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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Zairon   

圣马可广场 

"世界闻名的广场"

威尼斯唯一被授予“广场”(piazza)称号的广场是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
arco)，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中心。广场位于大运河的一端，周围环
绕着这座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建筑。圣马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
是广场的焦点所在——这座12世纪的威尼斯-拜占庭教堂，金碧辉煌的镶嵌画
和奢华的雕刻装饰是这座教堂的特点。两侧是总督宫 Doge's Palace，这些
庄严的建筑曾经是总督府办公室和住所的所在地。附近矗立着两根纪念城市
守护神——守护神圣狄奥多和守护神圣马可的飞狮，而检察官办公室、国家
图书馆和几个博物馆占据了威尼斯最大广场周围的空间。这座城市的传奇历
史汇聚在令人敬畏的圣马可广场上。

 +39 041 724 1040  Piazza San Marco, 威尼斯

 by Artheos   

总督宫 

"历史悠久的艺术作品"

层层不同的建筑风格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宏伟的总督宫。作为威尼斯政府和
政治遗产的象征，这座历史悠久的宫殿曾是前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所在地。
该建筑群建于14世纪。多年来，这座宫殿不断被重建、扩建和修复，形成了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令人惊艳的艺术与建筑风格大杂烩。作为哥特式设
计的杰作，这座宫殿充满了精致的细节，如雕塑、壁画、优雅的拱门和廊柱
。原来总督的住宅、军械库、监狱、庭院和凉廊都被修复的比原来的总督宫
更漂亮了，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大量的历史瑰宝。这座历史性的标志性建筑还
包括歌剧院博物馆(Museo dell’opera)及其广泛的艺术收藏品。

 +39 041 271 5911  palazzoducale.visitmuve
.it/

 info@fmcvenezia.it  Piazza San Marco 1, 威尼斯

威斯汀欧罗巴和里贾纳 

"威尼斯装饰"

The Westin Europa＆Regina酒店位于圣马可广场附近，享有17世纪的威尼斯
风格装饰，俯瞰大运河。配备齐全的交通设施等一系列服务，非常适合想放
纵自己的游客。客房内的水疗和托儿设施使其成为旅客的首选。

 +39 041 240 0001  www.marriott.com/hotels
/travel/vcexr-the-st-
regis-venice/

 europa.regina@westin.com  San Marco 2159, 威尼斯

 by skinnylawyer   

Teatro Goldoni 

"真正的剧院"

戈尔多尼剧院多年来经历了多次变化，是当地人和游客常去的地方。以18世
纪剧作家卡洛·戈尔多尼（Carlo
Goldoni）的名字命名，它实际上始于1622年的圣卢卡剧院（Teatro San Luc
a）。坐拥800人的剧院，戈迪尼剧院以其一年四季的各种表演而闻名。除了
一些在城市最闪烁的音乐会，剧院提供芭蕾舞，歌剧和其他各种现场表演。
检查网站的完整时间表。

 +39 041 240 2011  www.teatrostabileveneto  info.teatrogoldoni@teatr  Sestiere San Marco 46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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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ostabileveneto.it 威尼斯

 by Booking.com 

Hotel Flora酒店 

"古雅的住宿"

Hotel Floral酒店靠近主要的购物街Via XXII Marzo，拥有一个宁静的花园
。每个房间都以不同的方式装饰，但都提供相同的舒适程度。有些可以进入
花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它。您也可以预约保姆或填写他们的小需求表
格，从婴儿湿巾到围兜和尿布。这家适合家庭入住的酒店是探索这座城市的
好地方。

 +39 041 520 5844  www.hotelflora.it  info@hotelflora.it  Calle Contarini Corfù
2283/A, 威尼斯

 by dalbera   

蓬塔德拉Dogana 

"奇妙的收藏"

Punta della Dogana是一个美丽的艺术画廊，位于将大运河与Giudecca运河
分开的三角形地块上。这座画廊坐落在一栋美丽的17世纪建筑的前海关大楼
内，拥有世界着名艺术收藏家Francois Pinault的永久收藏品。在这里，你
会发现他的着名的个人收藏，除了其他几个有关当代艺术的展品。

 www.palazzograssi.it/en/about/sites/punta-della-
dogana/

 Fondamenta della Dogana alla Salute 2, 威尼斯

 by Peter Haas   

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 

"美国商人建立的博物馆"

就在学院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转角处, 在 大运河Grand Canal是
威尼斯首屈一指的博物馆之一。这个世界闻名的博物馆由著名古根海姆博物
馆 Guggenheim Museum 管理，收藏家之一佩吉·古根海姆 Peggy Guggenhei
m是一位富有的美国人，她对当代艺术很感兴趣，并与许多指导和教育她的艺
术家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和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这个博物馆收藏她的拥有的当代
艺术作品，如培根、巴拉、布兰库西和夏加尔的作品。你还会在这里发现德
基里科、康定斯基、克利、埃尔利西茨基、马格利特、曼雷、毕加索和波洛
克等人的杰作。

 +39 041 240 5411  www.guggenheim-
venice.it/

 info@guggenheim-
venice.it

 Dorsoduro 701, Palazzo
Venier dei Leoni, 威尼斯

 by Didier Descouens   

格拉西宫 

"世界着名展览"

格拉西宫（Palazzo Grassi）坐落在Massari设计的宫殿内，就在CàRezzonic
o对面。这座18世纪的建筑改变了许多人的手，并被菲亚特集团重新修复为艺
术中心。它现在由弗朗索瓦·皮诺（FrançoisPinault）所有，并从他的个人
藏品中定期收藏临时展品。那些对艺术和建筑感兴趣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地下
书店令人印象深刻的选择令人着迷。在前往您的威尼斯人探险之前，在他们
的现场咖啡厅进行一次进站以充实自己。

 +39 041 523 1680  www.palazzograssi.it  Campo San Samuele 3231, 威尼斯

 by Booking.com 

酒店Cipriani 

"风格参观威尼斯"

Hotel Cipriani酒店以其优质的服务闻名于世。这家超豪华酒店的每一个角
落都散发出精致而富丽堂皇的气息。这个位置是他们独特的建议，使酒店在
城市的大多数精品酒店之上。一边俯瞰着圣马可广场，景色真是壮观。另一
方面，它面朝着自己郁郁葱葱的绿色花园，绿意盎然的海洋迎接着酒店的入
口。 Hotel Cipriani酒店的每间客房都看起来像一个国王的卧室，极其注重
最小的方面。在床上用于窗帘的织物的质量和质地。独特的产品，如海水温
水游泳池，健康中心和迷人的餐厅，致力于为客人提供多种感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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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041 24 0801  www.belmond.com/hotels/
europe/italy/venice/belm
ond-hotel-cipriani/

 reservations@hotelcipria
ni.net

 Giudecca 10, 威尼斯

 by ds_30   

SignorBlum 

"手工礼物和纪念品"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T恤，钥匙链或冰箱磁铁等纪念品。但如果你有兴趣选择独
特的纪念品和礼品，请访问SignorBlum商店。商店暨工作坊是四个创造性思
维的结晶，这些创意思想已经聚集在一起。从威尼斯获得灵感，他们制作手
工制作的木制艺术作品。你可以提供投入，建议和你独特的礼物准备就绪。
由于每件作品都是手工制作和定制的，所以每件作品都是不同的。欲了解更
多详情，请查看网站。

 +39 041 522 6367  www.signorblum.com/  info@signorblum.com  Campo S. Barnaba, 威尼斯

 by Didier Descouens   

Museo di Storia Naturale di
Venezia 

"矿物，化石和植物集合"

位于13世纪建造的庄严的Fontego dei Turchi博物馆，是一个真正有启发性
的博物馆，成立于1923年。您会发现化石，矿物，植物收藏，昆虫学收藏，
原生动物，软体动物和展出的各种脊椎动物7亿年。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还具
有考古学，解剖学和其他知识库。看看科学图书馆，鲸鱼画廊和其他有趣的
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广泛的图书馆，这是对自然科
学感兴趣的人的参考点。这个大运河博物馆是镇上其他历史悠久的博物馆的
一个很好的选择。

 +39 041 275 0206  msn.visitmuve.it/  nat.mus.ve@fmcvenezia.it  Salita Fontego 1730,
威尼斯

 by donvikro   

Giardini Papadopoli 

"威尼斯的中央花园"

当你从罗马广场（Piazzale
Roma）进入威尼斯时，向左看，你会看到Giardini Papadopoli广阔的果岭。
这个花园占地0.87公顷（2.17英亩），建于1834年。花园里种满了开花植物
和果树，Giardini Papadopoli设计精美，由Francesco
Bagnara设计，他是l'Académiedes Beaux-Arts de Venise教授，同时也是设
计了Fenice剧院。花园装饰着雕塑，华丽的长椅和壮丽的喷泉。它也是一个
独立的儿童游乐场所。

 Fondamenta Papadopoli, Fondamenta Croce, 威尼斯

 by Booking.com 

希尔顿莫利诺Stucky威尼斯 

"生活在风格"

希尔顿酒店和度假村在威尼斯为您带来希尔顿莫利诺斯塔基酒店。据说威尼
斯最大的酒店，这个豪华的住宿为客人提供舒适的客房配备了所有必要的设
施，以确保他们逗留愉快。酒店还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城市和海港的景色。凯
利水疗中心将恢复您与舒缓的按摩从受过训练的女按摩师花费。您也可以选
择桑拿或放松的土耳其浴。餐厅伊尔莫利诺是完美的享受一顿丰盛的早餐或
早午餐出发前通过城市游览。由于酒店对宠物友好，并且有各种儿童保育设
施，因此无需将宠物留在酒店后面。如果您想知道您在威尼斯度假期间住哪
里，那么您不会对获得多个奖项的Hilton Molino Stucky威尼斯感到失望。
请注意，由于酒店位于Giudecca岛，所以只能乘船抵达。

 +39 041 272 3311  www3.hilton.com/en/hote
ls/italy/hilton-molino-s
tucky-venice-VCEHIHI/ind
ex.html?WT.mc_id=zELWAKN
0EMEA1HI2DMH3LocalSearch
4DGGenericx6VCEHIHI

 venice.info@hilton.com  Isola Giudecca 810,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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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圣克莱门特宫 

"历史经验"

圣克莱门特宫（San Clemente Palace）拥有着名的媒体和旅游局的无数奖项
，是对超富裕人士生活的一种窥视。 Palazzo San Clemente建筑起源可以追
溯到1131年，也就是教堂建造的那一年。您不仅可以享受酒店的艺术和历
史美，还可以享受到工作人员的专业精神，以其优秀的语言技能，使他们能
够用多种欧洲语言交流，而英语只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员工对多元
化国际客户的习惯和需求的认识，无论您来自哪个国家，您一定会感到宾至
如归。圣克莱门特宫（San Clemente Palace）距离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的摩托艇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电影，艺术和文学方面享有盛名，威
尼斯大部分主要博物馆都位于这里。

 +39 041 244 5001  www.sanclementepalaceve
nice.com/

 sanclemente@thi.it  Isola di San Clemente 1,
San Clemente

 by Tajchman Maria   

穆拉诺玻璃博物馆 

"精致的穆拉诺玻璃"

位于雄伟的哥特式宫殿Giustinian，托尔切洛主教的故居，博物馆del Vetro
（穆拉诺玻璃博物馆）成立于1861年，它是威尼斯市民博物馆之一。深入了
解引起世界瞩目的玻璃制造历史。从1世纪到20世纪，他们的收藏是按顺序排
列的。这些包括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的考古学选择，精致的吊灯，不透明灯，
穆拉诺水晶，花丝，冰玻璃，羽毛玻璃，镜子，波西米亚风格的水晶，花瓶
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玻璃器皿。玻璃工作坊让参观者有机会看到主要的玻璃工
人在行动。

 +39 041 73 9586  museovetro.visitmuve.it
/

 museo.vetro@fmcvenezia.i
t

 Fondamenta Giustinian 8,
Murano

 by Allerina & Glen
MacLarty   

穆拉诺 

"着名的玻璃器皿的家"

威尼斯拉古纳的穆拉诺（Murano）以其玻璃器皿生产而闻名。大多数玻璃工
厂和工厂可以免费参观，更多的玻璃器皿可以在展示威尼斯玻璃吹制历史的M
useo Vetrario博物馆中欣赏。几乎所有岛上的商店都迎合了玻璃贸易。在淡
季的冬季月份，人群会变得越来越少。其他有趣的景点还有圣玛丽亚圣多纳
托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艺术品而闻名。

 Isola di Murano, Murano

 by Booking.com 

怡东酒店 

"装备豪华的酒店"

这家大型酒店位于丽都长廊，古色古香。完全重新装修，多彩的家具让人联
想到地中海的拜占庭风格。酒店的每个房间都是八月的缩影，并且为客人提
供最大的呵护。装饰着鲜花，精心布置舒适的床和休息区，俯瞰运河;怡东酒
店看起来像一座宫殿。 Tropicana，La Taverna和La Terrazza三家餐厅提供
区域和地中海美食，让您的味蕾尽兴。和设施，如往返威尼斯历史中心的班
车服务，私人海滩和跑道，确保您在这里享受轻松的住宿。

 +39 041 526 0201  autoev.co.uk/  excelsior@HO10.net  Lungomare Guglielmo
Marconi 41,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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