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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瑞士的公共交通换乘班次衔接非常紧凑，为了避免因误车影响旅游
心情，出发前最好在瑞士联邦铁路的官方网站上查询一下换乘细节。

★ 瑞士乘坐公共交通必须提前买票，瑞士联邦铁路的无票罚款金额
为90瑞士法郎起。

★ 上下班高峰期间(7:00-8:00；16:00-18:00)，日内瓦(Genève)至蒙
特勒(Montreux)段火车会非常拥挤，日内瓦至洛桑(Lausanne)方向下
班时间偶尔会有不能上车的情况发生，出行请尽量避免这些时间段。

★ 虽然瑞士的几大城市都被列入全球安全城市榜单，但是随着加入
申根协议，瑞士的治安也开始渐渐变差，一些安全细节还是要注意
一下：火车上注意行李架上的行李；衣服如果挂在车窗边衣帽架
上，不要在口袋内放过多现金、证件等重要物品；尽量避免深夜独
行；护照复印留底，钱财分开存放，汽车内不要放手提包等等。

★ 警惕假冒警察以检查为名盗抢，瑞士警方一般不在街头和景点检
查游客证件。 

★ 瑞士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很多地方都提供露天的饮水池，但
也有作为装饰的景观喷泉，那样的水是不可饮用的，所以请留意饮
用水标志。超市购买矿泉水分加碳酸气的和不加碳酸气两种，请根
据自己喜好选择。

★ 瑞士大多数场所都接受信用卡，自动取款机基本都接受银联卡，
大城市的很多商家都接受银联卡。建议不要随身携带过多现金以避
免不必要的损失。

★ 瑞士的商场和超市绝大多数在周日及节假日不营业。早上9:00开
门， 周一至周四营业至18:30左右， 周五营业至20:00左右，周六
约17:00关门。火车站的商店一般每周营业7天，每天营业至
22:00。另外城市之间的营业时间会略有不同。

★ 各城市均设有旅游咨询处，可以领取免费的城市地图，咨询周边
旅游景点及路线。

作者：一个人的天空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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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 瑞士城市都不大，景点比较集中，同一城市内自行车游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各大城市火车站均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某些城市为游
客免费提供自行车。部分城市提供付费自助租车服务，请避免在上
下班高峰期在火车站之类的交通枢纽还车。

★ 瑞士市内汽车限速50公里/小时(部分区域限30公里/小时)，国道
限速80公里/小时，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小时。

★ 瑞士公交系统停运时间都比较早，小城市周末停运，各火车站的
出租车停靠点都有免费的订出租车电话停。

★ 瑞士地形以山地居多，山上温度变化较大，即使在盛夏，山区出
行最好准备一件挡风抗寒的外套。

★ 瑞士是个礼多人不怪的国家。人们之间彬彬有礼，在山区的小路
上，即使不认识的人，互相之间也会问候一声“你好”。

★ 瑞士比较适于自驾游，但是在大城市里找停车位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且停车费昂贵，建议自驾与公共交通相结合的旅游方式。

地区速写
莱芒湖(Lac Léman)是瑞士的著名旅游胜地之一，英语又称日内瓦
湖(Lake Geneva或Lake Léman)，它由阿尔卑斯冰山雪水汇集而
成，是西欧最大的天然湖泊。湖北岸和东西两端分属瑞士沃州、瓦
莱州、日内瓦州。联合国欧洲总部及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
织、国际奥委会等数百家国际机构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他在世界舞
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瑞士的人文景
观及城市景观并没有很大的特色，真正吸引人的是其自然景观，如
果在瑞士把行程设置为城市游，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 Tips：莱芒湖的名称
日内瓦湖及Lake Geneva这个称呼在瑞士并不普及，日内瓦只是占
据湖西岸极小部分，滨湖的其他2个州及法国都不喜欢这个称呼，所
以在瑞士，大家通常称其莱芒湖，只有在日内瓦，才有一些人叫它日
内瓦湖。在日内瓦之外的其他地方，与人聊天的时候说日内瓦湖的
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小的不愉快。

http://www.cff.ch
http://www.cff.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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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帮助
瑞士官方语言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及罗曼语。莱芒湖区属于法
语区，英语沟通有一定困难。

★ 当地语言
Attention! - 注意!                      Interdit! - 禁止! 

Au secours! - 救命!        Bonjour! - 您好/早上好

Bonsoir! - 晚上好        Salut! - 你好/再见(年轻人之间)

Au revoir - 再见        Au revoir - 再见

Merci! - 谢谢         Merci beaucoup! - 非常感谢

Excuse-moi! - 打扰下!       Désolé! - 对不起! 

Oui / Non - 是 / 否                    Aller-retour - 往返

Où se trouve ⋯ ? - 在哪？         Ça fait combien? - 多少钱？

Chine - 中国                              Ambassade - 使馆

L'eau sans gaz - 不带气矿泉水 

★ 常见场所和标记  
OUVERT - 营业中                       La Poste - 邮局

FERME - 停止营业                      Banque - 银行

Toilettes/WC - 洗手间                Musée - 博物馆

Hommes - 男                            Gare - 火车站

Femmes - 女                             L'aéroport - 飞机场

ENTREE - 入口                          Hôpital - 医院

SORTIE - 出口                           Pharmacie - 药店

potable - 可饮用                        Marché - 市场

Guichet/Billetterie - 售票处

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

0 zéro 10 dix 30 trente

1
un/

une
11 onze 40 quarante

2 deux 12 douze 50 cinquante

3 trois 13 treize 60 soixante

4 quatre 14 quatorze 70 Septante / soixante-dix

5 cinq 15 quinze 80 Huitante / quatre-vingts

6 six 16 seize 90 Nonante / quatre-vingt-dix

7 sept 17 dix-sept 100 cent

8 huit 19 dix-neuf 1000 mille

9 neuf 20 vingt 10000 dix mille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瑞士所有旅游城市均设有游客中心，在这里可以咨询相关旅游信
息，索要地图及相关旅游资料，购买专业地图书籍及预订酒店。

路线
作者推荐路线
第一天上午：日内瓦老城区，万国宫；
第一天中午(夏季)：火车前往洛桑换乘14:15的渡轮，前往蒙特勒西
庸城堡；
第一天中午(春，秋，冬季)：火车前往蒙特勒；
第一天下午：参观蒙特勒西庸城堡及游湖；
第二天：拉沃葡萄园梯田徒步，了解瑞士葡萄酒文化，品尝美酒。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地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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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
        瑞士的通讯网络由Swisscom公司垄断经营，其他通讯服务营
均需租赁其通讯网络，这直接导致瑞士较高的通讯费，主要的通讯运
营商为Swisscom、Sunrise和Orange, 数家大型连锁超市也推出其
自身品牌的移动通讯服务(如Coop, Migros, Aldi)，价格相对优惠。

除Swisscom之外的其他的移动通讯服务商的网络覆盖均不是很广，
城市游基本不会有问题，但是一旦进入山区，无网络信号的机率要比
Swisscom公司大很多，出于安全考虑，推荐购买使用Swisscom公

司的NATEL®Easy BeFree储值卡服务。各城市Swisscom专营
店，烟草店及超市均可购买并充值。

NATEL®Easy BeFree储值卡收费标准如下(无月租费)：

类型 费用

不限流量上网 4瑞郎/天

不限时间瑞士通话 3瑞郎/天

不限数量短信彩信发送 1瑞郎/天

拨打国内电话，建议使用skype，多数酒店均提供免费无线，skype
通过无线网络拨打国内电话话费约为每分钟0.03瑞郎。        

★ 邮局
瑞士的邮政网络非常完善，一般来说可在火
车站周边及城市中心区域找到其营业厅，营
业时间根据城市规模不同而略有差异，一般
9:00开门，中午12:00-13:30午休，17:30
关门。明信片快递至中国的费用为1.9瑞郎。您可以将贴好邮票的明
信片，直接投入街头的黄色邮箱，部分邮箱需区分本地和外埠。
www.poste.ch 

★ 货币帮助
瑞士通用货币为瑞郎(Swiss franc，缩写为CHF)，大多数商业场所都
接受欧元，信用卡和银行卡支付。小店对信用卡支付有一定限制，比
如消费金额需高于30瑞郎等。瑞郎对人民币的汇率约为1:6.7(2012
年7月)，瑞郎对美金汇率约为1:1.03。部分商户接受银联卡。

★ 网络
多数饭店、酒吧、咖啡吧及酒店均提供免费的无线服务，可能需要和
服务员索要无线密码。

大城市一般也可以找到网吧，但是费用略高，约5瑞郎/小时左右。
瑞士Swisscom电信服务商在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均架设有收费
的Wi-Fi网络，对于非Swisscom用户，可以使用信用卡计时收费，
费率如下：

时长 有效期 价格

30分钟 7天 5瑞郎

3小时 7天 15瑞郎

24小时 1天 25瑞郎

30小时 7天 45瑞郎

150小时 31天 125瑞郎

交通
★ 机场 
瑞士有3个国际机场，分别在日内瓦(Aéroport de Genève，又称

为L'aéroport de Genève-Cointrin，GVA 见地图A标识  )，苏

黎世机场(Flughafen Zürich，ZRH)及巴塞尔机场(EuroAirport 
Basel-Mulhouse-Freiburg，BSL)。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及瑞士国际航空公司(Swiss International Air 
Lines)均有北京或上海至苏黎世的直航路线。瑞士与欧洲其他国家
的铁路交通网络线也很发达，每天都有数班火车在瑞士其他西欧大
城市间往返穿梭(巴黎、柏林、米兰、布拉格等)。

到达方式：日内瓦机场至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班次间隔约15分钟，行
程约7分钟。苏黎世机场至苏黎世市区火车班次间隔约10分钟，行
程约12分钟。日内瓦机场及苏黎世机场均有前往瑞士各大城市的火
车直达线路。不建议乘坐公交，行程超过30分钟。巴塞尔机场没有
火车站，前往巴塞尔火车站的公交班次间隔约15分钟，不堵车的情
况行程约15分钟。

★ Tips：转机一次会更便宜
飞往日内瓦经停苏黎世的往返机票一般会比直飞苏黎世便宜，购票
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价格。

★ 火车、大巴
瑞士的城际交通系统非常发达，火车是主要的瑞士境内主要的交通工
具。城际间火车或汽车班次间隔约为1个小时，像日内瓦-洛桑这类的交
通干线，间隔甚至能达到10分钟一个班次。山间小镇的邮政巴士也基
本能保证每小时一个班次。各交通工具之间的衔接设计很合理，城际巴
士站基本都紧挨火车站设立，换乘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瑞士联
邦铁路的官网上可以查询到火车渡轮及邮政巴士的时刻表及换乘细节。
各火车站的具体营业时间及所提供服务可以通过联邦铁路的官网查询。

火车及公共交通的末班车一般为24:00左右，小一些的城市可能在
19:00之后就停运。周日班次一般会有缩减甚至停运。

★ Tips：行李寄存
如不打算在某个城市过夜，可以考虑将行李寄存在火车站的自助行李寄
存处，轻身闲游。

★ 轮渡
湖区各大城市之间一般均有渡轮交通，其班次较少，行程时间很长，日
内瓦至洛桑段，火车城际特快全程35分钟，渡轮需要近4个小时，对于
短期旅游，不建议乘坐。
www.cgn.ch

★ 市内公共交通系统
瑞士市内公共交通系统均采用无人售票、随机查票体制。上车前请
在车站的自动售票机购票，部分城市的自动售票机不设找赎。如没
有购买瑞士通票及瑞士机动通票，请备好零钱。

车辆进站后请按车门边的按钮开门上车，车辆到站前请按按钮通知
司机停车开门。 
            

http://www.poste.ch
http://www.poste.ch
http://www.sbb.ch/
http://www.sbb.ch/
http://www.sbb.ch/en/meta/pos.html
http://www.sbb.ch/en/meta/pos.html
http://www.cgn.ch
http://www.cg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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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 Geneva
★ 景点

联合国万国宫 Palais des Nations  见地图B标识  
万国宫建于1929年，1938年设定为国际联盟总部，1950年代起，
成为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位于由Revilliod de Rive家族遗赠给
日内瓦市的Ariana公园中，当时的赠送条件是让一些孔雀自由地在
公园中活动，而它们今天成为了那里的一道景观。参观万国宫需要
随团并检查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除英语团和法语团外，其他语言
需要提前预约，参观时间为1小时。

地址：Avenue de la Paix 14，Genèv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8、28、F、V、Z至Appia站下车；或搭乘
5、13、11、15至Nations站下车
门票：成人票12瑞郎；学生票10瑞郎；6岁以下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  4月-6月 每天10:00-12:00；14:00-16:00
              7月-8月 每天10:00-16:00
              9月-3月 周一至周五10:00-12:00；14:00-16:00 
联系电话: +41-022-917-4896或+41-022-917-4539
联系邮箱：visit-gva@unog.ch 
www.unog.ch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 Musée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简称 MIRC Genève) 见地图B
标识 
为纪念出生于日内瓦的亨利杜南所建立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博物
馆于1988年建造，主要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和现在的活动情
况，博物馆分11个部分，在这里可以通过照片、录像和雕塑等多种
方式了解红十字会的活动，提供中文语音解说。

地址：Avenue de la Paix 17，Genèv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8、28、F、V、Z至Appia站下车；或搭乘
5、13、11、15至 Nations站下车 
开放时间: 闭馆至2013年
www.micr.ch

大喷泉 Jet d'eau 见地图B标识 
日内瓦大喷泉最早修建于1886年，早期喷射高度为90米，1951年
翻修后平均喷射高度提升到140米。它渐渐成为日内瓦的象征，也
是当地人的骄傲。可点击官方网址查阅。

地址：Quai Gustave-Ador，Genèv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2路或6路至Rue du Lac站下车；或搭乘E路
至Vollandes站下车；搭乘摆渡船M2至Eaux-Vives下
开放时间：5月7日-9月16日: 9:00-23:15(附灯光)
              9月17日-11月4日: 周一至周四10:00-日落；周五至周日
10:00-22:30(附灯光)
              11月5日-2013年3月3日: 10:00-16:00

日内瓦号蒸汽船 Bateau Genève 见地图B标识 
1896年下水的日内瓦号蒸汽船，于1973年停止使用，现改建为船
餐厅，1898年9月10日它被记入史册，茜茜公主于当日遇刺后在日
内瓦号上逝世。

地址：Quai Gustave-Ador，Genèv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2、6、E、G及摆渡船M2 

            ★ 瑞士通票 
        瑞士的公共交通票价很高，日内瓦至洛桑约60公里，城际特
快全程35分钟，成人票全价为21瑞郎。来瑞士旅游，建议购买瑞士
通票(Swiss Pass)或瑞士机动通票(Swiss Flexi Pass)，通票有3天
至1个月等多种选择。在通票有效期内可以无限次乘坐联邦铁路，渡
轮，邮政巴士和大多数城市的公交系统，乘坐私营线路和高山缆车
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瑞士联邦铁路同时也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半价卡(Half Fare Card: 110
瑞郎)及为期一个月的瑞士卡(Swiss Card: 186瑞郎)，持卡可以享受
半价优惠，相对于半价卡，瑞士卡可以在您到达瑞士的城市及您指定
的城市间享受一次免费的往返。这两种卡比较适于小范围旅游的游
客。瑞士火车站售票窗口开放时间较短，建议提前购买通票。

瑞士通票 Swiss Pass
有效期内免费乘坐瑞士公共交通系统，450多家博物馆免门票。 

类型 价格

4天2等舱 266瑞郎

8天2等舱 384瑞郎

15天2等舱 465瑞郎

22天2等舱 536瑞郎

30天2等舱 590瑞郎

www.swisstravelsystem.com

瑞士机动通票 Swiss Flexi Pass
选定日期免费乘坐瑞士公共交通系统，450多家博物馆免门票。在
起始日期及结束日期之内的非选定日期乘坐瑞士公共交通系统，可
以享受半价优惠 。

类型 价格

一个月内任意3天2等舱 254瑞郎

一个月内任意4天2等舱 308瑞郎

一个月内任意5天2等舱 356瑞郎

一个月内任意6天2等舱 405瑞郎

更有优惠票价如下：

类型 价格

瑞士青年票通票 26岁以下优惠25%

瑞士双人通票及瑞士双人机动通票 优惠15%

瑞士家庭优惠卡 16岁以下随父母任一人同游可以免票

瑞士旅游系统于2012年推出4天瑞士通票买一送一特别优惠，通票
生效期限定在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之间。

★ Tips：境外购票会便宜
瑞士境外购买通票一般会有10%左右的优惠。具体价格可查阅欧洲铁
路公司旅行代理网站: www.raileurope.cn

mailto:visit-gva@unog.ch
mailto:visit-gva@unog.ch
http://www.unog.ch/
http://www.unog.ch/
http://www.micr.ch
http://www.micr.ch
http://www.sig-ge.ch/corporate/l-entreprise-sig/notre-patrimoine/jet-eau/index.lbl
http://www.sig-ge.ch/corporate/l-entreprise-sig/notre-patrimoine/jet-eau/index.lbl
http://www.swisstravelsystem.com
http://www.swisstravelsystem.com
http://www.raileurope.cn/
http://www.raileurop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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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餐厅：周三至周五11:30-14:30
酒吧：周三至周六17:00-24:00
晚会(日程参见其官网)：周五、周六营业至3:00；其他时间营业至
24:00
www.bateaugeneve.ch/evenements

花钟 L'horloge fleurie 见地图B标识 
直径5米的花钟，建于1955年的日内瓦花钟位于英国花园(Jardin 
Anglais) 见地图B标识 的西边，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花钟。没有必
要专程参观，如果去大喷泉的话可以顺便看一下。

地址：Quai du Général-Guisan，Genève
www.ville-geneve.ch 

★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 见地图B标识 

日内瓦旅游局主接待处
地址：Rue du Mont-Blanc 18
开放时间：周一10:00-18:00；周二至周六：9:00-18:00；周日及节
假日：10:00-16:00
电话：+41-022-909-7000
www.geneve-tourisme.ch 

日内瓦机场接待处：
地址：日内瓦机场到达厅
开放时间： 8:00-22:00

日内瓦市咨询中心
地址：Pont de la Machine 1
开放时间：周一12:00-17:30；周二至周五9:00-17:30；
                周六 10:00-16:30
电话：+41-022-311-9970
www.ville-geneve.ch

邮局
日内瓦的邮局提供邮政、储蓄、货币兑换、传真等服务。
地址：Rue du Mont-Blanc 18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8:00；周六9:00-16:00

★ 活动
日内瓦国际汽车展 Salon International de l'Auto 每年3月
位列全球五大汽车展的日内瓦汽车展都将汇聚全球各地的汽车制造
商，名车，美女，帅哥云集。

地址：Palexpo，Case postale 112, Grand-Saconnex/ 
Genève(日内瓦机场旁边)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5号线至PALEXPO站下车；或搭乘火车、
10、23、57至日内瓦机场下车，步行7分钟至展厅。
www.salon-auto.ch

日内瓦节 Fête de Genève 每年7月底、8月初
为期约3周的日内瓦节是游行方队、野外音乐会和篝火晚会的盛会。届
时，在日内瓦城区所有滨湖街道，您都将欣赏到美妙的音乐和壮观的焰火
表演。从摇滚到乡村音乐再到古典音乐，总有一种音乐适合您的口味。
www.fetes-de-geneve.ch

http://www.bateaugeneve.ch/evenements/
http://www.bateaugeneve.ch/evenements/
http://www.ville-geneve.ch/monuments-lieux-interet/patrimoine-monuments/horloge-fleurie/
http://www.ville-geneve.ch/monuments-lieux-interet/patrimoine-monuments/horloge-fleurie/
http://www.geneve-tourisme.ch/?rubrique=0000000172&lang=_eng
http://www.geneve-tourisme.ch/?rubrique=0000000172&lang=_eng
http://www.ville-geneve.ch
http://www.ville-geneve.ch
http://www.salon-auto.ch
http://www.salon-auto.ch
http://www.fetes-de-geneve.ch
http://www.fetes-de-geneve.ch


P 6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日内瓦的攀城节 Les festivités de l'Escalade 每年最
          接近12月11、12日的周末
为了纪念历史性事件——日内瓦保卫战的胜利，人们将穿着古装，
手举火炬沿着罗纳河游行。该队伍将在几处进行停留，并由骑马的

传令官朗读胜利宣言，当到达圣彼得大教堂 见地图B标识  后，参
加者将唱起国歌，并点燃大篝火来结束仪式。
www.1602.ch

★ 公共假期

2012－2013年公共假期安排2012－2013年公共假期安排2012－2013年公共假期安排

元旦 Nouvel An 2012.1.1 2013.1.1

耶稣受难日 Vendredi-Saint 2012.4.6 2013.3.29

复活节星期一 Lundi de Pâques 2012.4.9 2013.4.1

耶稣升天 Jeudi de l'Ascension 2012.5.17 2013.5.9

圣灵降临节 Lundi de Pentecôte 2012.5.28 2013.5.20

国庆节 Fête Nationale 2012.8.1 2013.8.1

日内瓦斋戒 Jeûne Genevois 2012.9.6 2013.9.5

圣诞节 Noël 2012.12.25 2013.12.25

复兴日 Restauration de la République 2012.12.31 2013.12.31

★ 城际交通
日内瓦机场 Aéroport de Genève，GVA
日内瓦机场是瑞士第二大国际机场，又称为L'aéroport de 
Genève-Cointrin，其航线遍布欧洲各大城市，也是廉航Esayjet的
主要起降地之一。机场距市中心约5公里，火车平均约15分钟/班，
成人票价约2.5瑞郎。

日内瓦火车站 Gare de Genève-Cornavin 
日内瓦至洛桑的火车平均15分钟一个班次，行程约40分钟，成人票
价21瑞郎；日内瓦至其他瑞士大城市的火车间隔约1个小时一个班
次，具体票价及时刻请查阅瑞士联邦铁路官网。

瑞士联邦铁路车票不限制班次及时间，车票再生效日内可以乘坐始
发站至目的地之间的任意班次。 如使用瑞士通票可免费乘坐。

购买车票可以在火车站柜台，联邦铁路网站，及火车站的自动售票
机，售票机支持现金及银行卡，信用卡支付。

日内瓦机场、火车站自助行李寄存箱价目表

尺寸(长x宽x高cm)
日内瓦机场日内瓦机场 日内瓦火车站日内瓦火车站

尺寸(长x宽x高cm)
价格 数量 价格 数量

24.8x42.0x75.0 6瑞郎/天 24 6瑞郎/天 356

31.7x61.5x75.0 7瑞郎/天 12 /

44.7x61.5x88.0 9瑞郎/天 18 9瑞郎/天 186

★ 市内交通
日内瓦市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为公共汽车，
有轨电车及摆渡船。乘坐公共交通需要提
前在车站的公共交通自动售票机上购票。

公交系统
对于普通旅游者，市区通
票(A区)就足够了，购票首
先根据需要在A列内选择
票类，如果没有瑞士联邦
铁路的半价卡或年龄超过
16岁，可以跳过第二步，
然后付款取票。

持有瑞士通票或瑞士机动
通票可以免票乘坐日内瓦
公共交通系统。不区分班
次及公交类别，市区票价
如下：

车票类型 票价

3站票 Short trip 2瑞郎

1小时票 Geneva ticket 3.5瑞郎

9:00生效天票 Card from 9 a.m. 8瑞郎

天票 24 hours card 10.6瑞郎

www.tpg.ch 

摆渡船 Mouette 
摆渡船横穿莱芒湖，连接日内瓦市内的数个小型码头，方便游客游
览，约10分钟一班。
运营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9:15；
周末及节假日：旺季10:00-19:20；淡季 10:30-17:50
票价：单次成人票 2瑞郎，儿童票1.8瑞郎
www.mouettesgenevoises.ch

日内瓦交通卡 Geneva Transport Card 
在日内瓦州，各旅馆、青年旅社和露营地都为客人免费提供住宿期
间的日内瓦交通卡(不可转让)。

持有该卡，游客可免费乘坐日内瓦全部
公共交通系统，包括TPG公交汽车、有
轨电车、瑞士联邦铁路火车和日内瓦湖
上的摆渡船。此卡不能转让。
此外，所有到达日内瓦机场的旅客都可
得到一张前往下榻住所的免费车票。

出租车
日内瓦的出租车为24小时服务，起价6.3瑞郎，3.2瑞郎/公里；夜
间，超过4名乘客，或出日内瓦州3.8瑞郎/公里，等待60瑞郎/小
时，行李或动物需加收1.5瑞郎。
预约电话：+41-022-331-4133
www.taxi-phone.ch 

http://www.1602.ch/
http://www.1602.ch/
http://www.sbb.ch/en/home.html
http://www.sbb.ch/en/home.html
http://www.tpg.ch
http://www.tpg.ch
http://www.mouettesgenevoises.ch/
http://www.mouettesgenevoises.ch/
http://www.taxi-phone.ch
http://www.taxi-phon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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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

火车站游客中心

地址：Pl. de la Gare 9

开放时间：9:00-19:00
电话：+41-021-613-7373

www.lausanne-tourisme.ch 

Ouchy码头游客中心

地址：Pl. de la Navigation 4

开放时间：9:00-18:00

邮局

Saint-François邮局

地址：Place Saint-François 15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8:30；周六8:00-11:30

提供服务：邮政、储蓄、货币兑换、传真、邮政商店。

火车站邮局
地址：Avenue de la Gare 43B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20:00；周六8:00-16:00；周日

16:00-19:00

提供服务：邮政、储蓄、货币兑换、传真、邮政商店。

Ouchy码头邮局

地址：Place de la Navigation 10

开放时间：

7月至8月 周一至周五7:30-11:00；16:00-18:00；周六

9:00-11:00
9月至6月 周一至周五7:30-11:00；15:00-18:00；周六

9:00-11:00

提供服务：邮政、储蓄、货币兑换、传真。

★ 节日与活动
Paleo 音乐节

尼永(nyon)的Paleo Festival是在每年7月末举行的为期6天的国际

性摇滚音乐节，也是瑞士最大的露天音乐节，每年都有众多国际名

星来这里与超过二十万名的音乐爱好者一起分享这一音乐盛典，比

如斯汀(Sting)将参与2012年的演出。
yeah.paleo.ch

到达方式: 日内瓦，洛桑均有专车往返， 也可以乘火车前往尼永

(Nyon)再换乘免费的直达巴士。

门票：约每天70瑞郎，截止5月初，门票已经售罄，有兴趣可以前

往官网上的票市(Ticket market)

购票请直接点击：yeah.paleo.ch/en/page/ticket-market 

洛桑 Lausanne
洛桑是沃州的首府，位于日内瓦湖畔北部沿

岸的中心，因曾是罗马的军港而繁荣。经过

不断地发展，洛桑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已经成

为瑞士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大多数通往

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等大城市的火车都
在此交汇，它同时也是连接巴黎及米兰的交

通中心。洛桑也被人们称为奥林匹克之都，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奥林匹克博物馆均在

此地。临时的奥林匹克水上博物馆只展示部分藏品。圣母大教堂相对

于欧洲其他教堂，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如果旅游日程安

排的比较紧张，建议放弃洛桑。

★景点 

奥林体育博物馆 Le Musée Olympique 见地图C标识 
博物馆于1993年对外开放，是世界上最大的奥林匹克竞赛信息中

心。通过艺术、文献、影片等向人们展示了从古代希腊到现在的奥

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把体育、艺术和奥林匹克精神及文化有机的结

合起来。3400平方米的展厅里展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永久性以及临

时性的展品，该博物馆也是国际性的保管和研究中心。目前博物馆

因大规模的整修和现代化改造而关闭至2013年底。此期间，博物馆

奥林匹克喷泉对面的“Helvétie”号游船将展出博物馆的部分藏

品，游客可免费登船参观。 

地址：Quai d'Ouchy 1， Lausann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2, M2至Ouchy站下车

电话：+41-021-621-6511

www.olympic.org/museum

圣母大教堂 Cathedrale Notre-Dame 见地图C标识 
建于11世纪的大教堂是瑞士屈指可数的哥特式建筑之一，直径达9

米的彩绘玻璃窗相当漂亮。至今仍沿袭着守夜人报时的传统。有很

多路都可通往山丘上的教堂，顺着上面带屋顶的台阶，拾级而上是

个不错的选择。

地址：Place de la Cathédral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M2至Riponne-Maurice Béjart站下车

电话：+41-021-316-716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00-19:00；周末 8:00-19:00

9月1日至3月31日17:30闭馆；12月25日，1月1日，1月2日关闭

          ★ 餐厅    

          Bergerie du Gruyérien                   见地图B标识 
推荐理由：瑞士地道奶酪火锅
推荐菜：50-50奶酪火锅 Fondue Moitié-Moitié 
人均消费：45瑞郎

地址：Rue François-Bonivard 6, 1201 Genève 
电话：+41-022-732-3042
地址：Rue de Chene-bugeries 2, 1224 Genève 
电话：+41-022-349-1012
www.le-gruyerien.ch

作者推荐

http://www.le-gruyerien.ch
http://www.lausanne-tourisme.ch/
http://www.lausanne-tourisme.ch/
http://yeah.paleo.ch/
http://yeah.paleo.ch/
http://yeah.paleo.ch/en/page/ticket-market
http://yeah.paleo.ch/en/page/ticket-market
http://www.olympic.org/museum
http://www.olympic.org/museum
http://www.le-gruyerien.ch
http://www.le-gruyeri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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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假期

★ 城际交通

火车站 Gare de Lausanne   

洛桑火车站作为瑞士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前往瑞士其他城市的

火车间隔约为1个小时，前往米兰巴黎这两个国际都市的火车每天各

有4个班次。

火车站自助行李寄存箱价目表：

尺寸(长x宽x高cm) 价格 数量

24.8x42.0x75.0 6瑞郎/天 184个

44.7x61.5x88.0 9瑞郎/天 132个

★ 市内交通

公交系统

洛桑市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为公共汽车及地铁，

公交系统使用通票，不区分班次及公交类别，

市区票价如下：3站票：   1.9瑞郎

                     1小时票：3瑞郎

                     天票：     8.6瑞郎

www.t-l.ch 

出租车

24小时服务，起价6.2瑞郎，3瑞郎/公里，夜间或出洛桑区域3.8瑞

郎/公里，等待54瑞郎/小时，行李或动物加收1瑞郎。

预约电话：0844-814-814

www.taxiservices.ch

★ 餐厅   
Café des Bouchers 

推荐这里的生牛肉(Tartare de bœuf)、烤虾(Crevettes 

grillées)物廉价美量又足。

人均消费：40瑞郎

地址：Avenue du Chablais 21,1008，Lausanne

电话：+41-021-624-0808

2012－2013年公共假期安排2012－2013年公共假期安排2012－2013年公共假期安排

元旦(Nouvel An) 2012.1.1 2013.1.1

1月2日 (2 janvier) 2012.1.2 2013.1.2

耶稣受难日(Vendredi Saint) 2012.4.6 2013.3.29

复活节星期一(Lundi de Pâques) 2012.4.9 2013.4.1

耶稣升天(Jeudi de l'Ascension) 2012.5.17 2013.5.9

圣灵降临节(Lundi de Pentecôte) 2012.5.28 2013.5.20

国庆节(Fête nationale) 2012.8.1 2013.8.1

周一斋戒(Lundi du Jeûne) 2012.9.17 2013.9.16

圣诞节(Noël) 2012.12.25 2013.12.25

www.cafedesbouchers.ch

Café de la poste

美食配美景

推荐菜：日内瓦湖产鲈鱼片(Filets de perches)

人均消费：60瑞郎
地址：Grand-Rue 48, 1095，Lutry

电话：+41-021-791-1872

Le Barbare 见地图C标识 

60年的老店，欧洲老城风景配香浓美味的自制热巧克力

推荐饮品：热巧克力(Chocolat chaud)
地址：Escaliers du Marché 27,1003，Lausanne

电话：+41-021-312-2132

www.le-barbare.com

Pinte Besson

2百多年的老店，提供美酒及传统地道的瑞士奶酪火锅

推荐菜：50-50奶酪火锅 (Fondue Moitié-Moitié)

人均消费：45瑞郎

地址：Rue de l'Ale 4,1003，Lausanne

电话：+41-021-312-5969
www.pinte-besson.com

作者推荐

http://www.t-l.ch
http://www.t-l.ch
http://www.taxiservices.ch
http://www.taxiservices.ch
http://www.cafedesbouchers.ch
http://www.cafedesbouchers.ch
http://www.le-barbare.com
http://www.le-barbare.com
http://www.pinte-besson.com
http://www.pinte-bes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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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特勒及沃韦 
蒙特勒(Monteux)和沃韦(Vevey)位于日内瓦湖的东北部。波光粼粼

的日内瓦湖，高耸的阿尔卑斯雪山及漫山的葡萄园让这里成为了众

多名人的聚集地，卢梭、拜伦及海明威都曾以这里为背景进行创

作。卓别林在此生活了25年直至去世。坐在蔚蓝如镜的日内瓦湖

畔，欣赏着火红的落日，品尝着香醇的瑞士美酒，耳边再传来醉人
的爵士吟唱，生活，还能更惬意一些吗？ 

瑞士的城市多数都很小，蒙特勒约33平方公里，是西庸城堡的所在

地及金色山口快车的始发站之一。沃韦只有2.4平方公里，是雀巢公

司的总部所在地。这两个城市本身并没有太多特色，来这里旅游更

多是为了在如画的山水之间感受瑞士轻松自在的生活。城市游的

话，徒步即可。

★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

蒙特勒 Monteux 游客中心

地址：Place de l'Eurovision 

开放时间：旺季：周一至周五9:00-18:00；周六至周日9:30-17:00
                淡季：周一至周五9:00-12:00；13:00-17:30

                          周六至周日10:00-14:00

电话：+41-084-886-8484

www.montreuxriviera.com

沃韦 Vevey 游客中心

地址：Grande‐Place 29

开放时间：旺季：周一至周五9:00-18:00；周六至周日9:00-13:00

                淡季：周一至周五9:00-12:00；13:00-17:30

                          周六9:00-12:00
电话：同蒙特勒游客中心

谢尔布 Chexbres 游客中心

地址：Place de la Gare，Chexbres

开放时间：旺季：周一、二、四、五13:00-17:30；周三8:30-12:30             

                          周六9:00-13:00

                淡季：周一、二、四、五13:00-17:30；周三8:30-12:30

电话：+41-021-962-8464

邮局 
蒙特勒火车站邮局

地址：Avenue des Alpes 7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8:00；周六8:30-12:00

提供服务：邮政，储蓄，货币兑换，传真。

沃韦火车站邮局

地址：Avenue Général-Guisan 4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8:00；周六8:30-12:00

提供服务：邮政，储蓄，货币兑换，传真，邮政商店。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火车站自助行李寄存箱价目表：

尺寸(长x高x深cm)
蒙特勒蒙特勒 沃韦沃韦

尺寸(长x高x深cm)
价格 数量 价格 数量

24.8x42.0x75.0 6瑞郎/天 32 5瑞郎/天 36

44.7x61.5x88.0 9瑞郎/天 24 8瑞郎/天 12

★ 区域内交通

除了瑞士联邦铁路，VMCV(沃韦 Vevey -蒙特勒 Montreux - 

Chillon-Villeneuve)公交系统贯穿蒙特勒、沃韦及周边区域。

www.vmcv.ch

该系统使用通票，不区分班次路线，按车票生效区域收费。

有效

区域
1 2 3 4 5 6 7 8 9

有效

期限
1小时 1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2小时 3小时 3小时

票价 3瑞郎 3瑞郎 5瑞郎
6.6

瑞郎

8.2

瑞郎

9.8

瑞郎

11.4

瑞郎

13

瑞郎

14.6

瑞郎

天票天票天票天票天票天票天票天票天票天票

票价
8.6

瑞郎

8.6

瑞郎

10

瑞郎

13.2

瑞郎

16.4

瑞郎

19.6

瑞郎

22.8

瑞郎

26

瑞郎

29.2

瑞郎

★ 节日与活动

蒙特勒爵士乐节 Montreux Jazz Festival

每年7月，为期两周的蒙特勒爵士乐节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国

际爵士音乐节之一，这期间蒙特勒整个城市变成一座音乐的殿堂。该

音乐节自1967年创办，音乐类型从最开始的纯爵士乐，变得越来越
多元化，先后吸引了众多音乐大师参与演出，如迈尔斯·戴维斯、埃

拉·菲茨杰拉德、昆西·琼斯、埃里克·克莱普顿、斯汀(Sting)以

及艾瑞莎·富兰克林等等。2012年的第46届音乐节，鲍比·迪伦

(Bob Dylan)、范·莫里森(Van Morrison)将再次登上音乐节的舞

台。

音乐节的演出分室内及室外两种，室外一般免费，室内场门票价格

不等，约80瑞郎起。具体价格及节目单请查阅官网。

www.montreuxjazzfestival.com/2012/en 

VMCV公交系统

http://www.montreuxriviera.com
http://www.montreuxriviera.com
http://www.vmcv.ch
http://www.vmcv.ch
http://www.montreuxjazzfestival.com/2012/en
http://www.montreuxjazzfestival.com/2012/en


P 10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拉沃葡萄园梯田 Lavaux
拉沃葡萄园梯田东起西庸城堡，西至洛桑郊区，绵延约40公里。 
现在的葡萄园最早建于11世纪，当时的僧侣在这里修建起了用石
墙间隔的葡萄梯田，之后经过一代代酿酒师们的传承，传统被保
持下来。现在，这里是瑞士最大的葡萄园区之一，14个保存完好
的村落嵌融其中，向人们展示了千年来社会的变迁及当地居民对
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互动。2007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最适宜的旅游季节为夏秋两季。

梯田内有很多远足路线可供选择，蒙特勒和沃韦的旅游咨询处可以
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不怕山路劳累，建议体验
一下。比如瑞士旅游局推荐的St-Saphorin-Lutry路线，全长11
公里，走完全程约需3个半小时，沿途可以参观瑞士的传统酿酒作
坊并品尝当地美酒。鉴于瑞士便利的交通，您也可以随便选一个方

金色山口快车 Golden Pass

蒙特勒是金色山口快车(Golden Pass)的起点和终点，这条开往卢塞

恩(Luzern)的火车线路是瑞士最著名的两条观光路线之一。此路线可

以预约车头驾驶舱票，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感受沿途迷人的自然景观。

www.cn.goldenpass.ch

★ 餐厅  
瑞士人都非常喜欢喝葡萄酒，每年只有不到1成的葡萄酒用于出口，
导致瑞士葡萄酒在国际上不算出名，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品质不好。与
其相反，瑞士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高品质葡萄酒，来到瑞士千万不
要忘记去品尝一下。

Le Deck
推荐理由：鸟瞰日内瓦湖及拉沃(Lavaux)葡萄园梯田全景

人均消费：15瑞郎

地址：Rte de la Corniche，1071，Chexbres

电话:：+41-021-926-6000

www.barontavernier.com

作者推荐

向，随意走走停停，不过别沉醉于美景错过了返回的末班车。
路线图可查阅徒步瑞士网站。

蒙特勒、沃韦及拉沃的旅游局官方网站上可以查阅到更多远足路线
推荐，如果不愿意走路也可以选择观光橡胶轮小火车。

★ 景点 

西庸城堡 Château de Chillon 见地图D标识 
西庸城堡位于蒙特勒的东部，城堡本身并没有太多过人之处。地利
(莱芒湖畔，阿尔卑斯山脚)及人和(拜伦的名篇《西庸的囚徒》，瑞
士政府及民众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使其成为瑞士最出名的城
堡。从蒙特勒出发，可以乘车或步行。建议沿湖边小径往东漫步，
将自己融入到瑞士的湖光山色之中。(4公里路程约40分钟可抵达)
城堡经常会组织文艺演出，展览或特色晚会，请留意官方网站上的
活动安排。城堡入口将于闭馆前1个小时关闭。

城堡提供语音讲解机，费用为6瑞郎，您也可以直接在Apple App
商店购买中文版本的解说软件(30人民币)

地址：Av. de Chillon 21，1820，Veytaux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201路汽车(蒙特勒及沃韦出发)至Chillon站
下车；或搭乘渡轮(洛桑，蒙特勒及沃韦出发)至Chillon码头区域；
搭乘火车至Veytaux-Chillon站下车。
门票：成人票12瑞郎；6-16岁儿童票6瑞郎；家庭票28瑞郎
开放时间:  4月至9月9:00-19:00；10月9:30-18:00
电话：+41-021-966-8910
www.chillon.ch

罗什德内土拨鼠乐园 

Rochers-de-Naye Marmottes Paradis 见地图D标识 
罗什德内土拨鼠乐园位于蒙特勒东部山上(海拔约2000米)，在这里
您可以在鸟瞰日内瓦湖全景，观赏周边高耸的山峦，天气好的时
候，罗什德内可以看见欧洲最高峰勃朗峰，并亲密接触天性胆小的
土拨鼠。园内饲养了来自欧洲、亚洲及美洲的14个品种的土拨鼠。 
您可以在这里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及在世界的地理分布。

http://www.barontavernier.com
http://www.cn.goldenpass.ch
http://www.cn.goldenpass.ch
http://www.barontavernier.com
http://www.barontavernier.com
http://www.wanderland.ch/en/routen_detail.cfm?id=338819
http://www.wanderland.ch/en/routen_detail.cfm?id=338819
http://www.montreuxriviera.com/en/Culture_loisirs/Culture_Lavaux/Randos_Lavaux
http://www.montreuxriviera.com/en/Culture_loisirs/Culture_Lavaux/Randos_Lavaux
http://itunes.apple.com/cn/app/shi-yong-cheng-bao/id512972060?l=fr&mt=8
http://itunes.apple.com/cn/app/shi-yong-cheng-bao/id512972060?l=fr&mt=8
http://itunes.apple.com/cn/app/shi-yong-cheng-bao/id512972060?l=fr&mt=8
http://itunes.apple.com/cn/app/shi-yong-cheng-bao/id512972060?l=fr&mt=8
http://www.chillon.ch
http://www.chillo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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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众多徒步路线可供选择，您将有机会在山野中直接观察
        野生土拨鼠。

到达方式：蒙特勒至罗什德内方向的齿轮小火车至终点站(成人往返
票66瑞郎)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夏季 
电话：0900-245-245(付费电话)
www.cn.goldenpass.ch 

★ Tips：金色山口快车 Golden Pass
金色山口快车铁路公司(Golden Pass)运营从蒙特勒出发的巧克力列
车线路，前往格吕耶尔(Gruyères)，参观Cailler巧克力工厂及当地
奶酪示范工场，了解巧克力及奶酪的制作过程。成人票全价90瑞郎
(需预订)。
开放时间：5月至10月周一、周三和周四；7月至8月周一至周日
www.cn.goldenpass.ch/chocolate_train_cns 

★ 活动
拉沃全景 Lavaux Panoramic
提供多条路线，基本只有周末运营，每日一班，始发站谢尔布
(Chexbres-Village)的火车站广场，成人票从12瑞郎至90瑞郎不
等。时刻及路线图请参阅官网介绍。建议提前预订。
www.lavaux-panoramic.ch/en/timetable.html

★ Tips：最佳观景地 
位于谢尔布的Les Baron Tavernier餐厅的Le Deck酒吧露台，是
该地区最好的观景台之一。在这里您可以一边欣赏湖光山色葡萄
园，一边品尝美酒甜品冰激凌。夏天旺季的时候，需要等位。酒水
价格偏高，但是还算物有所值。

地址：Rte de la Corniche，1071，Chexbres 
电话：+41-021-926-6000
www.barontavernier.com 

拉沃特快 Lavaux Express 
拉沃特快是当地的一种橡胶轮观光小火车，如果不愿意徒步游览或
时间有限，也可以选择搭乘拉沃特快，进行约1到2小时的游览路
线。可以乘车游览葡萄园区，部分路线可以参观酒窖，免费品尝当
地美酒。

路线1：Lutry - Aran - Grandvaux – Lutry
车次：4月至10月周三13:30；15:00；16:30
                        周日10:30；13:30；15:00；16:30
         6月15号至9月28号周五13:30；15:00；16:30
票价：成人票13瑞郎
车程：行程1小时

路线2：Cully - Riex - Epesses - Dézaley – Cully
车次：3月31日至10月7日周六10:30；13:30；15:00；16:30
         6月12日至9月27日周三、周四13:30；15:00；16:30
票价：成人票13瑞郎 
车程：行程1小时15分钟

路线3：Lutry 酒窖专线
车次：4月27日至9月23日周五至周日18:30

票价：成人票20瑞郎(免费品尝3种葡萄酒及赠送一个纪念酒杯)
车程：行程2小时
具体时刻节假日有变动，请查阅官网确定时刻及了解详细路线图。
团体请提前预定。
www.lavauxexpress.ch

户外运动
瑞士是户外活动的天堂，从徒步露营到帆板、漂流、从滑水到滑

雪，从潜水到滑翔伞、跳伞。莱芒湖地区为您提供丰富的选择空

间。具体价格根据地理位置不同及活动项目不同而差距较大，从免

费的徒步到约400瑞郎的飞机跳伞，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抵达后咨询

当地的游客中心，索要周边的徒步路线推荐及户外运动运营商的广
告及具体价格 。

★ 划船及滑水 Ski Nautique 

各大城市的码头附近都会提供船只租赁，器具租赁及滑水服务。租

借脚踏船及皮划艇约20瑞郎/小时，机动船约60瑞郎/小时，滑水板

约每人每次45瑞郎。

★ 空中活动项目

莱芒湖地区的空中活动很是丰富，双人滑翔伞 Parapente 

Biplace 、双人跳伞 Parachute Biplace及热气球Montgolfière都

是很热门的空中活动项目。

滑翔伞及跳伞均需要专门的执照。针对游客，各公司提供陪跳服务，

所谓双人跳伞即指跳伞者及有跳伞执照的专业人员一起跳，由专业人

员负责控制伞。游客只需要全神贯注体会地心引力就可以了。

此类项目一般需要提前预约，可以在出发前网上搜索或到达之后前

往当地旅游咨询处索要相关资料及联系方式，因为价格和具体服务

项目差异较大，建议多家对比，挑选自己满意的商家联系预定。

日内瓦及洛桑周边山区不多，建议选择蒙特勒周边的公司，这里双

人滑翔伞的海拔落差均在1000米以上，落差越大，价格越高。
1000米的落差价格约为170瑞郎，照相或摄像需另付费，价格约

40瑞郎。

跳伞价格约500瑞郎每人，热气球价格约为400瑞郎每人。参与以

上户外运动需预留出约半天的时间(含往返交通)。蒙特勒旅游局推荐

的相关运营公司列表网址：

www.montreuxriviera.com/en 

★ 远足 Randonnée

瑞士可以算是远足的天堂，这里超过6万公里的户外远足路线四通八

达。湖畔小径，山间水渠，冰川穿越等难度分级系统让各年龄段的

远足爱好者都可以提前前确定适合自己的路线。路线标识简洁明

了， 沿途记号保证您不偏离路线。

St-Saphorin - Lutry徒步路线  

这是日内瓦湖区最著名的徒步路线，见拉沃葡萄园梯田章节。

www.wanderland.ch/en

作者推荐

http://www.lavauxexpress.ch/
http://www.wanderland.ch/en/routen_detail.cfm?id=338819
http://www.cn.goldenpass.ch/default.asp?OrgID=7
http://www.cn.goldenpass.ch/default.asp?OrgID=7
http://www.cn.goldenpass.ch/chocolate_train_cns
http://www.cn.goldenpass.ch/chocolate_train_cns
http://www.lavaux-panoramic.ch/en/timetable.html
http://www.lavaux-panoramic.ch/en/timetable.html
http://www.barontavernier.com
http://www.barontavernier.com
http://www.lavauxexpress.ch/
http://www.lavauxexpress.ch/
http://www.montreuxriviera.com/en/page.cfm/Culture_loisirs/Sports_ete/Sport_aerien_F
http://www.montreuxriviera.com/en/page.cfm/Culture_loisirs/Sports_ete/Sport_aerien_F
http://www.wanderland.ch/en/routen_detail.cfm?id=338819
http://www.wanderland.ch/en/routen_detail.cfm?id=33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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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远足徒步路线 Chemins de randonnée

          路线难度较低，通常适于各年龄段户外爱好者。

标识均为黄色。

高山徒步路线 Chemins de montagne
此类路线通常没有明确的路径，部分路段较窄且陡，危险路段会设

置钢缆等安全设施。路线难度中等。

标识颜色为白红白条纹。

  

阿尔卑斯远足路线 Chemins de randonnée alpine

此类路线为高难度高山徒步路线，只适合有经验的专业爱好者。

标识颜色为白蓝白条纹。

 

相关网站：

瑞士联邦旅游局路线推荐(中文)
www.myswitzerland.com.cn

瑞士联邦旅游局机动瑞士(英语，法语，德语及意大利语)

www.schweizmobil.ch/en/welcome.cfm

徒步瑞士(法语及德语)

www.randonner.ch

★ 其他

自行车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瑞士城市之间多修有环境优美的自

行车及徒步专用道，联邦铁路的自行车租赁提供异地还车服务。

餐饮 
瑞士法语区的特色菜是奶酪火锅(Fondue)、烤奶酪(Raclette)及各
种干肉类制品。奶酪火锅的味道比较浓烈，并在烹饪时添加了白葡
萄酒，中国人适应起来有一定困难。建议先尝试一下烤奶酪，让自
己有一个适应过程。而另一道瑞士特色菜——巧克力火锅(Fondue 
au chocolat)，不怕甜的朋友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作为国际中心的日内瓦和洛桑餐馆云集，可以品尝到瑞餐、法餐、
意大利餐、西班牙餐、中餐、日餐和墨西哥餐等多种美食。街头咖
啡馆遍布，你可以边喝咖啡边品尝当地的甜点及瑞士手工巧克力。

★ 营业时间 
除麦当劳类快餐，瑞士餐厅多数周一不营业，厨房一般在22:00之后

就不再接待客人，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段且附近没有麦当劳，您就只

好寻找自动贩卖机去购买一些饼干充饥了。

★ 预约
餐厅就餐建议预约，特别是一些声誉好的餐厅(可参见米其林及

Routard的推荐)，圣诞节元旦这类的节假日，营业的餐厅不多，更

需要提前预定。

★ 菜单及价格
瑞士餐厅的菜单普通来说分3道：头道(Entrée)为沙拉，冷盘类开胃

菜；主菜(Plat)为各种肉类，海鲜类主食；甜点(Dessert)为糕点，

冰激凌类饭后甜点，越高级的餐厅分的越细。

住宿 
瑞士酒店的宿费基本都在每个房间100瑞郎以上，最便宜的酒店是
青年旅舍和背包客旅舍，每晚的宿费在每人每晚30瑞郎以上，再贵
一点是带早餐的BnB/家庭旅舍，这类旅舍宿费差异较大，平均约在
每人每晚50瑞郎以上。最近几年，不少地区的农场开始提供草棚住
宿服务， 费用一般为30瑞郎左右，不过在牛粪香中入睡好像很难称
的上香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对于喜欢交友的朋友，沙发客(CouchSurfing)也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益自助游网站，会员之间通过一套有效的
评估系统相互分享自己家的“沙发”，既省钱又能进行文化交流。
这个全球性的沙发客网站已经有了两百多万注册会员。 
www.couchsurfing.org

如果长时间在某一城市逗留，短租公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相关
信息可以搜索Homegate房屋租赁中介的网站: 
www.homegate.ch

自驾游或者背包客可以选择露营方式在瑞士旅游，瑞士数百个露营地保
证您背个帐篷睡袋便可以游遍瑞士，营地一般提供付费洗浴及公共卫生
间。平均价格约每人每晚10瑞郎，少数营地也提供帐篷租赁服务。
www.swisscamps.ch 

★ 青年旅舍
适于学生及年轻人结伴旅游。
www.youthhostel.ch/en

★ 背包客旅舍
适于学生及年轻人结伴旅游，最便宜的床位为需自带睡袋的大通铺。
www.swissbackpackers.ch 

★ BnB/家庭旅舍
适于个人及家庭，或独自旅游或2人左右结伴出游的年轻人
www.bnb.ch

www.couchsurfing.org

瑞士就餐的人均消费很高，普通餐厅在50瑞郎以上，经济一些的也

在20瑞郎以上，相对便宜的是麦当劳类的快餐，及各大超市的自助

餐厅，人均消费约13瑞郎，以上价格均不含酒水。多数餐厅中午会

提供优惠套餐，相对于晚餐价格会便宜30%左右。

不同于周边的西欧国家国家，瑞士中餐厅多数定位为中高档餐厅，

正餐餐费人均约50瑞郎以上。

★ 小费

在瑞士餐厅，酒吧及咖啡馆消费，小费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建议根

据服务质量留2%-10%的小费。

http://www.myswitzerland.com.cn/zh//interests/summer-outdoor/hiking.html
http://www.myswitzerland.com.cn/zh//interests/summer-outdoor/hiking.html
http://www.schweizmobil.ch/en/welcome.cfm
http://www.schweizmobil.ch/en/welcome.cfm
http://www.randonner.ch
http://www.randonner.ch
http://www.couchsurfing.org
http://www.couchsurfing.org
http://www.homegate.ch/rent/holiday-rentals?a=default&l=default
http://www.homegate.ch/rent/holiday-rentals?a=default&l=default
http://www.swisscamps.ch
http://www.swisscamps.ch
http://www.youthhostel.ch/en/
http://www.youthhostel.ch/en/
http://www.swissbackpackers.ch
http://www.swissbackpackers.ch
http://www.bnb.ch/
http://www.bnb.ch/
http://www.couchsurfing.org
http://www.couchsurf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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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场草棚旅舍
        适于个人及家庭
www.schlaf-im-stroh.ch/en

★ Tips：瑞士插座 

瑞士插座与中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出行前请确定携带了转换插

头。插座图形参见穷游锦囊之旅行插座汇总锦囊。

购物 
相对于德国法国等周边西欧国家，瑞士的物价仍算很高。很多住在
日内瓦、洛桑的瑞士人，都会不时跑去周边的法国边境购买日常生
活用品。瑞士也不算是消费者天堂，虽然可以在日内瓦、苏黎世、
洛桑这样的大城市内，找到大多数世界顶级品牌的专卖店(日内瓦为
英国花园周边，洛桑为Rue de Bourg周边)，但是其价格及8%的退
税率，使其相对于周边的其他国家失去不少吸引力，如果路程安排
不只瑞士，建议把购物这一部分安排在欧洲其他国家。

★ 退税
在瑞士一次性消费超过300瑞郎，可以申报退税，请在购买商店索
要退税单并请商场客服帮忙填写。

机场出关之后在写着"CUSTOMS"或"EXPORTDOCUMENTS"标志
的小亭子或柜台，找到海关工作人员办理。如果是自动柜台，需要
您站到柜台里，然后选择使用的语言，按照屏幕指示轻松操作。海
关有可能要求您出示所购商品。如果商场已经当场退还税款，请将
敲过章的退税单交回海关。如果商场未当场退还税款，您可以在附
近的“Global Blue”柜台领取退税款。

如果乘火车离开瑞士，日内瓦前往法国的话，在日内瓦火车站盖章并
将表格投入Global Blue的信箱，退税款会退回您的信用卡账户上，
如果是洛桑前往法国，请联系火车上海关并敲章，如果没有遇到海关
检查，可以让车上的列车员在退税单据的正面签署日期、列车班次号
和您的目的地，并请写清楚您的信用卡号或银行帐号或详细地址。您
需要将签署过的单据和车票原件按照信封上标注的地址寄出。
www.globalblue.cn  

申根签证可以进入瑞士，但是瑞士并未加入欧盟，在瑞士购买的商
品必须在瑞士境内完成退税手续。

★ 超市
对于日常生活用品， 可以去瑞士的两大连锁超市Coop及Migros购
买，他们基本遍布了瑞士所有城镇。另外，近几年进入瑞士市场的
两家德国连锁超市LIDL和ALDI在价格上更具吸引力，但是位置一般
都比较偏僻，仅适于自驾游游客。

安全
紧急电话:                                警察局:117
火警:118                                救护车:114
紧急道路服务:140                    直升机救援:1414
报时:161                                天气预报:162
道路交通信息:163                    雪崩信息:187
政府部门咨询:111                    国际接线服务:1141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41-031-352-7333

瑞士的夜生活相对比较冷清，多数酒吧一般在午夜停业，大城市会略
晚一些。入夜后，街上行人很少，夜行时最好避开街头聚集的人群，
特别是火车站附近，这些地方多为无业游民及毒贩的聚集地。 

在公用电话亭拨打上述117，118，144紧急电话是免费的；140
及1414按次收取0.2瑞郎的通话费；161及187按次收取0.5瑞郎的
通话费，162及163按每分钟0.5瑞郎收取。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邮
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http://www.schlaf-im-stroh.ch/en/
http://www.schlaf-im-stroh.ch/en/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33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33
http://www.globalblue.cn
http://www.globalblue.cn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subject=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subject=
http://qyer.com/
http://qy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