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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简介

塞维利亚是一座多彩魅力之城。不同的文明在此交
汇，多个国家的艺术风格在此相融，给城市带来了
丰富的历史艺术遗产，但塞维利亚给您呈现的精彩
不仅限于此。这里因丰富多样的美食，怡人的气候以
及当地人的友好热情而声名远扬，是一处非常完整
全面的旅游目的地，文化生活贯穿全年；购物店铺林
立；其他各类活动缤纷，夜生活也十分丰富。

在这份指南中，我们向您推荐一个塞维利亚游览观
光五日游规划，让您在我们的城市体验不同的精
彩，深入了解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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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教堂

2. 阿尔卡萨皇宫

3. 西印度群岛档案馆

4. 老年神父医院

5. 玛利亚·路易莎公园

6. 西班牙广场

7. 美洲广场

8. 水族宫

9. 科学之家

10. 美术博物馆

11. 萨尔瓦多教堂

12. 皮拉托之家

13. 杜埃纳斯宫

14. 弗拉门戈舞蹈博物馆 

15. 雷布里哈伯爵夫人宫

16. 萨利那斯之家

17. 大蘑菇

18. 古文物陈列馆

19. 黄金塔

20. 慈善医院 

21. 马埃斯多兰萨斗牛场 

22. 圣安娜教堂

23. 水手礼拜堂

24. 卡丘洛基督宗座圣殿 

25. 特里亚纳陶瓷中心

26. 圣豪尔赫城堡

27. 圣宝拉修道院 

28. 圣路易斯·德·弗朗赛斯教堂 

29. 马卡雷纳圣殿 

30. 圣五伤医院

31. 航海馆 

32. 三文化基金会

33. 安达卢西亚当代艺术中心（CAAC）

34. 法比奥拉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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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我们推荐您在上午参观三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遗产的景点：主教堂和希拉达塔（Giralda）
，阿尔卡萨皇宫（Alcázar）和西印度群岛档案馆
（ArchivodeIndias）。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排队等待，更好利用时间，我们建议您
分别在大教堂和阿尔卡萨皇宫的网站上提前购买门票 。

塞维利亚圣母主教座堂（LaCatedraldeSantaMaríadela 
Sede）是世界最大的哥特式主教堂，也是继梵蒂冈的圣
彼得大教堂和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之后的基督教第三大教
堂。主教堂建于塞维利亚曾经最主要的清真寺基础之上，
于十五世纪开始修建。建筑中仍保留着古清真寺的遗迹，
包括宣礼塔，作为城市标志的吉拉达塔；橘树庭院，此前作
为斋戒沐浴之处，以及原谅之门（PuertadelPerdón），曾
是清真寺的正门。

主教堂由当时最重要的艺术家共同参与建造，增加了文艺
复兴，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其主圣坛装饰画被认为
是基督教世界最大规模，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完成，是彼得·
丹卡尔特（PeterDancart）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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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部众多的小礼拜堂中保存着珍贵的艺术
品，包括牟利罗（Muril lo），戈雅（Goya），佩
德罗·德·坎帕纳（Pedro de Campaña）和苏
巴朗(Zurbarán)的绘画，马丁内斯·蒙塔涅斯
（MartínezMontañés）的雕塑，和众多金银
器，例如胡安·德·阿尔费（Juande Arfe）打
造的圣体容器，以及由恩里克和马泰·阿勒曼
（Enrique和MateoAlemán）两兄弟创造于
十五世纪的一处非凡花窗玻璃装饰，其它部分
则建造自十六世纪。

另外，在主教堂中还埋葬着众多皇室家
族成员，包括卡斯蒂利亚的佩德罗一世
（PedroIdeCasti l la），城市的征服者和
庇护者- 圣费尔南多王（SanFernando）
以及他的儿子智者阿丰索十世国王
（AlfonsoXelSabio）；还有伟大的航海家哥
伦布。

若您有兴趣登上吉拉达塔，则可以最佳视角一
览全城风光。

 www.catedraldesevill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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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萨王宫（RealAlcázar）是欧洲最早建成使用的
王宫建筑。现在依旧作为皇室宅邸，是西班牙国王一
家每次访问塞维利亚时的行宫。阿尔卡萨王宫是一个
宫殿建筑群，各个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建成，始建于十世
纪。在其外观构成方面，卡斯蒂利亚的佩德罗一世国王
起到关键作用，下旨建造了整个宫殿建筑群中心部分
的穆德哈尔宫。除了精美的建筑空间外，还建议您参观
宫中的花园庭院，这是全城面积第三大公园，具有非凡
的历史价值和无以伦比的美景，展示了从文艺复兴到
自然主义各个时代不同的园艺风格。根据记载，60000
平方米的面积上共种植了超过170种绿植。

另外，阿尔卡萨宫还曾是众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其中
包括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天国王朝》和著名美剧《权
利的游戏》。

www.alcazarsevil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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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群岛综合档案馆（El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是全国最重要的历史档案馆之一。
档案馆于1785年由卡洛斯三世国王（Carlos 
I I I）下旨修建，以便将所有与发现和殖民美洲相
关的资料集中收藏在同一处建筑中，档案馆位
于一处文艺复兴风格的华美建筑内，由胡安·
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设计建造，馆内
保存的档案超过43000册。

另外，档案馆还会在一年之中举行和馆藏相关
的一系列展览和文化活动。

www.mecd.gob.es



在参观完这些精美的建筑后，我们建议您前往城内
的古老犹太区圣十字城区（BarriodeSantaCruz）
逛一逛。这里的街道充满历史和传奇，迷失其中，意趣
盎然。期间您将经过几处美丽广场，例如爱尔维拉夫
人广场（Plaza de Doña Elvira），十七世纪一处著
名露天剧场曾搭建于此，还有圣十字广场（Plaza de 
SantaCruz），塞维利亚著名画家巴托洛梅·埃斯特万·
牟利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 l lo）就长眠在广场
之下。

在圣十字城区还坐落着老年神父医院
（HospitaldelosVenerablesSacerdotes），是由莱
昂纳多·德·费奎罗阿（LeonardodeFigueroa）设计
的一处杰出的塞维利亚巴洛克式建筑，目前为迭戈·委
拉斯开兹研究中心（CentroDiegoVelázquez），开展
围绕这位塞维利亚籍著名画家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www.focus.abengoa.es

法比奥拉之家（Casa Fabiola）- Mariano Bel lver
捐赠遗产位于Fabiola街道，馆内展出由Mariano 
Bel lver先生捐赠给塞维利亚市政府的珍贵收藏。整
套收藏共包括657件珍品，其中主要为绘画，共计299
幅，还包括了属于不同时代并使用不同材料而打造的
雕塑作品112件，外加75件象牙和骨质塑像；44件家
具珍品，42件陶瓷品，最后还有13块腕表。由此可见，
这套捐赠的收藏十分丰富多样，藏品中大部分因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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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九世纪塞维利亚绘画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作品中
所透出的强烈个人风格，是塞维利亚风俗艺术流派的
典范。

下午，去玛利亚·路易莎公园
（ParquedeMaríaLuisa）散散步怎么样？这是城市
最主要的公园，其中有很多精美的凉亭花棚和喷泉，
例如为纪念塞维利亚诗人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
（GustavoAdolfoBécquer）的凉亭，以及一些纪念
其他著名文学家的凉亭，包括阿瓦雷斯·金泰罗兄弟
（ÁlvarezQuintero）和塞万提斯等。玛利亚·路易莎
公园曾在1929年作为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的展览场
所，此博览会的目的在于表达西班牙与西班牙美洲，美
国，葡萄牙和巴西的兄弟情谊。



览会的举办，城市的南边经过了重新规划，专门
建造了一系列建筑作为展览场馆。塞维利亚建
筑师阿尼巴尔·冈萨雷斯（AníbalGonzález）
设计了两处极具当地风格的华美广场：作为城
市标志的西班牙广场（PlazadeEspaña），大
量使用陶瓷，木材和砖块搭建，以及美洲广场
（PlazadeAmérica），考古博物馆和民间艺术
风俗博物馆都位于此处。在毗邻广场的街道可
以看到一些加博览会参展国所建造的国家馆，
例如阿根廷馆，危地马拉馆，巴西馆，哥伦比
亚馆，墨西哥馆，摩洛哥馆，美国馆，秘鲁馆，
智利馆，乌拉圭馆和葡萄牙馆。以及组成塞维
利亚馆的建筑：展览赌场和洛佩·德·维迦剧院
（TeatroLopedeVega）。

另外，一些场所更是为家庭活动设置，在这里您
可参观水族宫（Acuario），除了能观赏到不同
的海洋生物，还可参加丰富多样的周末活动。甚
至可以在鲨鱼穿梭中度过难忘之夜。

www.acuariosevilla.es

而在科学之家（CasadelaCiencia）中，天文馆
和全年中举办的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展览，工
作坊等等）能够让孩子和大人有机会了解到科
学领域的方方面面。

www.casadelaciencia.csic.es
/

塞维利亚五日游
第一日

11

在塞维利亚的众多体验中，您可以坐上马车游览玛利
亚·路易莎公园，这是全城最具浪漫风情的角落之一。
若有兴致，还可在这里进行野餐，享受这片绿洲在塞维
利亚炎热夏季傍晚提供的怡人阴凉，或者还有更好的
计划，是呼吸着纯净空气，在晨跑中开始新的一天 。.

若这些您都不喜欢，不如试试下面这个主意：在城中酒
店的露台品上一口佳酿葡萄酒，一边闲适畅谈，一边享
受着远望城市的旖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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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兴致，还可在这里进行野餐，享受这片
绿洲在塞维利亚炎热夏季傍晚提供的怡人阴
凉，或者还有更好的计划，是呼吸着纯净空
气，在晨跑中开始新的一天。.

若这些您都不喜欢，不如试试下面这个主意：
在城中酒店的露台品上一口佳酿葡萄酒，一边
闲适畅谈，一边享受着远望城市的旖旎风光。



第二日 第二日的行程从参观美术博物馆（MuseodeBellasArtes）开始，
这是全城最重要的绘画和雕塑博物馆。其所在的建筑为一处古老
的修道院，于十七世纪进行了翻修，是矫饰主义风格的绝佳代表建
筑。博物馆共有14个展厅，陈列作品涵盖了自十五世纪作品到二十
世纪塞维利亚地方风俗主义绘画，其中包括了皮埃特罗· 托里吉
阿诺（PietroTorrigiano），阿莱霍·费尔南德兹（AlejoFernández）
，马丁内兹·蒙塔涅斯，佩德罗·德·梅钠（PedrodeMena），
格列柯（ElGreco），弗朗西斯科·帕切科（FranciscoPacheco），
古斯塔沃·巴卡利萨斯（GustavoBacarisas），卡布拉尔·贝哈拉诺
（CabralBejarano），桑切斯·裴里埃（SánchezPerrier），埃斯基
韦尔（Esquivel）等的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塞维利亚巴洛克艺
术展厅，珍藏了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巴尔德斯·雷阿尔
（ValdésLeal）和苏巴朗的佳作。.

www.museodebellasartesdesevilla.es

随后，我们可前往神圣萨尔瓦多学院教堂（Iglesia Colegial del 
Divino Salvador），这是全城继主教堂之后的第二大重要宗教殿
堂。这里曾为古罗马广场，随后在哈里发时代（九世纪）建起首座
伊本阿达巴斯（Ibn Adabbas）清真寺，一度为当时全城最大的清
真寺，直到阿尔莫哈德王朝在1182年建成大清真寺后将其超过。
现存的教堂建于十七世纪，是建筑师莱昂纳多·费格罗阿的主要作
品。内部收藏了很多塞维利亚的雕塑艺术珍品，例如胡安·德·梅萨
（Juan de Mesa）的十字架上耶稣题材塑像《爱之基督》和哈恩艺
术家马丁内兹·蒙塔涅斯所创作的《受难基督》，这两件作品都在复
活节圣周期间抬出进行宗教游行。.

www.catedraldesevilla.es/iglesia-de-el-salv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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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们建议您参观几处城中典型的华美宫殿式宅邸：拥
有重要罗马和文艺复兴雕塑珍品馆藏的皮拉托之家（Casa 
de Pilatos）；阿尔巴之家（CasadeAlba）中的杜埃纳斯宫
（Palacio de lasDueñas），收藏了重要的艺术作品，也是诗
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Machado）的出生地；雷布里
哈伯爵夫人宫（PalaciodelaCondesadeLebrija），保存了华美
古罗马宅邸中的“意大利卡”马赛克地板；以及萨利那斯之家
（CasadeSalinas），拥有一处文艺复兴风格的绮丽中央庭
院。

要一览全城美景，最佳位置莫过于登上被称为“大蘑菇”
（“LasSetas”）的都市阳伞，这是全球最大的木质建筑结构，位
于市中心著名的道成肉身广场（Plaza de la Encarnación），展
示了城市的当代艺术气息。若您对考古感兴趣，在此建筑的底
层有一处古文物陈列馆（Antiquarium），可看到主要为罗马时

在文化观光后，坐在露天的餐桌上品上几道特色
小食Tapas无疑是恢复体力的最佳选择，在享受
美食的同时，我们也沉浸在塞维利亚怡人舒适的
气候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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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考古遗址，包括精致的“百鸟”图案马赛克，这些在“大蘑
菇”开始建造施工阶段被发掘出来。 

既然我们刚好位于一处商业区，为什么不趁此
机会购购物呢？在塞维利亚可以买到各类产品：
从纪念您到此一游的纪念品，到各类手工艺术品
（扇子，瓷器等）应有尽有，还有最新潮的时尚服
饰，装饰，饰品，鞋履等。

在一处古老的十六世纪宫殿式宅邸中的体验阿
拉伯浴，放松一下身心，您觉得怎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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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
第三天的行程让我们从观光河区开始。瓜达基维尔河
（Guadalquivir）在城市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条河流让
塞维利亚在十六世纪成为重要港口和通向美洲的门户，以及欧洲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我们将首先参观黄金塔（Torre delOro），这是一座建于十二世纪
的军事瞭望塔，是全城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如今塔内为海军博
物馆（MuseoNaval），拥有与航海艺术相关的丰富馆藏（包括旗
帜，地图，锚等），以及著名人物肖像，船舰模型，塞维利亚港风光
图片和大量与塞维利亚以及航海大发现相关的版画铭文。

接下来我们将探寻一处深藏在塞维利亚中的秘密角落，即慈善
医院（HospitaldelaSantaCaridad），其所在的教堂为巴洛克风
格，内部珍藏着牟利罗和巴尔德斯·雷阿尔的绘画作品以及佩德
罗·罗尔丹（PedroRoldán）为医院所做的雕塑作品。您还可了解
到医院有趣的历史以及其主要推动者米盖尔·德·马涅拉医生
（MigueldeMañara）的故事。

www.santa-carid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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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喜欢斗牛，这里的马埃斯多兰萨斗牛场
（PlazadeTorosdelaMaestranza）是全国最古老的斗牛场之
一，容纳超过13000个座位，其博物馆中展出了相关的绘画作
品，斗牛宣传画，斗牛士服装，铜器，瓷砖画和雕塑（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马里亚诺·本利热（MarianoBenlliure）的作品）。

www.realmaestranza.com

驻足品上一卷特色油炸小鱼，实则为歇息片刻，恢复
体力的最佳选择。

有没有兴趣学习制作几道塞维利亚当地的特色菜
肴？您可以前往城中几处特色市场满足这个愿望。
提起兴致，给您的亲朋好友一展厨艺吧..…



下午我们建议您前往感受塞维利亚最典型的城区之
一：特里亚纳城区（Triana）。这里有很多极具魅力的
景点：建于十三世纪美丽的圣安娜教堂（Parroquia 
de SantaAna）；供奉着特里亚纳希望圣母像的水手
礼拜堂（Capilla de los Marineros）；以及供奉着庄严
卡丘洛基督像的卡丘洛基督宗座圣殿（Basílica del 
Cachorro）。

特里亚纳以其陶瓷著名，因此我们推荐您前往特里亚
纳陶瓷中心（Centro Cerámica Triana）来了解其历史
和发展过程。中心建在一处旧时的陶瓷厂中，一部分
展示制造陶瓷的过程，另一部分则为永久馆藏陶瓷作
品展，展示了多样的艺术风格；此外这里还组织临时
展览，并有一个和特里亚纳城区相关的板块。在临近
的街道，您还可购买到特色的陶瓷手工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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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亚纳市场旁，坐落着圣豪尔赫城堡（Castillo de 
San Jorge），自1481年到1785年为西班牙的神圣宗教
审判所，也是象征欧洲宗教审判运动的标志性建筑。
这处中心是沉思之地，身处其中，您才是主角。圣豪尔
赫城堡曾为阿尔慕哈德王朝的城堡，向公众介绍了关
于宗教审判的知识信息以及城堡的历史。

完全融入安达卢西亚文化中的最佳方
式莫过于上一节弗拉门戈课程。这也能
让您在塞维利亚节庆活动中更好地参
与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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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 第四日我们将游览城市北部区域 。我们的行程从圣宝拉修道院
（ConventodeSantaPaula）开始，这是塞维利亚众多封闭式修道院中的
一座，在其中除了可以欣赏到其珍藏的大量艺术杰作（包括尼古罗索·皮
萨诺（NiculosoPisano）的瓷砖画，马丁内兹·蒙塔涅斯，多明戈·马丁内兹
（DomingoMartínez），阿隆索·佳诺（AlonsoCano），菲利普·德·里瓦斯
（FelipedeRivas）等的作品），您还可品尝到由修女制作的手工甜品，包括
远近闻名的果酱，玛德琳蛋糕和蛋黄布丁（tocino del cielo）。

www.santapaula.es

我们沿着圣路易斯街（calleSanLuis）一路向上，就来到了圣路易斯·德·弗
朗赛斯教堂（iglesiadeSanLuisdelosFranceses），这是塞维利亚巴洛克艺
术的另一颗珍宝。教堂此前作为耶稣会见习修士教堂，始建于1699年，是
莱昂纳多·德·费奎罗阿的杰出作品。教堂内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雕塑
家佩德罗·杜克·科尔内霍（PedroDuqueCornejo）创作的圣坛装饰组塑，
以及卢卡斯·巴尔德斯（LucasValdés）创作的穹顶壁画。

再往前走，我们就到达了马卡雷纳圣殿（BasílicadelaMacarena），其供奉
的马卡雷纳望德圣母或许是在塞维利亚之外最为人所知的当地圣母形
象。圣殿的博物馆全面生动展示了塞维利亚复活节圣周期间的场景，展出
了宗教游行和仪式所用的器具，这些器具在本殿兄弟会自成立至今超过四
个世纪以来一直由其拥有保管。

www.hermandaddelamacarena.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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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殿旁则是曾经环绕城市的古城墙遗址，建于穆拉比特王朝时代（十一
到十二世纪）。这些城墙一直屹立至十九世纪，随后发生部分坍塌。至今保
存下来的城墙部分位于马卡雷纳区域和阿尔卡萨皇宫周围。

在圣殿对面是圣五伤医院（Hospitaldelas CincoLlagas），这是一座由马
丁·德·盖恩萨（MartíndeGainza）和埃尔南·鲁伊斯二世（HernanRuizII）建
造的雄伟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现在是安达卢西亚议会所在地。

随后，让我们前往展会街（calleFeria），在这里有两个城中独具魅力的旅游
景点：阿尔加巴侯爵宫（Palacio de los Marqueses de laAlgaba），其中为穆
德哈尔艺术中心（CentrodeInterpretacióndelMudéjar），陈列111件来自本
城考古收藏以及其他博物馆的艺术珍品，展现了穆德哈尔艺术最具重要性
的作品（包括石膏造型，家用器皿，容器等）。宫殿的正面也是这一艺术风格
的突出体现。 

在宫殿旁则是展会市场（MercadodeFeria），城中的另一处典型物资市
场，里面提供的美食佳肴别具特色。

/

塞维利亚五日游
第四日

21



另一个了解塞维利亚的方法是骑上自行车
漫游城中。有很多公司都提供自行车租赁
服务。此外，塞维利亚被认为拥有西班牙条
件最佳的自行车道网络。加之这里地势平
坦，气候宜人，能够让您有机会以舒适，愉
悦和健康的方式在自行车上观光全城。

当然，要了解一座城市，其百天和夜晚的精
彩都不容错过。您不妨前往城中最具气氛
的时尚之地（市中心，Hércules大道,Colón
大道,Nervión等），在那里众多的店铺场所
中尽情享受塞维利亚的繁华夜生活。

在冬季，人们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区域，而在
夏季，公众则多聚集在河岸边的露台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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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日 最后一日，我们将参观位于河另一边的卡尔图哈岛（Isla de la Cartuja）区
域。此区域曾为1992年世博会的举办地。

我们的参观从航海馆（Pabellón de la Navegación）开始。场馆为1992年的
世博会而建，目前功能和内容有所变更，更加面向家庭活动和儿童。这是一
处与历史邂逅之地，您将了解到曾经的男男女女为追求更美好生活而跨越
海洋的勇敢经历。

www.pabellondelanavegacion.com

塞维利亚的Caixaforum中心是一处 新建成的文化中心，也是西班牙第三大
最重要文化中心。中心面积7500平米，位于卡尔图哈岛塞维利亚塔（Torre 
Sevilla）建筑群之内。文化中心由建筑师吉列莫·巴斯凯兹·康苏格艾拉
（Guillermo Vázquez Consuegra）设计，拥有两处展厅，面积分别为704平
米和384平米；还有一处拥有276处座位的音乐厅；两处各为180平米的多功
能厅；以及工作室，咖啡厅和一处综合书店。 

www.caixaforum.es/es/sevilla 

塞维利亚塔由塞萨尔·佩里（César Pelli）设计，是全城首栋拔地而起的摩天
大厦，也是安达卢西亚大区的最高建筑以及全西班牙第七高的摩天楼。大厦
位于卡尔图哈岛的南部地带，建在一块面积为59000平米的土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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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高180.5米。楼层的设计为椭圆形，地上37层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打造，地下还有三
层。立面使用玻璃和钢铁材料，同时以赤土色铝板保护。

曾在92年世博会作为摩洛哥馆的建筑建造考究，极具艺术之美，目前是地中海三种文
化基金会（Fundación Tres Culturas de lMediterráneo）所在地，旨在推动地中海区域
不同人民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平和包容。为促成这一目的，这里会举办多种多样的
文化活动，例如电影展播，会议，研讨会，音乐会等。

www.tresculturas.org 

接下来让我们走近安达卢西亚当代艺术中心（Centro Andaluz de Arte 
Contemporáneo），位于卡尔图哈修道院（Monasterio de la Cartuja）内。这处修道院
为供奉洞穴中的圣玛利亚（Santa María de las Cuevas于1400年建成。由于修道院的
修士曾多次让哥伦布在此借宿，哥伦布的遗体曾在此埋葬了30年左右。自1835年西
班牙进行没收教会财产运动之后，修道院便丧失了宗教用途，被英国人查尔斯·皮克曼

（CharlesPickmann）买下，建起了一处瓷器工厂。由于这一新的工业用途，在建筑中
安装了窑炉和烟囱，其中一些保存至今。在1992年世博会期间，这里被用作皇家展馆。

www.caa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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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进行一些充满乐趣又惊险刺激的
活动，魔法岛 (Isla Mágica)主题游乐公园
则是不二之选。游乐场距离历史老城区
不远，整个场所以发现美洲新大陆为主
题，充满浓浓塞维利亚风情。游乐场中提
供了丰富的游乐设施和演出项目，每一
季都会推出全新活动。在炎炎夏日中，您
可在魔法水上乐园（Agua Mágica）享受
阵阵清凉。最后，我们为您推荐的另一个
活动是乘船在河上漫游观光，这条河流淌
千年，充满历史，被古罗马人成为贝蒂斯
河（Betis）,被阿拉伯人叫做瓜达基维尔河

（Guadalqui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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