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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 d'Art Contemporani de
Barcelona (MACBA) 

"伟大的现代艺术"

巴塞罗那现代艺术馆是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由Richard Meier所设计，融合
了现代美国建筑艺术的元素和地中海理性论者的传统。这里从1995年开始对
外开放，展出加泰隆尼亚的其他艺术机构所捐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甚至
超过五十年历史。博物馆中的定期展览还会有现代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艺术
家作品，包括演讲、演唱会、研习班和视听竞赛等。

 +34 93 412 0810  www.macba.cat/  amics@macba.cat  Plaça dels Àngels 1,
巴塞罗那

 by OK - Apartment   

Museu Picasso 

"毕加索的早期作品"

这是巴塞罗那对其儿子——毕加索的一种纪念。这里众多的藏品都在三座连
着的宏伟宫殿中展出。毕加索出生于马拉加，但却在巴塞罗那展开他的艺术
家生涯。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毕加索的早期作品，包括雕版、石版画和陶
器。这里的展品中最出名的要数Harlequin，是毕加索描绘其前妻Jacqueline
的肖像，还有Las Meninas系列。这里还会举行定期展览，展示毕加索不同的
活动，像他对景观的研究，或者是他在剧院中的侵略等。这里还有一些先锋
派艺术家的标志作品。

 +34 932 56 30 00  www.museupicasso.bcn.ca
t/en/

 museupicasso@bcn.cat  Carrer Montcada 15-23,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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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 

"所有关于加泰罗尼亚历史"

这座博物馆位于巴塞罗那港口一座19世纪的仓库内，是为了保存，展示和传
播加泰罗尼亚的历史而创建的。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化中心，通过文
物，文件，历史再造，混合媒体演示和交互式展示，将过去变为现实。除了
定期展览，还有历史档案和图书馆的学习机会，还有专门的教育部门。从史
前时代到现代，您可以在脚下探索加泰罗尼亚的地形模型，在屋顶露台上享
用热咖啡和精美的景观，然后在出门的纪念品商店摆动。

 +34 93 225 4700  www.en.mhcat.net/  mhc.cultura@gencat.net  Plaça de Pau Vila 3, Palau
de Mar, 巴塞罗那

 by Ldolauris   

Museu de laMúsica 

"和谐访问"

1946年，1921年开始收集音乐文物的一群音乐爱好者终于找到了放置和展示
的地方，开始了Museu de laMúsica。您可以在这个博物馆找到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时代的1000多种乐器，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钢琴，小号，手风琴和西班
牙吉他，以及一系列奇特的原型。 Museu de laMúsica旅游带您游览巴洛克
时期音乐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当代作品。还专门为加泰罗尼亚音乐专门部分
。在音乐和历史价值之间，这个博物馆是巴塞罗那高质量的文化景点。

 +34 93 256 3650  ajuntament.barcelona.ca
t/museumusica/ca

 museumusica@bcn.cat  Carrer de Lepant 150,
巴塞罗那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seu_d%27Art_Contemporani_de_Barcelona_0769.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67627-museu-d-art-contemporani-de-barcelona-macba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67627-museu-d-art-contemporani-de-barcelona-macb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ok-apartment/1654756254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83141-museu-picasso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seum_of_the_History_of_Catalonia_-_Catalonia_2014_(2).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85340-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seu_Musica_Vista_Exterior.jp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679485-museu-de-lamúsica


 by Puigalder   

加泰罗尼亚考古学博物馆 

"古代移民从史前史"

加泰罗尼亚考古博物馆的永久性展览从加泰罗尼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的史前时
代到中世纪的定居。这里发现的最杰出的文物包括来自伊比利亚，希腊和罗
马遗址的遗物，包括在公元前3世纪的废墟中发现的希腊阿斯克勒皮乌斯雕像
。也有辉煌的模型和插图显示山洞居住在遥远的过去这个地区。每个人都被
邀请参观这个为视障人士提供特殊设施的博物馆，以及一个修复实验室和教
育部门。来看看加泰罗尼亚的考古博物馆吧！

 +34 93 423 21 49  www.mac.cat/  mac.cultura@gencat.cat  Passeig de Santa Madrona
39, 巴塞罗那

 by Barcelona.cat   

Fundació Joan Miró 

"米罗的独特世界"

这里由米罗所创立，以作为学习现代艺术的机构，由他的好友和建筑师Josep
Lluís Sert所建。这里突出的八角形塔经常被用于古典音乐表演场地。这里
收藏了各种米罗的作品：巨型的帆布画、挂毯、日常品、雕版、摄影等。这
里还会举行展览，设有咖啡厅餐厅和纪念品商店。

 +34 934 439 470  www.fmirobcn.org/en/  info@fmirobcn.org  Avenida Miramar, Parc de
Montjuïc, 巴塞罗那

 by AwOiSoAk KaOsIoWa   

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MNAC) 

"最精致的罗马式艺术"

加泰隆尼亚国立艺术博物馆建于1990年，收藏了众多罗马式壁画，包括庇里
牛斯山区的宝石等。当然，博物馆里也有其他艺术品，像祭坛艺术品、雕刻
、塑像、黄金或银质装饰品，或者是木头画或发光品等。你还可以观看14和1
5世纪加泰罗尼亚学院派艺术家的歌德式作品，以及来自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
区的作品。入场费：8.5欧元。请致电博物馆获取展览信息。学生和长者都可
以免费进场，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进场。

 +34 93 622 0360  www.museunacional.cat/en  Parc de Montjuïc, Palau Nacional,
巴塞罗那

 by local louisville   

CosmoCaixa巴塞罗那 

"科学轻松"

CosmoCaixa巴塞罗那是巴塞罗那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为成人和儿童提供互
动和教育体验。有特殊的儿童活动，旨在激发年轻人的头脑，鼓励科学兴趣
。定期举办教育讲习班，让孩子们可以尝试像热，电，气压和声音等科学现
象。它的每个房间都探索一个特定的领域，包括力学，光学，气象学和计算
机科学。现场还有一个天文馆，解释天文学的各个方面。把它留在CosmoCaix
a巴塞罗那的研究时间，把有趣和教育的临时展品放在一起。你所要做的就是
放下。

 +34 93 212 6050  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sho
pv3/en/product/325/cosmocaixa.htm
l?prom=0

 Carrer d'Isaac Newton 26,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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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de la Imatge 

"艺术展空间"

建于1777年的伊拉克中心位于Palau de la
Virreina，这是一座以秘鲁总督及其妻子而闻名的建筑。它位于El Raval中
部地区，近年来已经有了显着的文化复兴，展现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并为这
个景点周围的地区增添了活力。博物馆于1935年首次向公众开放，展出福图
尼的油画“The Print Collector”。艺术爱好者的热门景点，现在是各种展
览和一个令人兴奋的永久收藏家。参加导游或自己参观。只是不要错过这个
双重特别的吸引力。

 +34 93 316 1000  ajuntament.barcelona.cat/lavirre
ina/

 La Rambla 99, Palau de la Virreina,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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