人类竟能完成如此恢宏的建筑，真可谓是文明的宝物。
Piazza del Colosseo
斗兽场站 (Colosseo)，可搭乘地铁蓝线 (Metro B)，下车后步行 400 公尺，或搭乘电车
3、8 号线，公车 75、81、175、204、763 至斗兽场广场站 (Piazza del Colosseo)，下
车后步行 300 公尺

Tips 小贴士

每日 08:30 至日落前一小时（冬季最后入场约 15:30、夏季约 18:15）
全票 12 欧、优待票 7.5 欧，采联票制，可使用两天，同一票可参观帕拉堤诺山遗迹、

线上购票与预约入场需付 2 欧元手续费；语音导览
出租 5.5 欧元，有中文版本。

古罗马广场
archeoroma.beniculturali.it/siti-archeologici/colosseo（英、意）
www.coopculture.it/colosseo-e-shop.cfm（英、意）

离开罗马斗兽场步行约 50 公尺即到君
士坦丁凯旋门

10:30
君士坦丁凯旋门 当胜利号角响起
君士坦丁凯旋门 (Arco di Costantino) 满布浮雕、四方大气的外围轮廓与
中央三圆拱工法，位于斗兽场与帕拉提诺山遗迹之间，21 米高的君士坦
丁凯旋门记录了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 312 年米尔维欧大桥 (Ponte Milvio)
战役中的胜利。君士坦丁将这次胜利归功于基督教天主的庇护，尔后下令
终结对基督徒的迫害，并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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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di San Gregorio
斗兽场站(Colosseo)，
可搭乘地铁蓝线(Metro B)，
下车后步行400公尺，
或搭乘电车3、
8 号线，公车 75、81、175、204、763 至竞技场广场站 (Piazza del Colosseo)，下
车后步行 300 公尺
全日
免费参观

离开君士坦丁凯旋门步行约 300 公尺
即到帕拉堤诺山遗迹

11:00

帕拉堤诺山遗迹 古罗马文明的源头
帕拉堤诺山（Palatino）是罗马七大丘陵之一。早在公元前十世纪，这一
带已有人类聚落，开始发展文明。此地因地势较高，空气清新、视野良
好，罗马共和时代为“高级住宅区”。皇宫庄园林立，罗马知名演说家西
塞罗 (Cicerone)、马克·安东尼 (Marcus Antonius) 大将军，而后的几任
皇帝如奥古斯都 (Augustus) 都择此地而居；中世纪则聚集许多教堂、修
道院与贵族大宅，设计精美的花园、植物园林立。如今虽仅剩断垣残壁，
但仍可窥得千年之前的繁荣。不可错过以下几个遗迹：雄伟的赛维罗宫
(Palazzo di Septimius Severus) 为公元 193 至 211 年间罗马的军人皇帝赛
维罗 (Septimius Severus) 的宫殿；保存状况较好的奥古斯都之家 (Domus
Augustana) 与丽薇雅之家 (Casa di Livia)，为奥古斯都大帝与妻子丽薇雅的
住所；兴建于公元 16 世纪的法内赛花园 (Giardini della famiglia Farnese)，
为全欧洲第一座植物园。
Piazza di Santa Maria Nova
斗兽场站(Colosseo)，
可搭乘地铁蓝线(Metro B)，
下车后步行290公尺，
或搭乘电车3、
8 号线，公车 75、81、175、204、763 至斗兽场广场站 (Piazza del Colosseo)，下
车后步行 400 公尺
每日 08:30 至日落前一小时（冬季最后入场约 15:30、夏季约 18:15）
联票（见斗兽场门票说明）
archeoroma.beniculturali.it/siti-archeologici/foro-romano-palatino（意、英）

离开帕拉堤诺山遗迹步行即到古罗马
广场

12:00

古罗马广场 乘历史时光机回到过去
古罗马广场 (Foro Romano)，看似颓败，参观时若能想象搭乘时光机回到
两千年前辉煌的帝国时代，并不难重建当时荣光。古罗马广场残留三座凯旋
门，分别纪念奥古斯都 (Augustus)、泰坦 (Titus)、赛维罗 (Severus) 三位大
帝的凯旋战功，保存最良好的是赛维罗凯旋门。偌大的古罗马广场值得走访
的有：可容纳两百名元老集会、保存状况良好的砖造元老院 (Curia Iulia)；
让政令官站着宣读法令的大理石演讲台 (Rostra)；兴建于公元四世纪、纪
念两位殉道医生的圣葛斯默和达弥盎圣殿 (La basilica dei Santi Cosma e
Damiano)，圣殿保留年代久远的青铜大门以及珍贵的拜占庭马赛克镶嵌。
除了以上介绍，古罗马广场还有许多历史迷们不可错过的精彩古迹，值得花
时间细细走访。

Tips 小贴士
参观到此走了不少路，时间也接近中午，不妨找个阴
凉处野餐，稍事休息。

Via della Salaria Vecchia, 5/6
帝王广场 (Fori Imperiali)，可搭乘公交车 53、85、87、175、186、271、571、810
每日 08:30 至日落前一小时（冬季最后入场约 15:30、夏季约 18:15）
联票（见斗兽场门票说明）
archeoroma.beniculturali.it/siti-archeologici/foro-romano-palatino（意、英）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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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罗马广场步行约 900m 就到卡比
托力尼博物馆

14:30
卡比托力尼博物馆 罗马的故宫博物院
如同故宫博物院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关于罗马的历史文物、艺术珍品
与建筑荟萃，巨细靡遗地汇集在卡比托力尼博物馆（Musei Capitolini）
里。博物馆的起源可回溯至公元 1471 年，当时的教皇西斯多四世 (Sixtus
IV) 出借珍贵的私人收藏供大众观赏，选定的展览地点便是如今的卡比托
力尼博物馆。门面由米开朗基罗设计，博物馆的两栋建筑物有地下通道相
连，来此参观别错过重要馆藏，例如罗马最著名的标志——青铜制的“母
狼喂哺青铜罗慕路斯和雷穆斯”(Lupa Capitolina) 雕像；栩栩如生的古
罗马时期大理石雕“垂死的高卢人”(Il Galata morente)；珠宝、湿壁画、
古币、壁毯等展件也相当精彩。
Piazza del Campidoglio 1
马切罗剧院站 (Teatro Marcello)，可搭乘公车 30、44、81、83、85、87、160、170、

Tips 小贴士

175，下车后步行 240 公尺
每日 09:00~20:00（周一休），12 月 24、31 日 09:00~14:00（闭馆前一小时停止售票）

馥如温馨提醒：卡比托力尼博物馆常举办特展，展期

全票 11 欧元，优待票 9 欧元

会推出特展与博物馆优惠联票，购票时可多加留意。

www.museicapitolini.org（意、英）

从卡比托力尼博物馆 (Musei Capitolini)
出来步行约 450m 就来到了帝王广场

16:00
帝王广场 古罗马荣光
出了古罗马广场有重回现代之感：一条宽阔的大马路从威尼斯广场 (Piazza
Venezia) 笔直通往斗兽场 (Colosseo)，但柏油底下其实埋藏了公元前 46
年至 113 年间建造的帝王广场 (Fori Imperiali)。1930 年代独裁者墨索里
尼 (Mussolini) 下令兴建帝王广场大道 (Via dei Fori Imperiali)，柏油路
无情贯穿，许多重要古迹因此被破坏或深埋地底。回顾两千年前，凯萨
(Caesar)、奥古斯都 (Augustus)、特拉伊亚诺 (Traianus) 等皇帝，无不
大兴土木兴建自己的广场，当作讨论政治、经济、教育等公共议题的场所。
现今的帝王广场遗迹包括凯萨大帝广场 (Foro di Cesare)、奥古斯都广场
(Foro di Augusto)、和平广场 (Foro della Pace)、特拉依亚诺广场 (Foro
di Traiano) 等。
Via dei Fori Imperiali，博物馆地址：Via IV Novembre 94
帝王广场站 (Fori Imperiali)，可搭乘公车 53、85、87、175、186、271、571、810，
下车后步行 100 公尺
室外遗迹全日开放，博物馆每日 9:00~19:00（周一休）
室外遗迹免费参观，博物馆全票 9.5 欧元、优待票 7.5 欧元
en.mercatiditraiano.it （意、英）

离开帝王广场步行约 300m 就到特拉依
亚诺古市集

17:00
特拉依亚诺古市集 现代大型购物商场的雏形
近两千年历史的特拉依亚诺古市集 (Mercati di Traiano) 显然是现代购物商
城的雏形：坚固简洁、半圆弧造型，地面楼层为市集场所，也有挑高 8 米、
宽 32 米的大厅可供音乐表演或举办大型活动；二楼则是圆拱走廊，商家比
邻而立。部分的原始建筑楼高六层，最顶楼是商场的行政管理办公室，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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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辟有仓储空间，如此多功能的设计，可见当时罗马都市规划的先进。
在此交易的货物包括酒、油、水果、蔬菜和杂货。这些商店被称为“tabernae”，
整个古市集约有一百五十多个商家，每个单位都用马赛克镶嵌作品装饰门
面，告知来客店内所贩售的商品。进入古市集参观，在回廊、古大街中游走，
别有趣味。
Via IV Novembre 94
帝王广场站 (Fori Imperiali)，可搭乘公车 53、85、87、175、186、271、571、810，下
车后步行 150 公尺
每日 9:00~19:00（周一休）
全票 10 欧元，优待票 8 欧元
www.mercatiditraiano.it （意、英）

离开特拉依亚诺古市集步行约 750m 就
到了犹太区小乌龟喷泉

18:30
犹太区小乌龟喷泉 悠闲的黄昏漫步
离帝王广场、特拉依亚诺古市集等历史遗迹不远，穿过古罗马时代的欧塔
薇雅拱门 (Portico d’Ottavia)，随即进入罗马最有风味的犹太区，适合
在黄昏时轻松散步，品尝闲适风情。这一带窄窄的巷弄间聚集了美味餐厅
和个性小商店，时不时飘出食物的香气，卖的都是地道的犹太美食。信步
走到马泰广场 (Piazza Mattei)，广场中心有座小巧的喷泉 (Fontana delle
Tartarughe)，亮点是上面几只雕工精巧的小乌龟，为大师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的作品。
Piazza Mattei
亚蕊努拉 – 卡伊若里站 (Arenula–Cairoli)，可搭乘电车 8 号线
全日开放
免费参观

从犹太区小乌龟喷泉步行约 750m 就到
了库德萨小酒馆

20:00
库德萨小酒馆 欢乐的地道好味
库德萨小酒馆 (Cul de Sac) 的木桌木椅，夹道摆放的是来自意大利各大区
的好酒，配上热闹滚滚的气氛，最适合累了一天、想要饱餐一顿的你。菜
单厚厚一本，专攻地方佳肴：片得薄薄的炖牛舌佐上餐厅特制的青酱，是
每桌必点的招牌菜；敢吃肝脏料理的人，也别错过饕客深受喜爱的综合
肝酱——佐白兰地口味的 (Patè di fegato al Congnac)、配上青辣椒呛辣
带劲的 (Patè di campagna al pepe verde)、加入珍贵黑松露的 (Patè di
lepre tartufato)，选杯好酒，品尝佳肴的同时，也回味今天的旅程。
Piazza di Pasquino 73
艾曼纽大街 – 新教堂站 (Corso Vittorio Emanuele – Chiesa Nuova)，可搭乘公交
车 40、46、62、64、571、916、N5、N15、N20
每日 12:00~00:30
晚餐人均消费 25~30 欧元
www.enotecaculdesacroma.it/en/（意、英）
鸭肉面饺 (ravioli d'anatra)、罗马式炖牛肚 (trippa alla romana)、爆浆软奶酪
(burrata pugli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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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迷们的罗马假期
追寻明星的身影

永恒之城罗马在电影大银幕上千姿百态，它的美丽、悬疑、雄伟、
轻松、浪漫发生在城市不同街角。这条路线串起著名的电影场景，
让我们一起随着巨星的脚步探访。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搭乘公车117、
119至西班牙站(Spagna)，
下车后步行 110 公尺；或搭乘地铁红线
(Metro A)，至西班牙站 (Spagna)，可下
车后步行 240 公尺

09:00
西班牙广场 重温赫本甜美的笑容
电影《罗马假期》中奥黛丽·赫本剪完头发，坐在西班牙广场 (Piazza di
Spagna) 前阶梯享受冰激凌的经典场景，在许多影迷心中留下深深烙印。
现实生活中，这个三角形的美丽广场也是观光客和罗马市民的最爱。兴
建于 18 世纪，因邻近西班牙大使馆而得名，最吸睛的是从广场延伸到圣
三一教堂，共有 137 级的西班牙阶梯 (Scalinat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i)
，每年五月春色缤纷，阶梯上百花盛开，映着雪白阶梯和碧蓝天空，美不
胜收。广场中心的船型喷水池为雕刻名家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的作品，以 1598 年泛滥的台伯河为主题，描绘汪洋中搁浅的小船。
西班牙站 (Spagna)，可搭乘公车 117、119，下车后步行 110 公尺；或搭乘地铁
红线 (Metro A)，下车后步行 240 公尺

离开西班牙广场步行约 50 公尺就到圣
三一教堂

09:30
圣三一教堂 城市观景台
兴建于 16 世纪的哥特式教堂，门面两个对称的钟楼和谐工整，衬托着连
接着西班牙广场的双边阶梯，是罗马最迷人的地标。15 世纪之前，山丘
上早有一座小教堂，公元 1502 年法王路易十二世下令，如今的圣三一
教堂 (Chies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i) 才开始起建。从教堂前的平台临
高望远，城市美景尽收眼底；教堂内天顶壁画为画家福泰拉 (Daniele da
Volterra) 的名作，值得细赏。
Piazz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i 3
西班牙站 (Spagna)，可搭乘公车 117、119，下车后步行 110 公尺；或搭乘地铁
红线 (Metro A)，下车后步行 240 公尺
周二至周日 07:00~13:00 ，15:00~19:00（周一休）
免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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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三一教堂出来步行约 200 公尺就
到孔多堤大街

10:00
孔多堤大街 时尚购物天堂
罗马的美味、人情、时尚，在茱莉娅·罗伯茨 (Julia Roberts) 主演的《美食、
祈祷和恋爱》中显得有魅力极了，让人想立刻带着行囊出门旅行。孔多堤
大街 (Via Condotti) 不管在大银幕上或现实生活里都是购物天堂，精品店
与名牌旗舰店栉比鳞次，逛起来十分过瘾。
西班牙站 (Spagna)，可搭乘公车 117、119，下车后步行 110 公尺；或搭乘地铁
红线 (Metro A)，下车后步行 240 公尺

在孔多堤大街继续步行约 750 公尺即
到许愿池

11:00
许愿池 甜蜜生活里的浪漫场景
逛完孔多堤大街后顺着库索大街 (Via Corso) 而下，商家林立；之后沿
着穆拉特街 (Via delle Muratte) 或是跟着水声走，许愿池 (Fontana di
Trevi) 近在咫尺。如此美丽的喷水池也兼具实用性：建于公元前 19 年，
许愿池是水道桥的终点，供给古罗马居民生活饮用水。如今的华丽面貌为
1732 年教宗克雷蒙特十二世 (Clemente XII) 下令修建。水池是威武的海
神驾着贝殻形马车，由两匹骏马拖拉，一匹驯服，另一匹桀骜，象征海相
的平稳与险恶；海神两侧分别为丰盛和健康女神，上方浮雕说明了水池的
历史缘由：阿格立帕将军 (Agrippa) 向奥古斯都大帝 (Augustus) 说明建
水道引水进城的计划，另一幅则是少女引领士兵找到供水源头。许愿池顶
端则可看到象征四季的雕像，托拱着教宗克雷蒙特十二世的纹章。参观过
后别忘转过身，越过肩膀向水池里丢铜板，让重访永恒之城的心愿成真。

Tips 小贴士

Piazza di Trevi

许 愿 池 附 近 的 排 队 名 店“ 老 牌 烘 培 坊”（Antica

库索 - 明格堤站 (Corso - Minghetti)，可搭乘公车 53、62、63、83、85、119、

Forno，地址：Via delle Muratte 8）可以吃到最地

160、175、492、N4、N5、N12、N25， 下车后步行 250 公尺

道的罗马白披萨（pizza bianca），咸咸苏酥小小的
一片，相当适合买来解馋止饿。

全日
免费参观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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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许愿池步行约 650 公尺就到达万
神殿

12:00
万神殿 绝对的完美与平衡
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万神殿 (Pantheon) 是罗马帝国时期奉献给众神的
寺庙。直到 15 世纪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建立前，万神殿的圆顶一
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穹顶：直径跟挑高都是 43.3 米，毫无梁柱支撑，呈完
美球形。为了减轻穹顶的重量，聪明的罗马人利用不同水泥材质，让屋顶
重量与厚度越往穹顶中心越轻薄，穹顶中央的开口除了是神殿唯一的采光
来源，也减少负重，堪称建筑之美、工程之巧的极致。神殿在公元七世纪
改立为教堂，艺术家拉斐尔 (Raffaele) 与多名意大利君王皆长眠于此。从
罗马帝国至今，万神殿保存完好，神殿外的广场视野开阔宜人，找个露天
餐馆或咖啡厅坐下来，慢慢欣赏，亦享受罗马愉快热闹的风情。
Piazza della Rotonda
托雷亚真堤那站 (Largo Torre Argentina)，可搭乘公车 30、40、46、62、64、
70、81、87、186、492、571、628、916、N5、N6，下车后步行 400 公尺
周一至周六 08:30~19:30，周日 09:00~18:00
免费参观

离开万神殿步行约 350 公尺就到了纳
芙娜广场

13:00
纳芙娜广场 罗马的美食、祈祷和恋爱
从 万 神 殿 往 西 慢 慢 行 去， 不 远 处 即 是 美 丽 的 纳 芙 娜 广 场 (Piazza
Navona)：呈长椭圆形，由罗马皇帝图密善 (Domiziano) 在公元 86 年兴建，
用来举办体育竞赛与大型节庆活动。广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座美丽喷泉和

图：意大利罗马 > 罗马 D1：影迷们
的罗马假期 > 纳芙娜广场 1.jpg、纳
芙娜广场 2.jpg

露天作画的艺术家们。广场美丽的焦点四河喷泉 (Fontana dei Quattro
Fiumi) 兴建于 17 世纪，由雕刻家贝尼尼衔命设计。世界上重要的四条大
河——亚洲的恒河、非洲的尼罗河、欧洲的多瑙河、南美洲的普拉塔河——
分别占据喷水池四方，中间托拱着一座埃及方尖碑。另外两座喷泉是摩尔
喷泉 (Fontana del Moro) 与海神喷泉 (Fontana del Nettuno)，皆为艺
术家贾柯摩·波塔 (Giacomo della Porta) 的作品：前者的视觉重心为大贝
殻里跨骑着海豚的摩尔人，环绕在侧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海之信使；后者雄
伟的海神手持三叉权杖，四面环绕娇美的水仙，刻画写实而生动。
文艺复兴大街 (Corso del Rinascimento)，可搭乘公车 30、70、81、87、116、186、
492、628、C3、N7，下车后步行 300 公尺

离开纳芙娜广场步行约 190m 就到了
佐佐内三明治店

14:00
佐佐内三明治店 五花八门的轻食选择
长长一串菜单，提供各式各样的三明治夹馅与配料，大份量与实惠的价格
是佐佐内三明治店（Lo Zozzone）最吸引人的地方。玻璃点餐台中所有
的配料一字排开，从橄榄油腌渍的蔬菜到引人垂涎的肉片、奶酪，大胆选
择你的搭配，创造出独特口味的三明治。买了外带到纳芙娜广场上野餐，
美景环绕下享用好食，非常快意。
Via del Teatro Pace 32
文艺复兴大街 (Corso del Rinascimento)，可搭乘公车 30、70、81、87、116、
186、492、628、C3、N7，下车后步行 500 公尺可达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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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11:00~19:00
各式三明治 5 欧元起
烤乳猪三明治 (panino alla porchetta)

从佐佐内三明治店步行约 600 公尺就
到了圣天使桥，再步行约 100 公尺就
到了圣天使堡

15:00
圣天使桥 罗马最美的桥梁
电影《罗马假期》奥黛丽·赫本饰演公主加入欢乐的平民舞会，在台伯
河 畔 驳 船 上 翩 翩 起 舞， 迷 人 夜 色 中 的 美 丽 背 景 便 是 圣 天 使 桥 (Ponte
Sant'Angelo) 和与其相连的圣天使堡。现实生活中，圣天使桥被誉为全
罗马最美的桥梁，是联通台伯河左岸的罗马城与梵蒂冈的主要通道。桥梁
主体兴建于公元二世纪，1668 年教宗授命雕塑家贝尼尼设计十座天使雕
像来守护这座桥。每个天使手上都拿着一项与耶稣受难有关的象征（如鞭
子、十字架等），叙述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事实上贝尼尼只完成
了其中两座雕像——刻有 I.N.R.I. 缩写的和拿着带刺皇冠两个的天使——
看观察力敏锐的你能不能找到。桥上的天使雕像其实是复制品，为了怕
真迹日晒雨淋受到破坏，原作品收藏在西班牙广场附近的圣安德烈教堂
(Sant'Andrea delle Fratte)。

圣天使堡 天使与魔鬼的秘密
丹·布朗 (Dan Brown) 的小说迷和《天使与魔鬼》的影迷们一定对圣天使
堡 (Castel Sant'Angelo) 场景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了如指掌。城堡顶端的
天使雕像挥刀指向天际，圣天使之名源自于公元 7 世纪的传说：有人看
见大天使米迦勒 (Michele) 站在城堡顶端，拔出配刀，预示连年的瘟疫将
要结束。兴建于公元二世纪的城堡原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陵寝，而后随
着历史变迁成为俱有防卫作用的碉堡：一条秘密的走廊如今仍连通梵蒂
冈与圣天使堡，在 1527 年罗马被外敌围城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Papa
Clemente VII) 和他的瑞士卫队曾利用这条地下通道躲过一劫。即便是防
卫碉堡，历任教宗还是将内部安置得美丽妥贴，确保居住时期的舒适：圣
天使堡内罗马教皇的房间装饰奢华精美，回旋型走廊为初建时陵寝的一部
分，用来连接城堡下层的监狱与刑讯室。
Lungotevere Castello 50
琵雅广场 – 圣天使堡 (Piazza Pia–Castel Sant'Angelo)，可搭乘公车 23、34、40、
62、271、280、982，下车后步行 80 公尺可达
周二至周日 09:00~19:30（周一休），18:30 停止售票
全票 10.5 欧元，优待票 7 欧元（限 18~25 岁欧盟居民），持罗马周游券 (Roma Pass)
可享优惠票价
www.castelsantangelo.com ( 意 )，网络购票请洽 www.ticketeria.it ( 意 )

从圣天使堡出来步行约 1300 公尺就到
了人民广场，沿人民广场即到圣玛丽亚
教堂

17:00
圣玛丽亚教堂 暗藏玄机的礼拜堂
参观完圣天使堡后沿着水岸散步，越过台伯河后即是人民广场，电影《天
使与魔鬼》中紧张到令人屏息的一场戏拍摄于罗马第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
教堂——位于人民广场侧边的圣玛丽亚教堂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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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olo)。教堂里的契吉礼拜堂 (Cappella Chigi) 由拉斐尔 (Raffaele) 设
计，贝尼尼创作的天使雕像伸手指出光明会 (Illuminati) 中代表大地 (Earth)
的线索，让兰登博士和维多丽亚能循线追查。这所教堂以暗藏“死亡元素”
而闻名：相传暴君尼禄下葬于此，阴魂不散，中古时期教宗下令趋魔后才
得以平息。除了电影场景外，教堂中卡拉瓦乔 (Caravaggio) 的画作以及
金字塔陵墓也值得走访。
Piazza del Popolo 12
佛拉米尼欧广场 (Piazza Flaminio)，可搭乘公车 61、89、160、490、491、495、
590、628、926、C3、N1、N25，下车后步行 80 公尺；或地铁红线 (Metro A)，步行
300 公尺
每日 07:00~12:00，16:00~19:00，周日 08:00~13:30，16:30~19:15
免费参观
www.santamariadelpopolo.it ( 意 )

沿人民广场步行约 30 公尺就到库索大街

18:00
库索大街 城市内娱乐热点
库索大街 (Via del Corso) 连接人民广场与威尼斯广场 (Piazza Venezia)，
全长 1.6 公里，走一趟能满足全方位的观光需求：购物、餐饮、冰激凌店、
教堂、街头表演、纪念品店，罗马的活力热闹，应收于此。建议参观完
人民广场后朝威尼斯广场方向逛去，接着到罗马最潮的个性啤酒馆 Open
Baladin 享用晚餐。
库索 – 人民广场 (Corso – Popolo)，可搭乘公车 117、119
全日，最热闹为周中傍晚 17:00~20:00，周六下午

从库索大街搭乘公车 119 号，下车步
行约 280 公尺就到了 Open Baladin 啤
酒馆

20:00
Open Baladin 啤酒馆 最 IN 的啤酒馆里结束完美一天
库索大街逛累了，随时可跳上公车 119 号，在托雷亚真堤那站 (Via Torre
Argentina) 下车，小走一段，到 Open Baladin 用一杯好喝的精酿啤酒和
美味晚餐慰劳自己。气氛轻松、提供 60 多种精酿啤酒和各种适合分享的
下酒餐点——汉堡、辣味鸡翅、炸奶酪球——酒馆的亮点是一整面放满
啤酒的墙和昏黄灯光下不断发酵的欢乐。用餐时间人潮多，建议事先订位。
Via degli Specchi 6
39. 06. 6838989
托雷亚真堤那站 (Via Torre Argentina)，可搭乘公车 30、40、46、62、64、70、
81、87、119、186、492、571、628、916、C3，下车后步行 280 公尺
每日 12:00~02:00
餐点 12 欧元起、啤酒 8 欧元起
www.openbaladinroma.it （意、英）
咖哩鸡柳条 (Strisce di Petto di Pollo Dorato Marinato Al Curry)、辣鸡翅 (Reali
extra: Reali Ruspanti Con Paprika) 、凯萨色拉 (le Caesar Sa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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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n for Free 0 元！玩转罗马

不花钱游罗马一样乐趣不减
想从神秘的锁孔里一眼看三个国家、享受上市场采购新鲜食材的乐趣、看充满文艺
气息的纳芙娜广场化身为热闹滚滚的夜市、体验加农大炮整点对时的威力、手伸进
真理之口测谎、到天使之堡观赏巫婆节变装游行……这些特别又有趣的罗马景点和活
动，完全免费！

1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馥如

百花广场 • 上市场、乐无穷
百花广场 (Campo de'Fiori) 是罗马的露天果
蔬市场，摊子颜色鲜艳、商品摆放有序，依

时令上市的的蔬果总是引人垂涎。位在台伯河转弯处，
这一带曾是时常泛滥的沼泽草原区，直到 15 世纪城市更
新才重整铺平，成为现下的面貌。如今活力丰沛的广场
有段悲伤往事：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公开处决罪
犯和异端的场所。其中较知名的是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
(Giordano Bruno) ，他因为宣传日心说——宇宙的中
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被当时的罗马教廷指控散布邪
恶学说 。最后，布鲁诺于 1600 年在百花广场上的火刑
柱被烧死。现今矗立在广场上的纪念像由雕刻家费拉利
(Ettore Ferrari) 制作，铜像面朝梵蒂冈方向，传达布鲁
诺无声而坚定的信念。
Campo de'Fiori
艾曼纽大道 - 纳芙娜站 (Corso Vittorio Emanuele - Navona)，
可搭乘公车 46、62、64、571、916、N5、N15、N20
广场全日开放，果蔬市集周日休
免费
馥如温馨提醒：
意大利的水果相当好吃，旅行中记得多补充维他命。记得挑选时别用
手去拿，看好想选的水果后告诉小贩，让他们来服务。

2

巫婆节变装大游行
• 欢乐的城市派对

在意大利，1 月 6 日为主显节 (Festa della Befana)，纪念
耶稣诞生的第 12 天，三位智者来到马槽前奉上礼物庆祝
圣婴诞生，长长的圣诞节假期也在这天划上句点。主显节
也叫做巫婆节 (La Befana)，根据传说，巫婆会在 1 月 5
日晚上骑着她的扫帚，在乖孩子的袜子里放玩具和糖果，
坏孩子则是得到煤炭。罗马每年的巫婆节都会举办变装大
游行：大人小孩们身着中世纪服饰，以圣天使堡为起点，
有穿着盔甲的骑士、服饰华丽的国王皇后、还有精心打扮
的可爱小朋友在城市街头游行，相当有看头。除了白天的
活动，夜晚时分的纳芙娜广场 (Piazza Navona) 亦化身为
夜市和大型游乐场：各式小吃摊子散发迷人的食物香气、
游戏摊位琳琅满目，全部集中在广场中央，热闹非凡。
变装游行 - 圣天使堡 (Castel Sant'Angelo)、夜市 – 纳芙娜广
场 (Piazza Navona)
琵雅广场 – 圣天使堡 (Piazza Pia–Castel Sant'Angelo)，可
搭乘公车 23、34、40、62、271、280、982
文艺复兴大街 (Corso del Rinascimento)，可搭乘公车 30、
70、81、87、116、186、492、628、C3、N7
每年 1 月 6 号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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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他骑士团锁孔
• 神秘锁孔一眼看三国

罗马的阿凡堤诺丘 (Aventino) 顶端绿意盎然，知名的柑
橘花园 (Giardino dei Aranci) 可远眺圣彼得大教堂圆顶，
是踏青散心的好去处。幽静的山丘顶上却常见一行队伍
排在马尔他骑士团 (Priorato dei Cavalieri di Malta) 的
大门前。原因是大门上的锁孔 (Il Buco della Serratura)
可以“一眼看三国”。人称这个锁眼为“罗马之孔”(il
buco di Roma) 或“神秘锁眼”，把眼睛凑近锁孔，看
到的景象让人惊喜：花园修整成圆拱形的绿树丛框着远
在两公里外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好似精心设计过的，
这美丽的画面不偏不倚落在锁孔正中央，一眼看到马尔
他骑士团、意大利、梵蒂冈三个国家。
Piazza Cavalieri di Malta
商沪站 (Emporio)，可搭公车 23、75、83、170、280、
716、781、N3、N9、N10 或电车 8 号线
全日开放
免费参观

馥如温馨提醒：
冬天是柑橘盛产季节，找个晴朗的下午来此顺游柑橘花园，园子里果
实累累，展望台视野良好，令人心旷神怡。

4

强尼可罗丘 • 感受加农炮震撼

罗 马 建 城 在 七 座 高 低 不 一 的 丘 陵 上， 强 尼 可 罗 丘
(Gianicolo) 为其中之一。位于梵蒂冈南边，居高临下，
强尼可罗丘最著名的是可以饱览城市风光的步道。1849
年在强尼可罗丘发生一场重要战役，意大利建国英雄卡
里巴迪 (Giuseppe Garibaldi) 率兵在此对抗法国军队。
这一带有许多古迹纪念这场战役，并且回顾 19 世纪意大
利统一建国的历史。强尼可罗丘的制高点卡里巴迪广场
(Piazzale Garibaldi) 马背上的人物，即是这位建国英雄，
他的骨灰至今仍被保存在雕像基座内。强尼可罗丘另一
项吸引人的“盛事”是每日正午发射的加农炮：1847 年
教皇皮欧九世 (Pio IX) 决定调校全罗马的教堂钟声，于
是当时位于圣天使堡 (Castel Sant'Angelo) 的加农炮日
日正午十二点响起，提供对时基准。这项传统一直被保存，
仅在战时被迫停止；1959 年加农炮移至强尼可罗丘，每
天发射加农炮时，远至竞技场都清晰可闻。
Piazzale Garibaldi
卡里巴迪广场站 (Piazzale Garibaldi)，可搭乘公车 115、870
卡里巴迪广场全日开放；加农炮每日正午 12 点发射
广场与加农炮发射皆免费参观
馥如温馨提醒：
加农炮每日正午 12 点发射，遇上假日参观人潮尤其多，建议提早 10
分钟抵达找寻好的观赏位置。炮声极大，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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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曼帖小圣堂
• 迷你版圣彼得大教堂

布 拉 曼 帖 小 圣 堂 (Il Tempietto del Bramante) 所 在 为
圣徒彼得的殉难地，圣堂内地板圆孔标记着当年彼得被
倒挂在十字架上殉教的确切位置。1502 年，布拉曼帖
(Donato Bramante) 运用希腊建筑中对称、等比的几何
造型设计出这座小巧袖珍，比例近乎完美的建筑，象征
天堂的无瑕；从阶梯、柱列脚座、柱廊、鼓形的屋顶基
底以及大圆顶，小圣堂的各个部分互相对话，创造出流
动的节奏。圣堂的实体虽然迷你，视觉展现却十分大气，
如今的圣彼得大教堂圆顶可见相似的建筑语汇。
Accademia di Spagna, Via Garibaldi 33
卡里巴迪站 (Garibaldi-Lacobucci)，可搭乘公车 115
周二至周日，冬季 9:30~12:00、14:00~16:00，
夏季 9:30~12:00、16:00~18:00
免费
馥如温馨提醒：
小圣堂位于强尼可罗丘的卡里巴迪广场下方，看完正午加农炮对时，
可散步下山顺游。

6

密拉瓦神殿圣母堂
• 深邃美丽的蓝色教堂

密 拉 瓦 神 殿 圣 母 堂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教堂盖在智慧女神密拉瓦 (Minerva) 神殿的遗
迹之上，因此得名。圣母堂外表平凡无奇，但内部的新
哥德式建筑和深邃美丽的蓝色屋顶让人大开眼界。教堂
内有许多著名的陵墓，包括来自西耶纳 (Siena) 的意大利
守护圣人凯瑟琳 (Cateria di Siena)，她长眠在主祭坛的
正下方。教堂前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象征智慧的埃及方
尖碑，由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设计的石雕大
象托着，石像底座铭刻着一段文字写着“眼前所见为埃
及方尖碑，智慧的标志，由万兽之中最强壮的大象撑托，
象征坚实的知识需有强大的心灵来支持”。
Piazza della Minerva 42
托雷亚真堤那站 (Largo Torre Argentina)，可搭乘公车 30、
40、46、62、64、70、81、87、186、492、571、628、
916、N5、N6
每日 8:00~19:00
免费参观
馥如温馨提醒：
密拉瓦神殿圣母堂在万神殿正后方，小广场上常有音乐家露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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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坎皮多利欧广场
• 大师天才的视觉游戏

卡比托力尼山丘 (Colle Capitolino) 自古以来一直是政治
与宗教的权力中枢：天神朱比特与天后朱诺的神殿、罗
马元老院与造币厂皆聚集于此。公元 1536 年，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计划拜访罗马，但当时的卡比托力尼
山丘一片颓败，教皇保禄三世于是委任米开朗基罗设计
坎皮多利欧广场 (Piazza del Campigolio)，也一并整修
围绕广场的三栋建筑门面。大师设计了坡度和缓的阶梯
从山脚迎领来者上山，全景渐渐展开；广场周边建筑微
微外斜，让广场呈梯形，这个视觉游戏让面积不大的广
场看来格外开阔，加上地面椭圆线条的装饰，更显简洁
高雅；中央骑马雕像为奥里略大帝 (Marcus Aurelius)，
左右两侧是卡比托力尼博物馆 (Musei Capitolini)，底部
有钟楼的为元老院大楼 (Palazzo Senatorio)，如今则是
罗马市政府的所在地。
Piazza del Campidoglio
马切罗剧院站 (Teatro Marcello)，可搭乘公车 30、44、81、
83、85、87、160、170、175
全日开放
免费参观

8

艾曼纽纪念堂
• 意大利爱国意识的象征

由 雪 白 大 理 石 建 构 而 成， 巨 大 的 艾 曼 纽 纪 念 堂 (Il
Vittoriano) 雄伟地矗立在威尼斯广场 (Piazza Venezia)
上。有人说它方正工整，活像一台打字机；也有人看这
建筑层层叠叠，形容它是个结婚蛋糕。事实上，它是
一座唤醒爱国意识的纪念堂，建于 1885 年，庆祝意大
利的统一。纪念堂正面马背上气宇轩昂的人像，正是
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位国王——艾曼纽二世 (Vittorio
Emanuele II) 。纪念堂的东南侧为意大利统一博物馆
(Museo Centrale del Risorgimento)， 收 藏 关 于 19
世纪后半叶意国统一的相关史料；纪念堂门面阶梯中
段可看到两位士兵镇守着意大利阵亡将士之墓 (milite
ignoto)，肃穆庄严。
Piazza Venezia
威尼斯广场站 (Piazza Venezia)，可搭乘公车 140、N1、
N3、R1、R2
冬季每日 9:30~16:30，夏季每日 9:30~17:30
免费参观
馥如温馨提醒：
艾曼纽纪念堂常有重要大型展览，展会期间无法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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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口 • 非诚勿试

真理之口 (Bocca della Verità) 位于一座中世纪小教堂的门
廊下，这一带在古罗马时期曾经是牲畜交易广场。根据中
世纪传说，真理之口会咬断说谎者的手；有通奸或伪证嫌
疑的人，也会被带到这里宣誓。真理之口会大受游客欢迎，
应该归功于 1953 年电影《罗马假日》，两位主角演技精湛，
在此的一场戏让真理之口成为来到罗马的必访景点。说真
的，将手伸进真理之口需要一点勇气：重达 1300 公斤的
大理石圆盘上雕的据说是海神的脸，空洞的双眼、大大的
鼻孔，大嘴仿佛真的会一口咬下，毫不留情。石盘的原始
用途无法确切考证，有人说它曾是神殿中的排水盖孔 , 也
有人认为贩卖牛只的商人用它来沥干献祭给神明的牛血。
Via della Greca 4
葛雷卡站 (Greca)，可搭乘公车 81、87、160、175、628、
715、C3
冬季每日 9:30~17:00，夏季每日 9:30~18:00
免费参观

馥如温馨提醒：
大家常看完真理之口后随即离开，忽略了旁边的科思梅丁圣玛丽亚教
堂 (Basilica Santa Maria in Cosmedin)。这座中世纪小教堂简约朴实，
以充满几何之美的装饰艺术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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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志教堂 •
古教堂中的经典杰作

形容整个罗马城是一座大型博物馆一点也不夸张：城市
里处处可见大师作品，艺术永远在生活周遭，万神殿附
近的圣路易志教堂 (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
即是一例。收藏文艺复兴后期绘画大师卡拉瓦乔 1600
年间的三幅联画，以圣马太 (Matteo) 为主题，笔触细腻，
光影描绘立体而写实。圣路易志教堂自 16 世纪以来为罗
马地区法国移民的信仰聚集地，偌大的教堂除了卡拉瓦
乔的作品外，天顶华丽的装饰和富丽大气的管风琴也值
得观赏。
Piazz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
文艺复兴大街站 (Corso Rinascimento)，可搭乘公车 30、
70、81、87、116、186、492、628、C3、N7
每日 09:00~12:30、15:00~19:00
免费参观
馥如温馨提醒：
展出卡拉瓦乔画作的小礼拜堂在教堂左侧最底端，需要投币才会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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