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ntastic Edinburgh
Travel Guidebook

爱丁堡学生旅行指南

带你走进与众不同的爱丁堡
Show you a different Edinburgh



开篇致辞
在爱丁堡漫长的历史中，2020年毫无疑问会是让人印象深刻
的一年。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一样，爱丁堡也受到了这次
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在封城期间，爱丁堡的商店、餐厅和
历史景点曾经关闭；人们居家工作，每周为关键工作者们鼓
掌；孩子们在窗户上贴上彩虹感谢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爱丁
堡的各个海滩和公共绿地成为人们从封城中短暂逃离的宝贵
去处。

尽管如此，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的古老城市依然保持着坚韧
和适应性。对于居民、访客和学生们来说，爱丁堡总在为大
家创造经久不衰的回忆，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调整适应
新的变化，而爱丁堡的城市精神从未改变。

我们真诚地期待在爱丁堡欢迎你——不论你是在爱丁堡就读
还是从其他城市来访，这份专为你打造的学生旅行指南能帮
助你像本地人一样在爱丁堡探索和享受时光。

所有人都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以确保你能够在爱丁堡受到启
发、有所收获并且保证安全。爱丁堡的山峰、海滩、公园和
古老的城市中心将会很快成为你的乐园。爱丁堡的许多商
店、景点和历史建筑也都已经采取了全新的安全举措来迎接
你的到来。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确保你能在爱丁堡感到绝对的放心，我们
的商店和景点都已负责任地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最重要
的是，希望你能充分享受在爱丁堡度过的每一天。

当然，这里还有海外学子共同的家——中国驻爱丁堡总领事
馆。你们的健康、安全和幸福是它首要的目标。它的大门永
远为有需要的同学们敞开。

在爱丁堡，所有人正齐心协力地帮助彼此。正如我们的城市
宣传语“Forever Edinburgh”所说的那样，在面临挑战的时
候，爱丁堡人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一起为这座城市创造历史
及未来，而你也将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如果你是在爱丁堡就读的学生，请记住大家都在努力确保你
在这里接受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帮助你在走入社会时充分
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并且获得拥有爱丁堡学历所能带给
你的一切机会。

同样，我们也珍惜爱丁堡拥有你们的时光。你们的到来为爱
丁堡增添了活力和多元的气息。希望你们在孜孜追求学术精
进的同时，也为搭建中苏文化桥梁发挥重要作用。

爱丁堡有无数精彩等你来探索。在这里你不仅可以追寻哈利∙
波特、复仇者联盟以及其他著名电影和音乐人的脚印，还能
追随许许多多从爱丁堡毕业，在各自领域声名远扬的校友们
的骄傲历史。现在是时候由你来续写这份骄傲了。

爱丁堡欢迎你！

马强 

中国驻爱丁堡领事馆总领事

MA Qiang

Consul Gener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Edinburgh

Councillor Frank Ross

Lord Provost of Edinburgh

弗兰克∙罗斯

爱丁堡 市长

2020 will certainly go down as a year to remember in 
Edinburgh’s long history. Like most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COVID-19 rocked Edinburgh. Its famous cobbled streets were 
deserted as shops, restaurants and historic attractions closed. 
Workers worked from home; children put rainbows in windows 
to thank the NHS; essential workers were applauded every week. 
Edinburgh’s beaches and parklands became precious havens of 
escape from lockdown.

Edinburgh, however, is enduring and resilient. Through the years, 
it has seen it all. For residents, for visitors, and for students – the 
city creates lasting memories and as times change, the city 
adapts and changes too, without losing what makes it so special. 

We are truly looking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to our city – 
whether you are coming to study here or visiting from another 
university.  This exclusive Chinese student guide tells you all 
you need to know to explore and enjoy Edinburgh like a local. 

Everyone is working tirelessly to ensure your time with us 
is inspiring, productive and safe.  The hills, the beaches, the 
parklands, the historic city centre will soon be your playground 
too.  Many businesses, attractions and historic sites around the 
city have transformed to welcome visitors in safe but inspiring 
ways. They can’t wait to meet you.

Our collective aim is to ensure you feel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Edinburgh’s businesses and attractions are being responsible, 
that effective health precaution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t you really enjoy your time with us.

Certainly there is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Edinburgh, 
your home in Edinburgh, which makes your health, safety and 
wellbeing its top priority. Its gate is always open, if you ever 
need it.

As a city we are coming together to support each other under 
the banner “Forever Edinburgh” This is about collaborating to 
face challenges as one community, to all be part of the city’s 
history and more importantly its future, something we look 
forward to you being a part of.

For the students at Edinburgh’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remember that everyone is working hard to make sure your 
degree is also world-class, and you launch yourselves on the 
world in a way that reflects your talent and ability and gives you 
all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e know a degree from Edinburgh 
brings.   

We’ll cherish the time you spend in Edinburgh. You are bringing 
vitality and diversity into the local society and it is our sincere 
hope that when pursuing academic success, you’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building a cultural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Scotland.

Edinburgh has so much to offer. You are not just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Harry Potter, Avengers or other famous film stars 
and musicians. You are following a proud history of students 
who have left Edinburgh and made their mark on their world. 
Now it’s your turn.

Welcome to Edinburgh.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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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爱丁堡
Hello Edinburgh

半面是山，半面是海，爱丁堡这座城市有着古朴的坚定，也有流动的魅力。走在错落的街

道和古老建筑之间，每次回头都有新风景：爱丁堡城堡面海而立，守护皇室的荣耀；卡尔

顿山俯瞰高地脉络，将城市风景尽收眼底；上亿年的地貌呈上亚瑟王座，英女王的传奇人

生藏进荷里路德宫；去国家博物馆里感受穿梭的时间，或在国立美术馆里与名家作品面对

面；在皇家英里大道听古老教堂钟声阵阵，或徜徉在乔治王子街领略当季潮流新风向。

这座城市守护着苏格兰的庄严历史，亦敞开怀抱随时代更新。古典与新奇共存，张力与活

力尽显。美好的一切，尽在古老而年轻的爱丁堡。

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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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著名地标
Top 10 Fantastic Attractions

爱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

皇家英里大道
ROYAL MILE

Edinburgh Castle, Castlehill, Edinburgh, EH1 2NG

Royal Mile, Edinburgh EH1 1SG

https://www.edinburghcastle.scot/

爱丁堡城堡是苏格兰的灵魂和精神象征，其历史

可追溯到铁器时代。古往今来无数重要的历史事

件在这里上演，被誉为“苏格兰荣耀”的皇室珍宝

和命运之石就珍藏于城堡内。城堡屹立在市中心

的死火山岩上，可俯瞰爱丁堡全城风光，在这里

了解历史之余，不要错过每周一至周六下午一点

准时举行的鸣炮礼。每年一度的皇家爱丁堡军乐

节也在城堡前举行，更加彰显爱丁堡城堡的庄严

与雄伟。

连接爱丁堡城堡与荷里路德宫的皇家英里大道是

爱丁堡最著名的街道。这条用花岗岩石铺就的大

道全长约一苏格兰英里（1.81千米），沿途有圣

吉尔斯大教堂、爱丁堡市议会、苏格兰议会大厦

等著名地标，路的两旁中世纪建筑鳞次栉比，散

发着古朴雄浑的历史气息。每年八月的爱丁堡国

际艺术节和爱丁堡边缘艺术节更是将皇家英里大

道化身为天然的大舞台，让艺术氛围与历史气息

交相辉映。

地址

地址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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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威士忌体验中心
THE SCOTCH WHISKY 

EXPERIENCE

荷里路德宫
PALACE OF HOLYROODHOUSE

The Royal Mile, 354 Castle hill, Edinburgh EH1 2NE

Canongate, Edinburgh EH8 8DX

https://www.scotchwhiskyexperience.co.uk/

https://www.rct.uk/visit/palace-of-holyroodhouse

作为苏格兰的“生命之水”，威士忌是流淌在苏

格兰人血脉中的情怀。毗邻爱丁堡城堡的苏格兰

威士忌体验中心拥有全球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收

藏。在这里除了可以通过极具趣味性的方式快速

了解苏格兰威士忌的酿造过程和五大产区的不同

口味特色，还有专业人士教你品鉴威士忌的步骤

和秘诀。在这里解锁一场兼顾味蕾与科普的酒香

之旅吧！

荷里路德宫位于皇家英里大道的最东端，距今已

有五百多年历史，是苏格兰目前唯一一座仍在使

用中的皇宫，也是“一部用石头写就的传奇”。众

多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曾生活在这里，包

括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和被称为“英俊王子查理”

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你讲在这里了解苏

格兰玛丽女王富有戏剧性的一生。

地址

地址

官网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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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顿山
CALTON HILL

亚瑟王座
ARTHUR’S SEAT

Calton Hill, Edinburgh EH7 5AA

Arthur’s Seat, Edinburgh EH8 8AZ

卡尔顿山是爱丁堡的“城市明信片”，在这里不仅

可以俯瞰爱丁堡新城和老城的风光、眺望山海相

连的景象，还是欣赏绝美日落的最佳坐标之一， 

许多影视作品中都留下了卡尔顿山的浪漫剪影。

山上地标性古迹林立——斯图尔特纪念亭、纳尔

逊纪念塔、苏格兰国家纪念堂……每一个都承载

着爱丁堡悠远的历史。

亚瑟王座位于荷里路德公园，是一座由3.5亿年前

的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巨大山峰，巍峨壮丽。登顶

顾盼，城中建筑渺若繁星，令人目眩神迷。亚瑟

王座因上亿年自然变迁而形成的瑰丽地貌吸引了

众多户外爱好者，也是生活在爱丁堡的人们最喜

爱的登高好去处。电影《一天》和《猜火车2》都

曾在此取景。

地址

地址



6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苏格兰国立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IES 

SCOTLAND

Chambers St, Edinburgh EH1 1JF

The Mound, Edinburgh EH2 2EL

https://www.nms.ac.uk/national-muse-
um-of-scotland/

https://www.nationalgalleries.org/visit/scottish-
national-gallery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汇聚了苏格兰的悠久历史，收

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艺术和科技等各个门

类的精美展品，从陨石标本到奇珍异兽应有尽

有，展品超过20,000件，还有丰富的互动装置让

你乐在其中。这里最著名的藏品包括世界上第一

只克隆羊多莉的标本、苏格兰玛丽女王曾佩戴过

的珠宝和刘易斯棋子。

苏格兰国家美术馆由三大展馆组成：苏格兰国家

画廊、苏格兰国家肖像画廊和苏格兰现代艺术国

家画廊。其中苏格兰国家画廊位于爱丁堡新城的

心脏，距离王子街仅一步之遥。馆中收藏了欧洲

从13世纪到20世纪为数众多的各个画派作品，包

括波提切利、拉斐尔、提香、伦勃朗、维米尔、

莫奈和梵高等大师名作。

地址

地址

官网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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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动物园
EDINBURGH ZOO

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
THE ROYAL YACHT BRITANNIA

134 Corstorphine Rd, Corstorphine, Edinburgh 

EH12 6TS

Ocean Dr, Leith, Edinburgh EH6 6JJ

https://www.edinburghzoo.org.uk/

https://www.royalyachtbritannia.co.uk/

爱丁堡动物园是英国境内唯一能看到大熊猫和昆

士兰考拉的动物园，还有欧洲最大的室外企鹅

池。这里有超过1000种珍稀动物，每天下午2点

15分你还有机会观看爱丁堡动物园著名的“企鹅游

行”。所有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约上小伙伴一

起到动物园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度过可爱又愉快的

一天吧！

停泊在爱丁堡利斯港的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曾

为英国皇室服务四十四载，在近现代历史事件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艘皇家游艇在服役期间完

成了968次国事访问，还曾见证香港回归，丘吉

尔、曼德拉、里根、甘地等都曾在伊丽莎白女王

的邀请下登上不列颠尼亚号，众多英国皇室成员

也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登上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

号，一起触摸历史。

地址

地址

官网

官网



8

沿着爱丁堡旧城心脏游览最具代表性的著名
景点，从爱丁堡城堡到荷里路德宫再到亚瑟
王座，这条路线一定会让你回味无穷。

经典游览路线
Fantastic Itineraries

Fantastic

线路1：经久不衰
Classic Itinerary

“

”

爱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

皇家英里大道
Royal Mile

荷里路德公园
Holyrood Park

苏格兰威士忌体验中心
The Scotch Whisky Experience

圣吉尔斯大教堂
St Giles’ Cathedral

亚瑟王座
Arthur’s Seat

幻象世界
Camera Obscura

荷里路德宫
Palace of Holyrood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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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
这条路线将带你领略苏格兰首府丰富
的藏品和精美的建筑，以及被优美自
然风光所围绕的幽静步道。

Fantastic

线路2：艺术之旅
Artistic Itinerary

“

”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迪恩村
Dean Village

苏格兰现代艺术国家画廊
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

干草市场
Grassmarket

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维多利亚街
Victoria Street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总部
The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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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线不仅可以让父母领略爱丁堡
的绝美风光，更能全家一起享受不一
般的购物体验。

Fantastic

线路3：父母伴游
Itinerary for Family

“
”

卡尔顿山
Calton Hill

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
Royal Yacht Britannia

王子街
Princes Street

乔治街
George Street

幕崔斯购物街
Multrees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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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最美城市之一，爱丁
堡拥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是户
外出游的好选择。

Fantastic

线路4：亲近自然
Itinerary for Nature Lovers

“
”

爱丁堡动物园
Edinburgh Zoo

草甸公园
The Meadows

皇家爱丁堡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克莱蒙德海滩
Cramond Beach

波多贝罗海滩
Portobello Beach

南昆斯费里
South Queensf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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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因遍布全城的古老建筑和浪漫的自然

风光而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游览本

路线带你走进那些如梦似幻的电影场景。

Fantastic

线路5：影视打卡
Itinerary for Film Locations

“
”

亚瑟王座（Arthur’s Seat）、因弗利斯公园
（Inverleith Park）

司各特纪念塔（Scott Monument）、市政厅
（City Chambers）、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

王子街（Princes Street）、亚瑟王座
（Arthur’s Seat）

（动画电影）

王子街 (Princes Street)、卡尔顿路 (Calton 
Road)、汉诺威街 (Hanover Street)

罗斯林教堂（Rosslyn Chapel）

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皇家英里大道（Royal Mile）、南昆斯费里（South 
Queensferry）、卡尔顿山（Calton Hill）、北桥（North Bridge）

卡尔顿山 (Calton Hill)、亚瑟王座 (Arthur’s 
Seat)、沃里斯顿台阶 (Warriston Steps)、 

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

科克本街（Cockburn Street）、市政厅
（City Chambers）、圣吉尔斯大教堂

（St Giles’ Cathedral）、威弗利火车站
（Edinburgh Waverley Station）

《烈火战车》

《云图》

《魔术师》

《猜火车》

《达芬奇密码》

周杰伦MV

《一天》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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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玩乐
Fantastic Playground

爱丁堡这座游乐场从不打烊，随时开启一场沉浸之旅。

就从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开始吧，微醺时坠入那眼花缭乱的幻象世界；在不列颠尼亚皇家游

艇上醒来，迎风感受这场限定蜜月；地牢之旅刺激非凡，Mercat Tours 让人心跳加速；

一起在古老黑暗的街道上飞奔吧，一直跑到苏格兰千年历史的尽头，在那比历史更长的桃

花源中，皇家爱丁堡植物园里绿荫正盛；和心爱之人牵手去看看爱丁堡动物园里萌萌小可

爱，点亮一场暖心治愈之旅；艺术节活动夏日无休，随时随地狂欢撒野，先锋艺术汇聚一

堂，给你全世界最别致的文化体验。

爱丁堡的美无处不在，请抛开一切与这座城市热恋一场.

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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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地标
Fantastic Locations

幻象世界
CAMERA OBSCURA & 

WORLD OF ILLUSIONS

皇家爱丁堡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Castlehill, Royal Mile, Edinburgh EH1 2ND

20a Inverleith Row, Edinburgh EH3 5LR

https://www.camera-obscura.co.uk/

https://www.rbge.org.uk/

幻象世界是爱丁堡最有趣的地方之一，这里有各

种用光与影营造出来的魔幻效果和好玩的视觉游

戏，“眼见不一定为实”在幻象世界得到了充分体

现。这里不仅有魔镜迷宫、暗盒舞台等各种好玩

又惊喜的奇幻场景，还可以自助“领证结婚”！传

说中《哈利∙波特》里冥想盆的灵感，就来源于幻

象世界顶楼的那间暗室。TripAdvisor 更是把幻象

世界列为“在爱丁堡最值得做的事“之一。

皇家爱丁堡植物园是距离爱丁堡市中心仅一步之

遥的世外桃源，距今已有350年历史，是英国第

二古老的植物园。园内生长着多达1.3万种植物，

而收藏的植物标本数量超过300万种。皇家爱丁

堡植物园与中国有着100多年的深厚渊源，园区内

生长着1600多种来自中国的植物，是除了中国以

外拥有中国植物最多的植物园。

地址

地址

官网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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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地牢
EDINBURGH DUNGEON

主题步行导览
MERCAT TOURS

31 Market Place, Edinburgh EH1 1DF

28 Blair St, Edinburgh EH1 1QR

https://www.thedungeons.com/
edinburgh/en/

https://www.mercattours.com/

爱丁堡地牢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处“黑暗”地

标，70分钟的沉浸式体验里浓缩了苏格兰精彩的

历史人物故事，专业演员、场景道具和特效展示

一定会让你忍不住“惊声尖笑”。不论你爱好冒险

还是喜欢好笑的互动体验，爱丁堡地牢都将带给

你难忘的体验。

听 Mercat Tours 的黑袍“巫师”为你讲述爱丁堡

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与幽灵传说，带你穿梭在皇

家英里大道的小巷，去地窖探索爱丁堡许多年前

的地下生活。丰富的步行导览路线让你了解爱丁

堡不一样的白天与黑夜。

地址

地址

官网

官网



爱丁堡是享誉世界的艺术节之城。这座城市全年无休地举办着各式各样的艺术节，从长达

三天的 Hogmanay 跨年狂欢，热闹的中国新年庆典、到充满趣味性的爱丁堡国际科技节，

更不用提每年八月同时期进行的五大艺术节庆…… 爱丁堡古老的建筑和多元的氛围为来自

全球的艺术家们提供了独特且形式多样的艺术空间。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艺

术的踪影：从博物馆的大厅到旧城的街巷，从王子街花园到皇家英里大道，从恢弘大气的

节日剧院到幽暗私密的地下俱乐部，都能成为艺术家们表演的舞台。爱丁堡每年的节庆活

动会吸引全球超过80个国家的艺术家、观众和媒体参与，引领世界艺术潮流。

花样节庆
Fantastic Festivals

16

艺术节之城 
EDINBURGH FESTIV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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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错过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爱丁堡边缘艺术节
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

https://www.eif.co.uk/

https://www.edfringe.com/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盛事之

一，始创于1947年。让战后的人们和解，让伟大

的艺术刷新灵魂，超越所有政治和文化边界——

这些举办第一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初衷在今天

这个世界也仍然适用。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在每年八月举办，演出涵盖古

典音乐、歌剧、戏剧、舞蹈等形式。国际艺术节

采取邀请制，由组委会向代表世界一流水准的艺

术团体发出邀请，让最富激情和最具创意的艺术

家们齐聚爱丁堡，是绝对不容错过的艺术盛会。

以实验性、包容性和多元化著称的爱丁堡边缘艺

术节同样诞生于1947年，8个没有受到国际艺术

节组委会邀请的剧团在爱丁堡自行联系了场地进

行表演，由此成为许多前卫艺术家们展示自我的

舞台。

每年八月，爱丁堡全城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是

边缘艺术节的演出场地，数千场精彩节目全天候

上演，演出种类五花八门，小成本、低门槛，演

出内容时常不按常理出牌，有趣而又富有创意。

官网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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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购物
Fantastic Shopping

市中心商圈
EDINBURGH CITY CENTRE

慕崔斯购物街
MULTREES WALK

威士忌选购
WHISKY SHOPPING

著名的王子街位于爱丁堡新城，是爱丁堡最

主要的交通干道和购物好去处，许多高街

品牌如 Topshop，Clarks，Zara 等都能在

这里找到。与王子街并行的乔治街有诸多

高档品牌，如苏格高端腕表珠宝家族品牌 

LAINGS，拥有皇家特许令的苏格兰珠宝品牌 

HAMILTON & INCHES 等等。

慕崔斯购物街毗邻圣安德鲁广场，是爱丁

堡的奢侈品购物一条街。这里大牌云集，

除了 LOUIS VUITTON，BURBERRY 等

奢侈品牌，还有苏格兰最著名的羊绒品牌 

JOHNSTONS OF ELGIN。

来爱丁堡当然不能错过享誉全球的苏格兰威

士忌。毗邻城堡的苏格兰威士忌体验中心 

The Scotch Whisky Experience，位于皇

后街28号的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协会 Scotch 

Malt Whisky Society 和爱丁堡机场免税店 

World Duty Free都是选购苏格兰威士忌的好

去处。无论你是刚刚入门的威士忌爱好者还

是资深品鉴家，都能在爱丁堡找到属于你的

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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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滋有味
Fantastic Food

念出‘Edinburgh’这个单词时有一种吞咽的感觉，像是抿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或者吃下一

大口冒着热气的哈吉斯。

赴一场优雅庄重的精致法餐，去热闹的餐馆看大厨现场烤肉；若是想家，优质中餐厅里的

乡味也能解馋。味觉宝藏在爱丁堡的大街小巷，无论是街边小摊还是米其林餐厅，独特优

质的苏格兰时令食材都能奉上超值享受，每一种味道都被保存完好，满足远道而来挑剔的

味蕾。来，跟着我们走，感受爱丁堡的有滋有味。

维安



爱丁堡美食地图 Fantastic Food Ma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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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推荐
Fantastic Restaurants

米其林餐厅
The Kitchin

苏格兰风味
Amber Restaurant

Commercial Quay, 78, Leith, Edinburgh EH6 6LX

354 Castlehill, Edinburgh EH1 2NE

https://thekitchin.com/

http://www.amber-restaurant.co.uk/

爱丁堡最著名的米其林一星餐厅，由明星主厨 

Tom Kitchin 精心打理。秉承“从自然到餐桌”的

料理哲学，The Kitchin 团队擅长将新鲜、时令、

季节性的苏格兰食材进行法式烹饪，带来无与伦

比的味觉体验。

位于苏格兰威士忌体验中心的琥珀餐厅是品尝

苏格兰美食的好去处，Amber 擅用最新鲜的本

地食材来烹饪地道苏格兰美味。最著名的苏格

兰特色菜哈吉斯 Haggis 就能在这里品尝到，

创新配方搭配用威士忌调制的秘制酱料一定会

让你赞不绝口。不仅如此，这里还有400多种

威士忌等你来解锁！

地址

地址

官网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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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推荐
Fantastic Restaurants

国际美食
BABA etc.

下午茶推荐
Palace of Holyroodhouse, Edinburgh 

Castle, Waldorf etc.

130 George St, Edinburgh EH2 4JZhttps://baba.restaurant/

作为国际化都市，爱丁堡的国际菜肴当然也是首

屈一指，比如颜值超高的餐厅 BABA。主厨以中

世纪地中海黎凡特（Levant）地区的美食为灵感

来源，主打传统的中东风味 mezzes 餐肴，异域

风情让人流连忘返！

提起下午茶，许多人一定会马上联想到优雅的英

式下午茶，华丽的分层点心盘加上香气四溢的英

式红茶，绝对是一天生活中的“高光时刻”！爱丁

堡的下午茶种类繁多，有奢华的酒店下午茶、独

特的皇家邮艇下午茶、古老的城堡下午茶，幻想

一下自己或置身在荷里路德宫、或徜徉在爱丁堡

城堡里品尝英式下午茶——完全颠覆你对传统英

式下午茶的想像！

地址官网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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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推荐
Scotch Malt Whisky Society

Brunch & Coffee shops & weekend markets:

咖啡馆 早午餐

(扫码直接进入公众号文章)

周末集市

28 Queen St, Edinburgh EH2 1JXhttps://www.smws.com/about/venues/
kaleidoscope-edinburgh 

来到苏格兰，怎能不把苏格兰单一麦芽细细研究

一番？除了在苏格兰威士忌体验中心品鉴正宗苏

格兰威士忌外，还可以去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协会 

(Scotch Malt Whisky Society) 专门品尝珍贵单

桶原酒。协会虽然是会员制，但旗下位于皇后街

28号的 Kaleidoscope Bar 面向大众开放。如果

想快速了解各种特殊风味的威士忌，还可以参加

协会不定期组织的品鉴会。

被誉为“欧洲最美城市”的爱丁堡，可不只有凝结时光的古老建筑，文艺的路边咖啡馆、

周末的集市都给这座城市赋予了车水马龙的烟火气。快来扫码一探究竟吧！

地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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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住宿
Fantastic Accommodations

苏格兰的星光在夜晚分外明亮，风笛声渐熄，晚归的客人总得找到好去处。

爱丁堡的住宿选择丰富贴心——酒店、公寓、宿舍、青旅自由可选，无论是背包上路的独

自远行，三五好友的毕业派对，强调舒适环境的商务憩栖，或是私人浪漫的蜜月之旅，都

能找到位置绝佳、服务一流的休息住所。丰盛早餐、贴心服务、便利出行，个性设计，爱

丁堡愿做你在远方的家，提供温馨舒适的入眠之地。

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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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索尔兹伯里格林酒店
SALISBURY GREEN HOTEL & BISTRO

18 Holyrood Park Road, Edinburgh EH16 5AY

爱丁堡大学旗下酒店 Salisbury Green Hotel & 

Bistro 坐落于安静的荷里路德公园里，距离爱丁

堡的旧城和城市主要景点仅有几步之遥。酒店的

建筑之一 Mansion House 始建于18世纪，装修

风格保留着原有的样子，优雅而古典。而酒店另

一侧 Mansion room 的风格则更加年轻现代。

地址官网
https://www.edinburghfirs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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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地公寓
RICHMOND PLACE APARTMENTS

7 Richmond Pl, Edinburgh EH8 9ST

Richmond Place 也是爱丁堡大学旗下的公寓式

酒店，位于旧城中心区域，步行即可到爱丁堡的

各大景点。公寓风格温馨舒适，房型有 Studio 和

复式公寓等多种选择，最多可容纳四人，无论是

独自还是家庭旅行都非常方便合适。

地址官网
https://www.edinburghfirs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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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麦肯齐酒店
KM CENTRAL

5 Richmond Pl, Edinburgh EH8 9SThttps://www.edinburghfirst.co.uk/

KM Central 酒店和里士满公寓隔街相望，同样是

爱丁堡大学旗下的酒店，但是风格截然不同，房

间的风格更时尚现代，充满设计感。早上还可以

吃到包括 Haggis, black pudding 等用当地特色

食材烹饪的苏格兰早餐。

地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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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宿舍
POLLOCK HALLS

18 Holyrood Park Rd, Edinburgh EH16 5AYhttps://www.edinburghfirst.co.uk/

除了上述酒店，爱丁堡大学还贴心地将学生宿舍

作为夏季特别住宿对外开放预定，价格相当经济

实惠。宿舍位于亚瑟王座的山脚，是可以充分享

受爱丁堡自然景色的地方。到爱丁堡市中心步行

或乘坐公交都非常方便，是艺术节住宿最佳选择

之一。

地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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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Princes St, Edinburgh EH1 2ABhttps://www.hilton.com/en/hotels/ednchwa-waldorf-
astoria-edinburgh-the-caledonian/

华尔道夫酒店位于王子街西端，是处于爱丁堡新

城中心的五星级酒店。这里前身曾经是爱丁堡王

子街火车站，建筑典雅大气，是一座拥有百年历

史的A级保护建筑。酒店里更有苏格兰大厨 Mark 

Greenaway 主理的餐厅 Grazing 和明星厨师 Dan 

Ashmore 主理的餐厅 The Pompadour.

地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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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普顿酒店
KIMPTON CHARLOTTE SQUARE

38 Charlotte Square, Edinburgh EH2 4HQhttps://www.kimptoncharlottesquare.com/

金普顿酒店位于爱丁堡新城的夏洛特广场，是一

座别致的精品设计酒店。客房内饰充满复古风情

和苏格兰特色，乔治亚时期的建筑加上爱丁堡最

美的室内花园，文艺范满满。

地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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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德胶囊旅馆
CODE POD HOSTELS

THE LoFT: 50 Rose Street, EH2 2NP 

THE CoURT: 1A Parliament Square, EH1 1RF

www.codehostels.com

寇德是时尚炫酷的胶囊旅馆，旗下的 THE LoFT

距离王子街只有步行3分钟的距离，位置绝佳。还

有监狱改造成的旅舍 THE CoURT，位于皇家英

里大道中心。胶囊旅馆不仅是经济实惠的选择，

还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交朋友，分享彼此

的旅行见闻。

地址官网查询预订及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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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爱丁堡
Transportation

爱丁堡有不同的打开方式，海陆空各有乐趣，城内四通八达，玩法新奇众多。你可以乘坐

电车叮叮当当在城中游荡，或者和好友齐租自行车去郊外踏青，乘火车去附近小镇看看风

景，要是匆忙，taxi也随叫随停，当然，你可以慢慢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尽魅力。不如跟

上我们的脚步，现在就出发！

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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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路线
Flight route

火车路线
Train route

爱丁堡机场距离市区仅半小时车程，公共交通便

利。安检及海关通关效率高，还有免税购物店和

退税服务。同时也是苏格兰航线最丰富机场，

和国内有直飞航线的英国、欧洲主要城市，如伦

敦、曼彻斯特、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等都开通

了直飞航班，选择丰富且十分方便。搭乘英国航

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等知

名航空公司都可直抵爱丁堡。

爱丁堡最主要的火车站是威弗利火车站（Edinburgh 

Waverley），从这里可以搭乘列车往返英国各大城市

地区。乘坐伦敦铁路东北沿线 LNER 的火车就可以

十分便利地往返伦敦、纽卡斯尔、约克、因弗内斯等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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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交通
Public Transportation

公共巴士
Bus

有轨电车
Tram

爱丁堡的公交线路贯穿全城，
十分方便。主要由洛锡安巴士
（Lothian Buses）运营爱丁堡市
区及周边地区的公共交通服务，
机场大巴也由该公司运营。

巴士路线可在官网查询:   

https://www.lothianbuses.com/

爱丁堡的有轨电车 Tram 线路
是从市内的 York Place 到Ed-
inburgh Airport，贯穿15个站，
涵盖了爱丁堡市内重要景点和交
通枢纽。

* 车票根据区域定价，除爱丁堡
机场（Airport Zone）以外属于
市区范围（City Zone）。

具体可参考官网：

https://edinburghtrams.com/

https://www.lothianbuses.com/
https://edinburghtr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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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通票

• 爱丁堡市区范围内，单次 Single Ticket 的票价是

￡1.8；

• 日票 Day Tickets 不限乘坐次数，成人票价￡4.5

，且可以和有轨电车（市区范围）通用；

• 日票还有家庭套票 Family Day ticket 的选择，最

多允许两位大人加三个儿童，可享受全天无限次

在市区范围乘坐交通工具，票价£9.50。

• 如果长期生活在爱丁堡，通勤次数较多可选择季

票 Season Ticket。季票以 Ridacard 交通卡的

形式购买，相当于爱丁堡的公交一卡通。分周

票、月票、年票，可以在有效期内不限次数的乘

坐所有巴士及有轨电车。

• 爱丁堡还有 Citysmart 充值卡。这种卡可在巴士

和有轨电车上单次使用，需提前充值。使用交通

卡出行十分便捷，只需刷卡即可扣除当次行程。

• 所有票价以官网信息为准：                   

https://www.lothianbuses.com/

• 可以下载 M-ticket APP 购买各类公共交通票。

• 爱丁堡的公交、有轨电车都支持非接触式支付

（Contactless payment）

*注：以上均为2020年10月统计价格，仅供参考。

https://www.lothianbu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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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Taxi

自行车
Cycle

爱丁堡出租车主要由 City Cabs 
公 司 运 营 ， 大 部 分 为 黑 色 出
租车，也有 Uber 等网约车服
务。City Cabs 可通过电话和
APP叫车，也可以在爱丁堡市
区各个出租车停靠点上车，另
外还有针对学生的 Uni-D Cab 
Card 学生卡。详细信息可参考
官网：https://www.citycabs.
co.uk/services/student-card/

爱丁堡的可租赁自行车由英国最大
的 O2O 食品递送公司 Just Eat 运
营。租赁点遍布爱丁堡。下载该公
司 APP 便可以了解离你最近的租
赁点，然后用 APP的相关指示完成
解锁和归还，十分便捷。

共有3种解锁通行证，解锁后包含
普通自行车前60分钟或电动自行车
前3分钟费用：

单程：£1.5

多次：£3, 24小时内有效

年费会员：£90，爱丁堡大学学生
可享受优惠价格

*普通自行车超过60分钟后每分钟
计价£0.05，电动自行车超过3分钟
后每分钟计价£0.1。详情请以官网
信息为准：

https://edinburghcyclehire.com/ *注：以上均为2020年10月统计价格，仅供参考。

https://www.citycabs.co.uk/services/student-card/
https://www.citycabs.co.uk/services/studen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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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如何报警，           
如何急救等

丢失证件处理

爱丁堡是全英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但是也应保持相应地防
范意识，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和居家安全的检查是十分有必
要的；同时外出时也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如遇涉及生命安全的紧急事件，比如有人受伤需要叫救护
车、发生火灾、目击犯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等，请拨打
999；非紧急情况报警请拨打101。101和999一样，每周7天
全天候24小时服务。

如护照或证件遗失，请及时报警并到中国驻英国使领
馆补办旅行证件，具体办证材料要求详见网站 http://
www.chinese-embassy.org.uk/chn/lsfw/hzlxz/blxz/
t1267855.htm

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             
+86-10-12308 或 +86-10-59913991

中国驻爱丁堡总领馆：+44-131-3374449（24小时领事
保护与协助）

地址：55 Corstorphine Road. Edinburgh EH12 5QG

安全贴士
Safety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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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pilogue

爱丁堡是一座温柔、浪漫，时常给人带来惊

喜的城市。再多的文字和图片也不足以描述

她的独特魅力，需要你来亲身感受、体验和

品尝。愿你也能在爱丁堡遇见美、遇到爱，

被每一个日出日落、每一道彩虹和节日里的

每一束烟花治愈，我们在爱丁堡等你。

爱丁堡旅游局

官方微博：@英国爱丁堡旅游局

微信公众号：爱丁堡旅游

微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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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使介绍及作品链接
2020年度爱丁堡旅游学生大使

就读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维安，是著名自由撰

稿人和自媒体人。出版过图书《一人份的

热闹》、随笔集《我们的年轻，柔软而硬

气》。运营超过十万粉丝数的公众号维安记

（weiannote）和个人电台蓝绿调频（网易

云音乐签约电台）。最擅长的内容输出方式

是写作，擅长根据个人体验呈现有感染力的

个性化内容。

张磊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新闻与纪实摄影专

业。擅长纪实题材的摄影风格，在本科期间

作为学校的活动摄影师，和在《卫报》的实

习经历使他拥有丰富的拍摄经验和扎实纪实

摄影功底。个人的摄影交流平台目前拥有近

40万人气，也是米拍官方认证的2018十佳

大学生摄影新人。

维安

张磊

爱丁堡游记

个人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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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访

学生大使介绍及作品链接
2020年度爱丁堡旅游学生大使

北京姑娘栗妍，现就读于英国皇家艺

术学院。栗妍热爱旅游，喜欢用短视

频创作记录留学生活，曾与尤伦斯艺

术中心、百度知道、英国旅游局等机

构进行过短视频内容合作。

学生大使薛浩闻, 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建筑

系。喜爱用绘画记录自己旅行时的所见

所闻，擅长把一段故事逻辑性表达在画

作中来进行夸张的创作。对浩闻来说，

绘画可以用独特的精神渲染力感染他

人，表达自我，传递热情。

栗妍

薛浩闻

个人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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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们眼中的爱丁堡

“夜空再璀璨的繁星也难以堪及她的美好。”

“把陪伴给朋友，把心碎留给时间，把期待留给爱丁堡。”

“爱丁堡诗意温暖，想谈甜甜的恋爱。”

“希望在这浪漫神秘且有归属感的城市里，让时光过得慢一些。”

“每一个遇见过爱丁堡的人，都将用毕生努力回到爱丁堡。”

“离开10年，依旧最爱，无法替代”

“去欧洲任何一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只是旅游，只有去到‘爱宝’，
我称它为【回家】”

“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单纯地走在一座城市里平凡的街道上，心
里却接收到了满满当当的爱和温柔。”

“在爱丁堡，只要用眼睛经历过，便不会忘记，爱丁堡是我余生的温暖啊。”

“天空每天都是那么湛蓝，实在是一座太过美丽的古城。旧城的每一个转角都美不
胜收，随处可见的尖顶教堂、圆顶建筑，仿佛置身于魔幻世界”

学生大使栗妍

学生大使维安

学生大使张磊

学生大使薛浩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