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欧洲系列

欧洲古典文化与现代建筑的完美结合

鹿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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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Rotterdam）的名字来自于在市中心注入新马斯河（Nieuwe Maas）河的小河鹿特河

和荷兰词 Dam（坝）。它位于荷兰西南部莱茵河口地区新马斯河两岸，距北海 28km，是欧洲

最大的港口和荷兰第二大城市。同时，它也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城市，40%的面积都低于海平面。

在这个城市里，大部分的建筑都在二战中被摧毁。战后，人们开始修复和重建了一些建筑物，同

时还新建了许多著名的现代化建筑。因此，它还被誉为“欧洲较现代化的城市”。这里旅游业发

达，拥有欧洲最大的港口、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世界一流的大学及其他众多观光景点。人们

在此不仅可以感受浓郁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充分利用休闲时间去寻找生活的乐趣。

李舒岩 鹿特丹这个城市工业发达。在地理位置和重要性上，这里又被人称作“欧洲门户”。

在二战时被夷为平地以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鹿特丹人一直致力于重建港口和整个城市，

结果成就了欧洲独一无二的建筑美学，一座座造型各异、奇怪新颖的建筑拔地而起。

最佳旅游时间 对于旅行者来说，鹿特丹气候温

和，冬暖夏凉，每年的 4-10 月适合观光旅游。尤

其是 3 月底到 5 月下旬，此时雨量较少，气候宜人，

是鹿特丹最有活力的时候。同时 , 此时的鹿特丹正

逢花季，可以欣赏到盛开的郁金香花田。

然而，1-3 月以及 11 月、12 月的气候就不太适

合去鹿特丹旅游了。此时的鹿特丹，阴雨连绵，时

而伴有大风，阴冷潮湿，气温较低。

汇率及消费水平 荷兰的流通货币是欧元。人民

币与欧元的汇率为1:0.12，即1人民币=0.12欧元，

1 欧元 =8.16 人民币。 （参考日期：2013 年 8 月）

鹿特丹与阿姆斯特丹等荷兰几个较大的城市的消费

水平相似，一般每天 50-200 欧元基本就可以满足

所有需求。蔬菜、水果的价格很贵。

穿衣指南 鹿特丹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温夏凉，

同时雨季漫长，雨量较多，平均一年大约有 300

天的时间都在下雨。所以，无论何时都需要备好雨

具。春天气候温和，穿一件外套即可。夏天，白天

通常穿短裤短袖，但由于早晚温差较大，建议大家

晚上随身带一件薄外套。秋天的鹿特丹，由于降雨

逐渐频繁，使得气温逐渐降低。冬季，除了雨量较

大，伴有大风，同时光照不足。还需旅行者随时关

注天气预报，带好雨具，做好防风防雨措施。

时差 荷兰鹿特丹属于东一区（GMT+1），每年

3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变为夏令时，比北京晚 6 个小

时。每年 10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变为冬令时，比北

京晚 7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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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速览  Introducing  Rotterdam

特别推荐 Special
如果想要品尝当地的特色食品，那就一定要尝一尝著名的鲱鱼 (Haring)。荷兰人吃生鲱鱼就像

我们吃花生这样平常。生吃鲱鱼要求鲱鱼一定要是非常新鲜的。通常，生鲱鱼被处理干净后，

会加上洋葱末。最有意思的吃法就是拿起鱼尾巴，张开嘴，直接把鱼顺着嗓子眼滑下去，一气

呵成，别有一番乐趣。

李舒岩 登上 186 米的欧洲塔 , 看鹿特丹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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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Sights

古老的历史文化，现代化的建筑以及美丽的自然风光，正是鹿特丹的魅力

所在。鹿特丹的景点不多，而且非常集中，将主要景点游览完毕只需1—2天。

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及游览，鹿特丹特推出了鹿特丹欢迎卡

(Rotterdam Welcome Card)。凭借此卡，可在鹿特丹超过 50

个景点、博物馆、餐厅和娱乐场所享受 25% 的优惠 ,，比如：立

体方块屋、水陆两栖车、斯皮杜游船、欧洲桅杆、圣劳伦斯大教

堂等。同时，还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轨电车。

联系方式：+31-10-7900185

welcomecard@rotterdam-marketing.nl

购买方式：官方网站 www.rotterdam.info/en/welcomecard

小孩堤防 Kinderdijk

一提到荷兰，风车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小孩堤防也成为了每位游

客必去的地方。

鹿特丹地图

亮点 Highlights

★立体方块屋 Blaakse Bos

鹿特丹最具特色的建筑物就要属立体方块屋了。远观立体方块屋，只见

一个个巨大的立方体连接在一起，每个立方体呈 45 度角倾斜，倒立似

的站立在一个六角形的柱子上。走近观察，发现每个立方体都是一幢单

独的房屋，有三个面朝向地面，另外三个面上朝天空。每个立方体全部

首尾相接。立体方块屋不仅可以观赏，在此立体屋内的鹿特丹好住旅馆

（Stayokay Rotterdam）还可供给游客住宿。游客在此留宿，不仅可

以体验倾与水平之间的融合，还颠覆了传统房屋给予游客的刻板印象。

★马士基公司大楼 Maersk 

如果你是成龙的粉丝，想必一定看过他在 1998 年拍的一部电影《我是

谁》。这是一部由成龙主演，在鹿特丹取景的电影。成龙大哥在电影中，

为了在敌人的包抄下逃跑，只得从 20 层的 Nedlloyd 大楼（现为马士基

集团大楼）顺坡滑下。这栋大楼也因此片而著名。

正是因为这部影片，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为了当年影片里的一个镜头，特

地前来一睹这座大楼的风采。

山豆几 这是成龙大哥在《我是谁》电影中，从酒店滑下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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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位于鹿特丹东南10km处，至今仍保存着19架建于1740年代的风车，

是最集中的风车群。1997 年，小孩堤防风车村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这里可以说是荷兰风景的典型样板，这种独特的风车

景观图片几乎出现每本有关荷兰的画册中，是来到鹿特丹不可错过的风

景，也是荷兰历史和文化的见证。

火炬猫 小孩堤防

地址：Overwaard 2，2961 AT Kinderdijk Netherlands  费用：成

人 6 欧，6 岁 -12 岁儿童 4 欧，6 岁以下儿童 12 欧

网址：http://www.kinderdijk.com/ 开放时间：旺季 周一至周日 9:00-

18:00， ( 淡季从 10 月 28 日起 ) 周六、周日 10:00-14:00，1 月不营业

联系方式：+31-78-6912830 到达交通 : 90 路公交车 Alblasserdam

站，水上巴士 3 路

火炬猫  在荷兰看风车的地方不少，不过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离阿姆

斯特丹 1.6 公里的赞斯堡（Zaanse Schans），一个就是鹿特丹郊区的小孩

堤防（Kinderdijk），要说最震撼的还应该是小孩堤防，这里在 1997 年已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小孩堤防，已经过了收门票的时间，我们大

摇大摆地进去，整个地方几乎没有人，19 座风车沿着河渠排开，长长地

延伸到天尽头。黄昏时分，风车倒映在水面，风叶徐徐转动，河岸边的

芦苇随风摇曳，衬着落日，构成了一幅极美的风景画。

欧洲桅杆 Euromast

这座 185 米高的塔是为 Floriade 园艺展而修建，内有酒店，观景电梯

和餐厅。游客乘坐旋转电梯到达 185 米处高空，可以将鹿特丹的美丽景

色尽收眼底。下行时，寻求刺激的游客可以选择从塔顶吊着绳索急速而下，

感受高空滑翔和失重带来的刺激。

地址：Parkhaven 20, 3016 GM Rotterdam

费用：成人 9.25 欧，4-11 岁 5.9 欧

网址：www.euromast.nl

开放时间：4-9 月 9:30-23:00， 10- 次年 3 月 10:00-23:00

联系方式：+31-10-4364811 到达交通 : 8 路有轨电车 Euromast 站，

或乘坐地铁至 Dijkzigt 站

立体方块屋 Blaakse Bos

立体方块屋位于市中心附近，与其他的建筑物相比，它的造型可谓是独

树一帜的。它的造型仿佛一个个斜放的魔方。立体方块屋一共有 51 座，

38 为私人住宅，其他的几座则是办公场所、小商店等。为了满足游客的

好奇心，这里还对游客开放了“示范屋”，可供大家进入一探究竟。

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奇异又前卫的造型，颠覆了传统房屋留给人们的

刻板印象，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和新鲜感，使人不禁赞叹设计者的大胆和

想象力。因此，立体方块屋成为了来鹿特丹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

地址：Overblaak 70, 3011 MH Rotterdam  费用：2.5 欧

网址：http://www.overblaak.nl/ 

开放时间：11:00-17:00

联系方式：info@overblaak.nl  到达交通 : 地铁 Blaak 站 或从鹿特丹中

央火车站乘 1 路有轨电车或 49 路公交车至 Blaak 站

会飞的猫 J_ZH 其实立体方块屋就是某个街口的一群建筑，从外面看房

屋似乎都是斜的。有一间屋子对外开放，门票€ 2.5, 进去参观之后发现

里面的布局是相当科学的。

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博伊曼斯 • 范伯宁恩美术馆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海牙莫里茨皇家

美术馆三足鼎立，是荷兰最具代表性的美术馆之一。在这里，游客可以

亲历从中世纪初期到当代的艺术历史。博物馆内所展出的艺术作品属世

界一流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彼得 • 勃鲁盖尔的《通天塔》，此外

还有伦勃朗、凡高、蒙德里安，以及达利、莫奈、毕加索等画家的杰作。

地址：Museumpark 18-20, 3015 CX Rotterdam

费用：成人 12.5 欧，周三免费开放

网址：http://www.boijmans.nl/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1:00-17:00 （周一、1 月 1 日、4 月 30 日和

12 月 25 日闭馆）

联系方式：+31-10-4419400

到达交通：7 路或 20 路电车 Museumpark 站   或地铁

Eendrachtsplein 站

圣劳伦斯大教堂 Laurenskerk

这个自 14 世纪就开始建造的教堂教堂，曾在二战中毁于炮火，后经修复

才有了现在的模样。教堂前的广场上还有一尊伊拉斯谟斯 (Erasmus) 的

雕像。在鹿特丹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位著名的神学家和人文思想家的名字，

除了他的雕像外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大桥等。

地址：Grotekerkplein 27，3011 GC Rot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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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5 欧

网址：http://www.laurenskerkrotterdam.nl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 11:00-17:00 

联系方式：+31-10-4131494

到达交通： 21 路电车 Blaak  地铁 Blaak 站

灵儿 教堂前是一尊高高的塑像，神台的线条优美流畅，头顶光环的祖像

身穿圣衣，手持十字架，似乎在向世人传播着福音。教堂下部是白色的

地基，上面则是淡黄色砖砌结构，顶部左右两座钟楼非常华美。

马士基公司大楼 Maersk

这个出现在成龙《我是谁》电影里的大楼，就是位于鹿特丹的马士基公

司大楼。在电影里，成龙大哥沿着建筑外的斜坡滑下，惊险又刺激。

现在这座大楼是马士基公司的办公地点。马士基公司是一家在航运、石

油勘探和开采、物流、相关制造业等方面都具有雄厚实力的世界性大公司。

到此游览，不仅可以回忆当年成龙大哥的风范，还能看到世界性大公司

办公的环境。

地址：Boompjes 40,3011 XB Rotterdam

联系方式：+31-10-7127000

伊拉斯姆斯大桥 Erasmusbrug

伊拉斯姆斯大桥是以一位文主义者和神学家 D. 伊拉斯缪斯命名的大桥，

连接着鹿特丹城市的北部与南部，是鹿特丹的标志之一。由于它美丽的

白色而优雅的外表，被当地人称为“天鹅桥”。天鹅桥不仅是世界上最

长的斜拉索桥，也是荷兰最高的桥。

它还曾被《连线》杂志选出为世界上最美的 13 座大桥之一。

初仔 伊拉斯姆斯大桥

地址：Wilhelminakade 111, 3072 AP Rotterdam

到达交通：地铁 Wilhelminaplein 站或 Leuvehaven 站

                                               

住宿 Sleep

作为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的住宿设施十分齐全，从青年旅舍到商务

酒店到高档酒店应有尽有，而且住宿条件普遍较好。由于鹿特丹并非传

统意义上的旅游城市，而且城市本身较小，因此并没有背包客聚集区，

酒店大多分布在市中心地区，而主要景点也集中分布在市中心，方便游览。

但自己去寻找酒店会有些麻烦，建议提前在网上预定好。

但是因为交通方便，选择住在靠近港口的位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

以欣赏欧洲第一大港的风貌。

由于欧洲的酒店普遍不提供免费的洗漱用具，游客需自行准备。

酒店

Mainport Design Hotel

这家酒店坐落在鹿特丹市中心的 Maas 河岸，可以欣赏 Maas 河岸的风

景。酒店附近交通便捷，设有地铁站 Leuvehaven，距离市中心地铁站

仅五分钟车程。酒店内设有漩涡浴缸和步入式淋浴间、空调、平面电视、

办公桌和迷你吧。部分客房还设有私人 spa 浴缸和芬兰桑拿浴室。

电话：+31-10-2175757

地址：Leuvehaven 77, 3011 EA Rotterdam

网址：http://mainporthotel.com

参考价格：双人间 148 欧，特大号床间 185 欧

交通：地铁 Leuvehaven 站

The Student Hotel Rotterdam

The Student Hotel 酒店坐落在鹿特丹中心的外围，距离购物区仅

1.5km。时尚的住宿是年轻人的首选。每间客房都设有平面电视、淋浴

或浴缸。有些客房还设有一个小厨房。酒店内还为客人提供工作和健身

娱乐场所。

电话：+31-10-7602000

地址：Oostzeedijk 182，3063 BM Rotterdam

网址：http://www.thestudenthotel.com

参考价格：双人间 55 欧，双人套房 75 欧

交通：21 路或 24 路电车 Willem Ruyslaan 站 

青年旅社

Stayokay Rot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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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青年旅舍位于 Blaak Metro Station 地铁站对面著名的立体方块屋

内，独特的建筑风格另每一位游客都想体验在这里住宿的感受。附近是

著名的 BEURSTRAVERSE 购物中心。酒店设有自动售货机、小酒馆和

酒吧，且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每间客房都配有淋浴和卫生间。

凯尔特战士 Stayokay 青年旅社就在这立体方块房子里面

电话：+31-10-4365763 

地址：Overblaak 85- 87, 3011 MH Rotterdam

网址：http://www.stayokay.com/en

参考价格：四人间床位 35 欧，八人间床位 32.50 欧，双人间 79.50 欧

交通： 21 路电车 Blaak 站  地铁 Blaak 站

凯尔特战士 建筑还是特有意思的，去鹿特丹少不了去那看看， Stayokay

青年旅社就在这立体方块房子里面，我一直想能在那住一晚，体验一下

这别样的房子，可惜房间都被订满了！

                                                                                                  

餐饮 Eat

荷兰人的三餐普遍非常简单且健康，且每个城市或地域的饮食习惯也很

相似。土豆、奶制品和新鲜的鱼类成为他们日常的主要食物。许多小吃

也是由这些材料制成的。最著名的要属荷兰的“国菜”，是用土豆、胡

萝卜和洋葱制成的。

此外，鹿特丹乃至荷兰的文化都是很包容的，意大利菜、中国菜、土耳

其菜等都可以在鹿特丹找到。

特色美食

枫糖华夫饼

用两层华夫饼，中间夹着焦糖和蜂蜜。如果放到冰箱里冷藏后食用，味

道劲道，口感脆硬;如果是刚出炉的，则又是另一番滋味，吃上去酥酥脆脆。

生鲱鱼 Haring

荷兰人吃生鲱鱼就像我们吃花生这样平常。生吃鲱鱼要求鲱鱼一定要是

非常新鲜的。通常，生鲱鱼被处理干净后，会加上洋葱末。最有意思的

吃法就是拿起鱼尾巴，张开嘴，直接把鱼顺着嗓子眼滑下去，一气呵成，

别有一番乐趣。

 

阿兹猫 看大国崛起》系列里面的荷兰篇，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崛起，有这

样一句话让猫猫印象深刻的话：建在鲱鱼骨上的城市。这个三分之一国

土位于海平面之下的小国，深受大海的恩赐，鲜美的鱼类经常入菜，而

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应该是鲱鱼。

阿兹猫 代表性的食物鲱鱼

油球 oliebollen

油球是荷兰新年传统的小吃。和中国的油饼有类似之处，都是将和好的

面用油炸好。油球在炸好后，会撒上糖霜，微甜酥脆。

喜力啤酒 Heineken

喜力啤酒创建于荷兰，它是排名世界第二的啤酒酿造公司，也是世界最

大的啤酒出口商。喜力啤酒主要以蛇麻子为原料酿制而成的，口感平顺

甘醇，不含苦涩刺激味道。它已成为鹿特丹，乃至荷兰，街头和酒吧不

可或缺的元素。

甘草糖

在鹿特丹逛街的时候，每家卖糖果的店里都卖一种黑乎乎的糖，这种糖

在鹿特丹乃至荷兰都非常受欢迎。这种糖就是甘草糖。这种糖是用甘草

根提取物做出来的，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它们的形状各异，并且味道很

是特别。主要分为咸味和甜味，当然也会细分出一些其他味道。来鹿特

丹的朋友们，一定要品尝一下，说不定你会爱上它。

太湖居 Tai Wu Chinese Restaurant

这个餐馆位于鹿特丹唐人街街口附近，是一家正宗的广式中餐厅。在此，

人们可以品尝到正宗的煲仔饭、广式烧鹅、叉烧包等。饭后，还可顺便

游览鹿特丹唐人街，感受中国人在异国生活的感觉。

地址：Mauritsweg 24-25, 3012 JR, Rotterdam

营业时间：12:00-02：00

联系方式：+31-10-4330818

mrlapin 在鹿特丹期间我们一直在唐人街一家香港人开的餐厅用餐，餐

馆名称好像就叫太湖居餐厅。餐馆不大，但服务很好，饭菜实惠，他家

的果汁尤为好喝。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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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urant Pakheuvel

这是一家米其林三星的西餐厅，座落在离 Euromast 不远的公园里。坐

在露天餐厅您可以享受无与论比的鹿特丹港口美景，观看过往的船舶。

内部装璜会让顾客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装饰艺术。圆形的用餐区可让您

欣赏到周围的水上美景。一旦坐上餐桌，您唯一要做的就是轻松自在地

享受餐桌上的一切。前往此餐厅，需提前预约。

地址：Heuvellaan 21，3016 GL，Rotterdam

网址：http://parkheuvel.nl

营业时间：午餐 周一至周五 12:00-14:30

晚餐 周一至周六 18:30-22:00

联系方式：+31-10-4360766

 

购物 Shopping
鹿特丹购物地点非常多，小到特色小店、百货公司、超市，达到购物街，

购物中心。商品品种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相信会给您带来无限的购物

乐趣。

一些荷兰本土品牌的商品非常受当地人乃至其他国家人们的喜爱，比如：

飞利浦的剃须刀、荷兰美素（Friso）奶粉和牛栏牌（NUTRICIA）奶

粉 ,G-STAR 服装等。

商业街

莱恩班商业街 Lijnbaan

位于鹿特丹市中心 , 是欧洲上第一条步行街，其特别之处在于它设计之初

就取消了机动车道，而非在后来才禁止车辆通行。购物街长约 800 米，

道路两边商铺繁多，绿树成荫，还有几处露天咖啡馆供游客休息。购物

街进驻了许多著名皮牌，如 Mango、H&M、C&A、ZARA 等。

李舒岩 这里是鹿特丹最繁华的的商业街

地址：Lijnbaan ,3012 EL Rotterdam, Nederland

联系方式：+30-10-4148202

交通：地铁至 Beurs 站  21 路有轨电车 Beurs 站

百货商场 / 超市

De Bijenkorf

De Bijenkorfde Bijenkorf 成立于 1870 年，是荷兰最知名的高端百货

公司。它总是以新奇的货品吸引顾客，致力于为顾客提供无与伦比的奢

华购物体验。同时，可享受退税服务。

网址：http://www.debijenkorf.nl

地址：Coolsingel 105, 3012 AG Rotterdam

联系方式：+31-88-2459500

交通：21 路、23 路、24 路电车 Beurs 站

Albert Heijn

这是荷兰境内非常有名的大型连锁超市，有许多分店。在这里可以买到

当地的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

网址：http://www.ah.nl/

地址：Coolsingel 131a, 3012 AG Rotterdam

联系方式：+ 31-10-2409862

交通：8 路、21 路、23 路、24 路、25 路电车 Beurs 站  地铁 Beurs 站

荷兰的超市也需要自行准备购物袋。如果没有购物袋，可在收款

台购买。超市内的购物车，是需要投硬币才可以用的。归还购物

车后，硬币自动返还。

露天市场  Open market

露天市场是每个旅行者每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希望去的地方。在这里，

不仅可以买到当地特色美食，还可以感受当地文化。鹿特丹最大的两个

露天市场露天市场位于 Blaak 和 Maashaven。

Blaak Open Market

Blaak Open Market 主要面向 5300 区内的市民。市场位于 Blaak 地

铁站旁。

开放时间：周二和周六 9：00-17:00

交通：地铁 Blaak 站  

Maashaven Open Market 

Maashaven Open Market 主 要 面 向 居 住 在 南 部 的 市 民， 位 于

Rijnhaven 地铁站与 Maashaven 地铁站的中间 .

开放时间 : 周三和周六 9：00-17:00

地址：Pretorialaan, 3072 Rotterdam

交通：地铁 Rijnhaven 站

娱乐 Entertainment
在鹿特丹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供人们选择。从

酒吧到赌场，从电影院到音乐厅，从台球厅到水上游船，总有一种活动

能让疲惫一天的人们放松下来。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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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区域 Beurs

鹿特丹市中心不仅拥有各种各样的小店、商场和饭馆，还汇聚了许多娱

乐场所。

多伦音乐厅 dedoelen

多伦音乐厅距离鹿特丹中央火车站很近。共有 10 个厅，最大的可容纳

2000 多人，最小的厅仅有 30 个座位。这座音乐厅同时也是鹿特丹交响

乐团本部所在，可以用于举办音乐会、独唱以至会议。

网址：http://www.dedoelen.nl/nl/concerten/

地址：Schouwburgplein 50, 3012 CL Rotterdam 
联系方式：+31-10-2171700 

Holland Casino 赌场

它位于市中心附近的 Holland Casino，是荷兰唯一合法的垄断赌场。

地址：Weena 624，3012 CN Rotterdam

网址：https://www.hollandcasino.nl/

电话：+31-10-2068206

营业时间：12:00-03:00

未成年禁止入内 须携带护照等有效证件

Pathé 电影院

Pathé 百代电影院紧邻多伦音乐厅，拥有 IMAX，全年上映最新的

电 影。 同 时， 每 年 的 鹿 特 丹 电 影 节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也在此举行。此电影节对中国独立电影扮演者非常重要的

角色。中国导演张元、何建军等人早期开启中国独立电影时代的作品都

在此电影院上映并获奖。

网址：http://www.pathe.nl/

网址：Schouwburgplein 101, 3012 CL Rotterdam

鹿特丹港

鹿特丹港是欧洲第一大港，位于荷兰西南部莱茵河口地区新马斯河两岸，

距北海 28 公里。在此地区坐船玩乐最好不过了。

斯皮杜游船  Spido 

乘坐斯皮杜（Spido）游船是游览鹿特丹港的最佳方式之一，超现代的游

船将引导着游客穿越欧洲最大的港口！天鹅大桥下的威廉广场便是斯皮

杜的白色双层船乘船处。斯皮杜提供多种航线从水上去感受这个城市的

魅力，航程大约 75 分钟。

地址：Willemsplein 85, 3016 DR Rotterdam

网址：http://spido.nl/

联系方式：+31-10-2759991 

价格：10.75 欧，4-11 岁 6.60 欧

交通：7 路电车 Willemsplein 站  地铁 Leuvehaven 站

会飞的猫 J_ZH  如果有时间，可以在游览完小孩堤防后，可以搭乘 90

号公车回到 Rotterdam Lombadijen，再由此转搭 20 号电车前往港口，在

Spido Rondvaartbedrijf 下车，往天鹅桥的方向走，Spido 游轮售票处就在

桥下，购票后搭乘 Spido 游轮参观世界三大出口港之鹿特丹港，整个游港

行程约 75 分钟。

水陆两栖车 splashtours

水上巴士是一种黄色的水陆两用的公交车。这个黄色的公交可带载 48 位

乘客，在马斯河中游览鹿特丹美丽的风景。公交瞬间变身航船，短短 75

分钟航程令你难忘。

地址： Parkhaven 9, 3016 GM Rotterdam 

网址：http://www.splashtours.nl/en/

联系方式：+31-10-43694 91

价格：成人 € 22,50，儿童  € 15,50 

                                                                          

线路推荐 Tours

走马观花一日游

线路设计

中央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市政厅（Stadhuis）—圣

劳伦斯教堂（Laurenskerk）—立体屋（Blasskse Bos）——博伊曼斯 •

范伯宁恩美术馆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小孩堤防

风车村（Kinderdijk）/ 鹿特丹港

线路详情

游客可以从中央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 出发，沿着站

前的街道往前走，会看到多伦音乐厅，向左拐，继续往前走，会穿过

莱恩班商业街 (Lijnbaan），然后就到了市政厅 (Stadhuis)，沿着市政

厅前面的 Coolsingel 街向南前行，会看到证券交易所 (Beurs World 

Trade Centre)，向左手方向转弯，继续前行就到达了圣劳伦斯教堂

(Laurenskerk)，立体屋 (Blasskse Bos) 就在教堂的东南方向。

参观完教堂和立体屋后，可以在附近的 Beursplein 逛逛，这里是鹿特丹

的购物区，之后返回证券交易所，沿着 Coolsingel 街继续向南走，穿过

丘吉尔广场（Churchillplein）。丘吉尔广场的西南方是博伊曼斯 • 范

伯宁恩美术馆 （Musem Boynams-van Beuningen）。

接着，可以在市中心偏南的伊拉斯姆斯大桥（Erasmusburg）的斯皮杜

(Spido) 始发站的旁边，乘坐叫 waterbus 的水上巴士，前往小孩堤防风

车村（Kinderdijk）。也可以在斯皮杜始发站的白色双层船的乘船处，

乘船游览鹿特丹港，还可遥望马士基公司大楼 (Maersk)。

特色一日游

游览鹿特丹的特色景点，享受这里的海港风情，更不忘欣赏荷兰最著名

的风车村景色。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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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设计

中央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立体屋 (Blasskse Bos)—

小孩堤防风车村 (Kinderdijk)—鹿特丹港 —欧洲桅杆 (Euromast)

线路详情

从中央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 乘车或地铁到 Blaak 站下

车，车站旁边即是立体屋 (Blasskse Bos)。

然后在 Rotterdam Blaak 乘坐地铁，在 Wilhelminaplein 或 Leuvehaven

站下车，就到了伊拉斯姆斯大桥 (Erasmusburg)。在此，斯皮杜始发站的

旁边，乘坐叫 waterbus 的水上巴士，即可到达小孩堤防（Kinderdijk）。

参观了美丽的风车后，可搭乘 Spido 游轮参观欧洲第一大港之鹿特丹港，

整个游港行程约 75 分钟。

然后顺着目之所及的高塔走，就可到达欧洲桅杆 (Euromast)，可以去旋

转餐厅享受晚餐，日落时刻欣赏鹿特丹落日余晖之美。回程可步行前往

Euromast/Erasmus MC 电车站搭乘 8 号电车到鹿特丹中央车站结束

鹿特丹一日行程。

购物休闲美食一日游

线路设计

中央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荷兰赌场 (Holland Casino)—

莱恩班商业街 (Lijnbaan)—Blaak 露天市场 (Blaak Open Market)—唐人

街—Pathé 电影院 / 多伦音乐厅（dedoelen）

线路详情

从中央火车站向东南方向步行，即可到达荷兰赌场 (Holland Casino)，

接着步行即可到达 coolsingle 大街。沿着 coolsingle 街一直走，即可

到达市中心购物区，东边为 Beursplein 购物区，西边为莱恩班商业街

(Lijnbaan)。

如果是周二或者周六，Blaak 地区会有露天集市。从 Blaak 乘坐电车即

可到达唐人街，可在此想用晚餐。晚饭后，可以在唐人街对面街上的电

影院或音乐厅享受美好的夜晚。

经典二日游

线路设计

D1：中央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市政厅（Stadhuis）—

圣劳伦斯教堂（Laurenskerk）—立体屋（Blasskse Bos）—博伊曼斯 •

范伯宁恩美术馆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D2： 中 央 火 车 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 小 孩 堤 防 风 车

村 (Kinderdijk)—鹿特丹港 / 马士基公司大楼 (Maersk) —欧洲桅杆 

(Euromast)

线路详情

D1：游客可以从中央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 出发，沿

着站前的街道往前走，会看到多伦音乐厅，向左拐，继续往前走，会穿

过莱恩班商业街 (Lijnbaan），然后就到了市政厅 (Stadhuis)，沿着市

政厅前面的 Coolsingel 街向南前行，会看到证券交易所 (Beurs World 

Trade Centre)，向左手方向转弯，继续前行就到达了圣劳伦斯教堂

(Laurenskerk)，立体屋 (Blasskse Bos) 就在教堂的东南方向。

参观完教堂和立体屋后，可以在附近的 Beursplein 逛逛，这里是鹿特丹

的购物区，之后返回证券交易所，沿着 Coolsingel 街继续向南走，穿过

丘吉尔广场（Churchillplein）。丘吉尔广场的西南方是博伊曼斯 • 范

伯宁恩美术馆 （Musem Boynams-van Beuningen）。

D2： 从 中 央 火 车 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 出 发， 乘 坐 地 铁

在 Wilhelminaplein 或 Leuvehaven 站下车，就到了伊拉斯姆斯大桥

(Erasmusburg)。在此，斯皮杜始发站的旁边，乘坐叫 waterbus 的

水上巴士，即可到达小孩堤防（Kinderdijk）。也可以在斯皮杜始发站

的白色双层船的乘船处，乘船游览鹿特丹港，还可遥望马士基公司大楼 

(Maersk)。

然后顺着目之所及的高塔走，就可到达欧洲桅杆 (Euromast)，可以去旋

转餐厅享受晚餐，日落时刻欣赏鹿特丹落日余晖之美。

节庆 Festivals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每年一月底在鹿特丹市中心的 Pathé 电影院举办。此电影节以片量大、

充满另类和独立风格闻名，也是少数不设红地毯给国际巨星的国际影展。

影展的最大奖“老虎奖”只颁给导演的第一部或第二部电影作品，以鼓

励新锐导演。我国导演何建军、张元、娄烨等人都曾在此电影节中获奖。

对于观众来说，也可借此机会，观看一些另类、独立电影。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荷兰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但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就连 70 多岁的老奶

奶和露天市场的售货员都可以说英语，所以沟通不存在问题。

你好 Hallo

再见 Tot ziens

下载旅行翻译官 app，加入旅行翻译官二维码，可以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银行

在荷兰，凡在贴有“银联”标识的商户消费，即可刷银联卡。万事

达 卡（ Ｍ aster Card）、 维 萨 卡（Visa）、 美 国 运 通 卡（America 

Express）均可在有以上标识的 ATM 或商户使用。

邮局

TNT 和 Postnl 是两个荷兰的邮政公司，其网店遍布荷兰境内。在一些商

场和超市的柜台就可办理包裹和信件邮寄服务。2012 年，每 20 克信件

或明信片邮资分别为：0.5 欧元、0.85 欧元及 0.95 欧元。

网址：http://www.tnt.com/

http://www.postnl.nl/

电话

匪警、火警、急救：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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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荷兰网络信号很好，使用 3G 网络。酒店普遍配备无线网设备。 

医疗

在荷兰看病通常需要提前预约。在荷兰看病相对较贵，建议在出行前为

自己买一份医疗保险。药品则须在药店购买，买处方药须凭有医生签发

的处方。药店在荷分布广泛，购药十分方便。建议大家外出旅行时，可

携带一些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防晕车药、肠胃药、创口贴等药物，

以备急需。同时，还要遵守荷兰海关入境的相关规定，含有违禁成分的

药物（尤其一些中成药）不要带入荷兰境内。

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大使馆

地址：Willem Lodewijklaan 10, 2517 JT Den Haag

网址：http://nl.china-embassy.org/chn/

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2：00

电话：0031-70-3065061

旅行安全

鹿特丹的治安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傍晚或夜间，还是应该尽量避免去黑

人聚集区、酒吧、唐人街附近。如必须要去，则最好结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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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国颁

发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中国公民申请护照所需材

料：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及复印件、近期免冠照片、以及填写完整的《中

国公民因私出国（境）申请表》。

中国公安机关已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统一启用签发电子普通护照。

启用的电子护照，防伪性能提高，办理程序上新增指纹采集等内容。

签证

荷兰是欧洲申根国之一，前往荷兰做短期访问时，则需要申请申根签证。

在申根国家之间旅行不受签证限制，各国统一签发申根签证。在北京、

上海和广州都可办理签证，但必须提前预约。

参考网站：http://china-cn.nlembassy.org

所需材料

申请每种签证所需材料略有不同。以申请个人旅游短期签证为例，所需

材料有：

签证申请表

两张护照照片

护照

医疗保险

5) 机票订票信息

6) 户口原件

7) 住宿证明

旅行行程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

以下文件的复印件：

护照身份页及签名页

身份证（正反两面）

居住许可（外国申请人）

医疗保险

未成年人（未满 18 岁）还需要以下文件：

学生证以及学校证明信原件

旅行许可公证书

家庭关系或监护证明公证书

海关申报

现金：一万欧元以上须向海关申报。

动植物：不可以带被受保护的动物 / 植物，用动物做的东西，和一些中

药药材。如：兰花、仙人掌、猴子、珊瑚，贝壳、用乌龟背做的梳子、

麝香等。

食物：一些食物禁止带入荷兰境内，如：肉类、奶制品等。

艺术品、国宝：国家的艺术品、国宝是不允许带入荷兰的。

服装鞋帽：假冒名牌是不允许带入荷兰的。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Schiphol Airport) 是荷兰乃至欧洲最主要的机

场。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都有航班飞往阿姆斯特丹史

基浦机场。

史基浦机场：http://www.schiphol.nl/

史基浦机场的交通网络非常发达，同时还连接各种交通方式。从史基

浦机场下飞机后，在机场地下一层就可乘坐火车到达鹿特丹火车站

(Rotterdam Central Station)。史基浦机场的外边，就是公交车和出租

车停靠站，可去往市中心及其他地区。

火车

荷兰的火车网络发达，通往城市与城市之间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了。

荷兰的火车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火车，一种是快车 Fyra。从史基

浦机场坐快车 Fyra 只需 20 多分钟，即可到达鹿特丹中心火车站。

荷兰火车时间表查询：www.ns.nl

长途汽车

欧洲巴士公司 Euroline 承运阿姆斯特丹至欧洲各国的巴士线路。

查询线路及票价：http://www.eurolines.com/

Getting  around内部交通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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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特丹乃至荷兰，如果想乘坐出租车出行，需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但

是在大城市中，一些人口聚集的地区、商业中心也设有一些出租车停靠站，

也可召唤出租车。

叫车电话：3-907722 或 3-906262

地铁

地铁在鹿特丹是非常快捷的一种交通工具。如果在荷兰游览时间较长，

可以办理一张交通卡，全荷兰境内的公交车、地铁都可以使用，且票价

要比天票便宜。

公交车 / 中巴

有轨电车和公交车也是一种便捷的出行方式，且每辆车都有固定的时刻

表。值得注意的是，荷兰的公交车在上车和下车时都需要刷交通卡。没

有交通卡的乘客，可以买一次票或者天票。

查询线路及时刻表：www.ret.nl

自行车

自行车出行方便又环保，在荷兰这个“自行车王国”里，自行车出行别

有一番风味。在鹿特丹中心火车站以及 Blaak 火车站都有租车点，可供

游客租车游览鹿特丹。

List
名称                                                          地址 电话 你的选择

小孩堤防       Overwaard 2，
2961 AT 
Kinderdijk 
Netherlands

+31-78-6912830

欧洲桅杆       Parkhaven 
20, 3016 GM 
Rotterdam

+31-10-4364811

立体方块屋   Overblaak 
70, 3011 MH 
Rotterdam 
info@
overblaak.nl

博伊曼斯 • 范伯
宁恩美术馆  

Museumpark 
18-20, 3015 
CX Rotterdam 

+31-10-4419400

圣劳伦斯大教堂
 

马士基公司大楼  Boompjes 
40,3011 XB 
Rotterdam

+31-10-7127000

伊拉斯姆斯大桥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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