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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卡达岛
众人寻觅的理想目的地

• 无法比拟的沙滩,* 湛蓝的海。

• 一个真实生态的天堂乐园，难以置信的自然环境。

• 由于海岛由一条50米长的海岸浮桥与本土相连接， 

是一个零缺点海岛的所有长处。 

• 到爱奥尼亚海其它海岛，同时也是拜访希腊本土 

重要考古纪念碑，及其它重要景点的方便途径。

• 一个充塞满艺术、文化气息的强烈文化传统。

• 带浓厚幽默感的友善居民真正知道如何享受。

• 时价的美酒佳肴。

 很多来拜访雷夫卡达的人年复一年不断地回来， 

像是被施用了某种难以克服的魔力，被吸引着而 

无法抗拒。

 为何不来拜访雷夫卡达岛且臣服于它难以 

理解的力量。 

雷夫卡达肯定令您值回所付

* 根据网路投票结果，地中海地区最好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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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海岛的几句话
雷夫卡达岛是爱奥尼亚海的第四大岛，位于科孚岛

和凯法罗尼亚岛之间。最早柯林斯人在此定居可远溯

至西元前第七世纪中叶，细长的海峡将海岛与  

阿卡尔那尼亚区分开，然而有人说拜海岸浮桥之赐，

得以联结海峡两岸，使海岛有方便的进出途径。 

雷夫卡达的名字是由海岛最南端的雷夫卡达海岬而来，  

在古时候是希腊语中人们所知的“雷夫卡斯，阿克拉”

或“雷夫卡斯，杯特拉”，意思是白色边缘或白色石头，

此则是有关那儿的白石。

二十四个大小卫星岛屿分散在雷夫卡达岛的四周，形成

雷夫卡达行政区。这一组小群岛以其多样的景观和独有

的特征，呼唤邀约着人们到此探勘。

雷夫卡达的历史：西元前3000-1100年：铜器时代的墓穴

发现物。西元前第七世纪：雷夫卡达是柯林斯的殖民地， 

参与沙拉密拉岛的海战，卜拉德阿战争及波罗奔尼塞战争。

（斯巴达的同盟）

海岸浮桥连接雷夫卡达与
阿卡尔那尼亚

雷夫卡达从卫星上的照相，及四周海岛和阿卡尔那尼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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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338年：海岛被马其顿的菲利普所征服，西元前 

二世纪雷夫卡达人在英勇的对抗罗马人之后，被罗马人 

征服而并入版图，此后为其统治。

西元1204年：海岛被并入伊比罗的德斯彭塔托区。

西元1294年：德斯波提斯尼奇佛洛斯一世将女儿嫁给伊亚尼欧 

西尼，把雷夫卡达岛作为嫁妆，而欧西尼则建造了今日伫立于 

海岛入口的城堡核心，那儿也是海岛首都圣玛芙拉的所在。

西元1331-1362年：海岛被安吉维恩斯人所占领。

西元1357年：雷夫卡达的村民掀起对抗格雷提亚尼斯左尔则。

西元1362-1479年：海岛薪传至托库家族之手。

西元1479年：海岛为奥图曼的土耳其人占领。

西元1502-1503年：雷夫卡达暂时为威尼斯人统治。

西元1503-1684年：再度为土耳其人占领及统治。

西元 1684-1797年：在一短暂时期为土耳人占领后，

海岛重新归回 威尼斯人的统治。且首都由卡斯楚

迁移到阿马克斯基平原，也是今日的首都所在。 

西元 1797年：海岛被法兰斯共和国所征服。

西元 1798-1807年：苏联及土耳其联合统治海岛。

1802年在苏联土耳其共同保护下，结合爱奥尼亚

七小岛，而成为最早的希腊半独立政体。

西元1807-1810年：雷夫卡达被法国的独裁帝国所征服。

西元1810年：由英国人将其联合并入爱奥尼亚海岛联邦。

西元1819年：雷夫卡达村民群起反抗，人民加入1821年的革命。

西元 1864年：跟其它爱奥尼亚海岛一起与希腊统一。

雷夫卡达的古时钱币，西元前400-330年 从城堡上看雷夫卡达
爱奥尼亚岛的景观，爱德华李尔作于1863年 
雷夫卡达公立图书馆收藏 

圣玛芙拉城堡圣玛芙拉教堂的钟楼   

从左至右：
• 托库伯爵的盾形纹徽
• 欧西尼伯爵的盾形纹徽
• 瓦尔特公爵的盾形纹徽

雷夫卡达的历史



雷夫卡达的文化
雷夫卡达岛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是它一些重要的诗人， 

和全希腊甚而是全世界的艺术和科学的翘楚。

伊瓦尼斯 占杯里欧斯（1787-1856）曾在意大利和巴黎 

攻读法律、文学及哲学，他回到雷夫卡达后，被爱奥尼亚 

政府指任为公派检察官，并联合民间组织致力于国家解放，

而成为雷夫卡达区此种组织的主要成员。他写了有关希腊 

状况的十二个悲剧。

斯皮里东那斯 占杯里欧斯（1813-1881）伊瓦尼斯 占杯里 

欧斯的儿子，历史学作家。他的最重要作品是1857年的 

“拜占庭研究”在他的书里他尽力要证明拜占庭王国的统一 

和谐。他同时被视为是小说作家。

亚里斯多德利斯 瓦拉欧里提斯（1824-1879）他的诗 反映 

了他对主国对自由的爱，及对1821年希腊革命的自由斗士 

的钦佩。多年来在爱奥尼亚议会他是雷夫卡达的代表，在 

议会里他努力争取与希腊的统一。当他的梦想实现-国家统

一，他即被选为国会议员。

雷夫卡迪欧斯 西而恩/亚库摩 古伊住米 （1850-1904）
引介日本及其文化被西方世界认识的作家，被视为是日本 

的国籍作家。

04

亚里斯多德利斯 瓦拉欧里斯

雷夫卡迪欧斯 西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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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罗斯 西凯利亚诺斯（1884-1952）诗人及岱尔菲思想 

的鼓动者。此理想主义诗人在他的诗中结合了古希腊和 

基督徒的思想，而使他得到世人的共鸣。

克雷雅累提 蒂波拉-玛拉姆 诗人及散文作家，第一位 

希腊女性受雅典学会颁奖。 

尼克斯 斯佛洛诺斯（1911-1989）受国际称许的拜占庭 

研究专家，及重要的现代历史学者。

亚利斯多克西若斯 斯齐达斯 (1932-1994) 受国际称许的 

古典文学教授，及雅典大学的副校长。

尼克斯 卡提佛利斯（1903-1967）散文作家、戏剧作家及

多年来希腊报纸“日则斯巴斯提斯“的投稿作家。

给拉西莫斯 格里格利斯（1907-1985）曾获二次（1958及
1963）政府文学奖的文学作家。

希欧多洛斯 斯达摩斯（1922-1997）国际有名的画家， 

抽象表现主义的创始人。

那诺斯 瓦拉欧里提斯 主要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散文作家 

及戏剧作家。

阿格妮 芭而查 顶尖的歌剧女中音歌唱家。

安吉罗斯 希凯利亚诺斯
1909年 

尼维特 查尔拉巴-卡克拉马尼档案

希欧多洛斯 斯达摩斯，太阳盒子的场地
1963-1964 希腊国家美术馆收藏

希欧多洛斯 斯达摩斯
照片来自”斯达摩斯: 对画家的证言”一书
2003年Fagotto 出版社出版



在雷夫卡达区一些习俗，如文学及艺术节庆，还有国际民 

俗的庆祝，最早出现在1955及1962年。这些节庆基于旧有 

的爱奥尼亚海岛的传统，至今还每年举行着。当时这些习

俗马上就被本地社会拥抱接受，甚而吸引成群的观光客，

而今日则为全希腊各地所仿效着。

夏天时广泛举行着戏剧表演、音乐演唱会、展览会、讨论

会议以及诗词诵读，因而更加强了海岛的文化传统。  

八月的时候海岛首都的路上拥塞满来自全球各地的舞者，

他们布满中心广场，随着前面的标语旗帜跳着舞、 

唱着歌。这些节庆在其长久的历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极美

好片刻。例如1964年玛丽亚 卡拉斯在未安排下的出现。 

那也是她在希腊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职业性的露面。

除科孚岛之外，在希腊雷夫卡达拥有最古老的爱乐协会 

乐团，可远溯至1850年。此活跃的乐团对雷夫卡达的市民

奉献了音乐教育，同时在所有重大的全国节庆时刻演出，

例如1864年庆祝爱奥尼亚海岛区与希腊的统一、1896年参

加了在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06年参与了奥运会内

赛、、、等等。此外雷夫卡达的传统舞蹈团、合唱团及 

曼陀林乐团也很活跃，他们不仅在全希腊，甚至海外都有

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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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国际民俗节庆的各种体

来自雷夫卡达穿着传统服装的体

雷夫卡达的爱乐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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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卡达的首都
雷夫卡达的首都于十四世纪最初的十年，开始

不断地由库尔莫斯地区往圣玛芙拉的城堡迁移

，而在西元1684年由威尼斯的莫若吉尼移至

阿马克斯基平原，也就是今日首都的所在。  
首都建于半岛之上，四周环绕着分隔雷夫卡达

与希腊本土的迷人海峡，而其海水像一面镜子，

映照出首都色彩缤纷的房子，青葱的山脉和碧蓝

的天。更往北的方向，基拉海滩的精致环形

线条及三三两两分散的树木、风车，更强调了

无尽的爱奥尼亚海的景色。   

海岛首都的建设是根据中世纪欧洲的都市

规划而造的。 都市设计是由威尼斯人所着手

，形式像鱼骨状，这就是今日的历史都市中心。

雷夫卡达的建筑风格在希腊和欧洲是独一无二

的，并且是建造抗地震建筑的代表样本。传统

式多色彩的房子及罗马式十字形的教堂，以其

鲜明的色彩和从花园及花盆里飘散出来的香味

，装点了狭窄而蜿蜒的道路。

雷夫卡达城

雷夫卡达房屋建筑具木头外框的外观部分
特征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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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4 6

1� 海峡的修船厂
2，3 潘托克拉托拉教堂及外观细处的

修饰
4，5，6 城市外观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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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卡达的名胜
雷夫卡达的名胜包括：

罗马式十字形教堂，其独特的建筑是受威尼斯的风格，

及爱奥尼亚海岛式（克里特晚期派别）的壁画和优美的

木雕神像图案所影响。（有些图案甚至覆盖有纯金箔）

雷夫卡达的考古博物馆，其收藏品包括在尼德里地区 

墓穴的发现物（约早期及中期的铜器时代），雷夫卡达 

古城的墓地出土物，及来自海岛其它地区的发现物。

礁湖，是爱奥尼亚区最重要的沼泽生物地带之一， 

此地是受然萨条约保护，被视为是国际重要的沼泽 

生物地带，拥有古老的渔场，同时也是多种迷人禽鸟 

的故乡，种类有极美的天鹅、海鸟、野鸭、野鹅、苍鹭

等等。

留声机博物馆，一个小型的私人博物馆，由当地热衷的

收藏家收集而成。收藏有留声机、唱片、稀有的每日用

品、及装饰用品。

公共图书馆，座落于一新古典的建筑物中，也是前朱林

诺斯家族的住宅，内有大量藏书及藏量丰富的拜占庭晚

期神像，主要为七小海岛的艺术派别，诸如七海岛的神

像画家都科沙拉、巴查拉、及如素的作品。

从左上图顺时钟方向依次为
• 市府图书馆
• 圣尼古拉教堂
• 圣母教堂的钟楼
• 考古博物馆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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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芙拉城堡，阿摩格罗莎，礁湖和远处的雷夫卡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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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芙拉城堡，自十四世纪的最初十年到西元1684年保护

着海岛的首都，同时也防守海盗和其他敌人的入侵。

基拉的四座风车，以前总共是十二座，这些风车大多数具

有俄文名字，如：欧鲁夫、美吉克夫、莫斯克瓦斯，一直

到二十世纪初尚研磨大量的面粉，而这些面粉很多是来自

苏联的麦毂。

哈拉莫格里欧斯的雷夫卡达专题博物馆里面收藏的图书及

纪录是为雷夫卡达人所写的，或记载有关雷夫卡达的主

题。在“金氏纪录“这本书里列有这些藏书。

薛欧多罗斯 斯塔莫斯艺术走廊全年各个不同时期均有各

种的展览。

尼克斯 斯佛罗诺斯图书馆，是由尼克斯斯佛罗诺斯所捐

赠，收藏有知名的雷夫卡达人士的书籍、手稿、及个人 

纪念物。

迷人的圣尼可斯小岛，是著名的诗人安吉罗斯西凯利亚 

诺斯钟爱的乡村，靠近阿卡儿那尼凯斯的海边。

橄榄树林区，在雷夫卡达城的北方伸展开一大片橄榄树

林，里面种植有几百年老的橄榄树，是西元1684年威尼斯

人最初动手栽种的。

1，4 西部的防波提码头
2 圣玛芙拉城堡的景观

3 圣尼可拉小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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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拉禾诺的圣母教堂，在这一大片雷夫卡达百年老橄

榄的灰绿树林里，座落着芙拉禾诺的圣母教堂。西元

1821年希腊东正教嘉年华狂欢节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希腊各地区的武力领袖及显要人士，在伊瓦尼斯  

占杯里欧斯（雷夫卡达区民间组织的高峰人物）的发起

下在此教堂聚集，对基督教福音宣誓，确定他们要加入

为国家自由而奋斗的行动，且马上在他们的故乡宣布革

命。

古纯德里，处于橄榄树林之中有两个传统的咖啡屋，供

应有希腊的糖渍水果甜点、美味的油炸薯条、香草糖糊

及苏马达（一种由杏仁做的软性饮料）。咖啡屋伫立在

世纪的老橄榄树林里，时间为之停缓，步调也放慢下来

了，小铁桌上的西洋双陆棋游戏自然而然就组织

竞赛起来。  

法内热眉尼修道院，在雷夫卡达城的顶点优美的山波上

伫立着法内热眉尼的圣母修道院，此院也是海岛的守护

者，正位于古时狩猎女神阿德米思的神殿所在位置。

在修道院里圣母的奇特神像是西元1876年修道士班泽明

空特拉基斯所制作的。

法内热眉尼修道院和背景远处的橄榄树林、雷夫卡达市

古纯德里咖啡屋 芙拉禾诺圣母教堂 法内热眉尼圣母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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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卡达的海港码头
在雷夫卡达的最新建设之一为海港码头，是

希腊最现代化的码头，位于雷夫卡达城的

东部边缘。马头港可容纳500条船只，码头

办公大楼的设备包括控制塔台、多功能大厦、

船员社团俱乐部、办公室区、商店圈、小型

住宿饭店、船只修护部门、宽敞的停车场及

专为冬季驳船的地方可容纳300条船只，和

休闲用绿地。

其防波提的总长度为1.700米，浮动码头

的长度为9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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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卡达的东部
岛的东部是平静而安详，拥有强烈发展观光的基础。 

这儿的海滩平浅而和缓，宁静地欢迎着人们。在下风 

侧的海湾，提供人们享受驾游艇的好去处，紧邻海边 

开着很多希腊式餐馆，而游客享受水上运动的乐趣随手 

可即。

卡里欧特斯、里基亚、尼基亚娜、贝里亚利、尼德里、 

维利赫、岩尼、岱西米、波罗斯、西弗达和瓦西莉奇 

等地吸引最多观光客。

海岛东部尼德里为最发达的观光胜地，凌驾于其它地方 

之上。每年夏天在有非常现代化的酒店设施、饭馆、夜总 

会、水上活动的地方，和有极佳景观的海湾与其四周 

近邻，总是溢满观光客。尼德里的前方散布着大大小小 

的小海岛，如属于瓦拉欧里提斯家族的马杜里岛；欧纳 

西斯家族的斯考皮欧斯岛和斯巴提岛；另外德国人研究 

诗人荷马的专家-德尔普费而狄的埋葬地圣奇里雅奇半岛。

根据他的说法，雷夫卡达的名字应该叫为荷马史诗中的 
“伊萨奇” 岛。

瓦西莉奇虽然非常观光化，但却保有她自然迷人的地理 

景观。是全世界最好从事风帆  冲浪活动的水域之一。

里基亚港口

卡里欧特斯的阿里科斯亚利桑卓

阿吉欧菲立海滩 

西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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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尼基亚娜
2．弗利赫的岱西米海湾   

3．瓦西莉奇码头
4．瓦西莉奇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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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斯特斯的弗科垂巴
2. 卡拉摩斯
3. 阿里斯多德利斯瓦拉欧里提斯的故乡马杜里
4． 阿里斯多德利斯 欧纳西斯
5． 波罗的小亚洛斯海滩
6． 欧纳西斯的小岛-斯考皮欧斯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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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里、马杜里、斯考皮欧斯、远处的美加尼西岛，右边为瓦拉禾海湾、岩尼和圣奇里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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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尼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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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卡达的西部
海岛西部是由绮丽的陡峭岩石（古生物时代）所形成， 

这些峭岩和一望无际的海水具有天然的粗犷及突兀的 

壮观。这一区主要景色是一望无垠的绿色，松树遍布 

一直延伸至海边，另有柏树、橄榄树、犹大树及地中海 

区各类的矮灌木树林；甚至是以前这一地区农民主要 

赖以维生的造酒传统中，葡萄园里怀念旧时所留下来 

的葡萄树。 

在雷夫卡达岛西部海岸线上，有几处海滩是全欧洲最美 

的海滩之一。这些地方包括：卡斯楚的海滩、圣亚尼斯、

培夫谷利亚、米诺斯、卡西斯玛、亚洛斯、燕格雷尼、 

波尔托卡其基。在这儿人们可以看到海水清澈见底的沙 

滩，有些有树木分布，一直延伸到海水边缘，有些则是岩 

石突起或急剧地断落于海岸线上。这也就是海滩之激起人 

的精神所在。

西部海岸的终点在雷夫卡达海岬，也就是人们熟知而当地 

人叫作奇拉斯或尼拉斯的卡瓦斯海岬，而其地点正位于古 

代阿波罗神殿的所在。根据希腊神话的说法，此地为荷马 

史诗中英雄奥狄塞的同伴雷夫科斯所创立的。远古时代在

海岬陡峭的岩石上举行人身祭礼，就是传统中的从雷夫卡

达海岬跳入海，即可把一个人从无回馈的爱情中拯救出

来。在神话里是说，莎波佛从那儿掉入爱奥尼亚的海水

中，以拯救她对法欧纳的爱。

1．圣亚尼斯海滩
2．培夫古利阿 

3．雷夫卡达海岬 
4．圣亚尼斯的斯达弗罗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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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燕格雷尼海滩
2．波尔托卡其基的鸟瞰图（下一页）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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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西斯玛
2．传统乡村圣尼吉塔的鸟瞰图
3．亚洛斯海滩
4．圣尼吉塔的米洛斯海滩
5．圣尼吉塔村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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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嘴村的红教堂 圣父修道院

卡里亚平地的圣亚尼斯修道院 圣多纳托的瓦而提

雷夫卡达的内陆
雷夫卡达多山丘的内陆，尚保持一相当程度的农业特性。

游客来访雷夫卡达，进入内陆最先遇到的是一群属于斯 

法奇欧提市政区的秀丽乡村，诸如斯巴诺和立、拉札拉 

沓、卡瓦洛斯、阿斯波罗耶拉卡达、和皮纳克和立， 

另外垂摩那斯和夜桑希阿拥有爱奥尼亚海令人赞叹的美

景，也同属于此一市政区。再往前进稍高的地方是雷夫 

卡达最重要的乡村-卡里亚、闻名的扁豆之乡英克鲁维

村、有丰富水源及悬铃木的瓦吾凯里、亚力桑大、阔嘴村

和西佛洛斯。

在这些乡村里许多妇女仍旧打扮穿戴传统式的雷夫卡达 

服饰。总之在此，地理景观绝不单调，转眼即可看到 

迷人的平原在你之前伸展开，不经意地一瞄就可发现 

古老的教堂、荒废的修道院或山边的干枯石墙（就像 

古希腊剧场的石阶座位）由海岛居民建造以便抓牢下 

山坡的耕种土壤。

在海岛的内陆人们可以看到分散的磨坊风车、水风车、 

山峡（如梅里沙像图画般的山峡）、美丽的教堂和修道

院：在斯考洛斯的圣乔治修道院、圣父隐居院； 

在立瓦迪的圣亚尼斯修道院；在阔嘴村红教堂历史悠久 

的修道院；在瓦夫凯里的无体天使领袖麦可的修道院， 

院里有非常重要的壁画；在罗达基的圣亚尼斯修道院， 

则建于狄密特拉古老神殿的废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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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里亚
2．西佛洛斯的凯拉西亚山泉
3, 4．迪摩沙立的瀑布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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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法奇欧提的葡萄园
2．英克鲁维山地平原的晒毂场

3．垂摩那斯
4．瓦夫凯里的无体天使领袖麦可修道院

5．卡拉米奇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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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1．阿拉特罗的圣亚尼斯教堂内部

2．尼欧禾立的希腊乐器博物馆（查楚拉斯的收藏）

3．卡瓦洛斯的民俗博物馆

4．卡瓦洛斯

5．新婚夫妻穿着传统服饰

6．传统雷夫卡达式住家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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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全球最好的两个玩冲浪的海滩在此（瓦西莉奇

和圣亚尼斯海滩），理想的风况可玩风帆冲浪

，而水深适合安全潜水；您可在山区做单车越野

活动和做健行。多隘道和峡谷使雷夫卡达成为

练习或学习运动的理想地方，而沉浸在海岛的

丰富自然环境下，使您的造访停留变得更美好。

从四月到九月中旬，雷夫卡达岛上吹着西风和

西北风，还有一点南风。因许多海滩无法从陆地

进入，所以用游艇或小橡皮船是理想的方式来

探勘岛上优美的海滩。海水的色彩、不断变化

的景观、四周的卫星小岛、安详的海湾以其

提供的新鲜补给，使人们遵循荷马史诗中

奥狄塞所走的路线，做迷人的排徊。

自行车山区越野

雷夫卡达空中运动俱乐部的滑翔翼活动

卡西斯玛的跳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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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1．圣亚尼斯海滩的风伞冲浪
2．帆船竞赛
3．圣亚尼斯海滩的冲浪
4, 5．帆船-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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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夫卡达的产品
到此的游客都应该品尝阿沙尼的百里香花蜂蜜、 

芝麻蜂蜜软糖条、纯糖糕、苏马达（一种以杏仁 

果做的软性饮料）、从百年老橄榄树榨取的橄榄油、 

英克鲁维乡村的扁豆、风干的沙拉米（大香肠）、 

香肠、来自礁湖伊瓦立养殖鱼场的鱼子、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及雷夫卡达所有的产品。特别要推荐的是 

由稀有的威尔札米品种所酿制的酒，其所采用的葡萄 

是斯法奇欧同市政府、卡里阿斯、阿波罗尼欧斯、 

和艾罗门奴市府在海拔200-700米的坡地所种植的， 

被视为希腊最好的品种之一。另外卡里阿斯的刺绣也 

是远近驰名，其绣法有一种特殊技巧，是希腊其它地 

区无法找到的。

fo
to

: 
TH

A
N

O
S

 P
A

P
A

D
O

P
O

U
LO

S
 w

w
w

.p
ra

g
m

a.
g

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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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礁湖的伊瓦立渔场
2．养蜂人

3．威尔札米品种葡萄
4．捕鱼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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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资讯
到雷夫卡达的交通路线

公路：雷夫卡达是希腊唯一海岛可以直接开车 到达，

而无需坐观光游轮。（藉由海岸浮桥 连接希腊本土

与雷夫卡达岛上的城市-阿卡尔那尼亚）坐公共汽车

从雷夫卡达至雅典，每天往返各 5个班次的车。

雅典与雷夫卡达的距离为378公里，坐车需要4个半

小时。每星期有2个班次的车往返帖萨罗尼加城市，

帖市与雷夫卡达的距离为420公里，需要7个小时。

普雷维札-阿克迪欧的海底隧道使得希腊本土西北部

和伊古眉尼查港口，通往雷夫卡达岛很方便， 此

隧道是前往西欧及中欧的主要通路。里欧-安迪里欧

桥的开通大大地改进了希腊本土其余地方、巴特雷

港口与雷夫卡达之间的联系，此桥为到欧洲的第二

大主要通路。

航空： 雷夫卡达的阿克迪欧国际机场距离雷夫卡达

城只有18公里，从雅典到此国际机场每天都有班机；

从帖萨罗尼加市和克里特岛每星期有两个班次飞机；

夏季时从欧洲到阿克迪欧机场有直飞班机。

和邻近四周海岛的交通连线：

从尼德里及瓦西莉奇每天有观光游轮到凯法罗尼亚岛

、伊萨奇岛和美加尼西岛。另外有小型的游览船到

附近的海岛和海滩; 有航空班机从雷夫卡达到科孚岛、

札京所斯岛和凯法罗尼亚岛。

北

欧洲/希腊 

希腊/雷夫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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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话 希腊国码 0030

区域码 26450

自治区政府 2645 3 60700

自治区旅游局 2645 0 21613 - 2645 0 21713

2645 3 62129 - 2645 0 21715

FAX: 2645 0 21613 - 2645 0 21715

雷夫卡达市府 2645 3 60500

阿波罗那市府 2645 3 61000

艾罗门奴市府 2645 3 61100

斯法奇欧提市府 2645 3 61400

卡里亚市府 2645 3 61200

美加尼西市府 2645 3 61310

卡拉摩斯市府 (26460) 91281

卡斯托斯市府 (26460) 91484

雷夫卡达公安局 29375

雷夫卡达海港公安 22176

计程车：21200，24600 尼德里：92000

奥林匹克航空公司

雷夫卡达 22881

雅典 （210）9666666

公共汽车（KTEL）

雷夫卡达 22364

雅典 （210）5150108

帖萨罗尼加 (2310）595439

医院 25371， 25376

酒店业协会 24539

房间出租业同业公会 21266-7，21608

希腊邮局 （ELTA） 24225

消防救火队 22555

考古博物馆 21635

希腊电话局 （OTE） 21299

瓦西莉奇健康医疗中心 31065

网路网站： www.lefkada.gr

www.lefkashotels.gr

www.holidaysinlefkada.eu

www.lefkas-familyhotels.gr

www.medmarinas.com

电子邮件地址： tourismos@lefkada.gr

info@lefkashotels.gr

oseeddlefkas@otenet.gr

lefkas@medmarin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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