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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士：瑞不可挡

瑞士风光(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提及瑞士，那儿有美丽的阿尔卑斯雪山；有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传奇——瑞士手表；有带有神秘色

彩的瑞士银行⋯⋯的确，这个西欧中部的袖珍小国承载了太多的传奇。在瑞士，可以领略自然本

色和人类文明发展到极致的完美和谐；可以在依然纯净如初的保鲜空气里为自己洗去旅居大都市

的尘嚣。

瑞士一个可以方便旅行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像它那著名的醇厚巧克力和滑爽的奶酪一般，入口即

化。这里不仅有令好莱坞摄影师垂涎的自然美景，还是冬夏运动的天堂，怎不令人流连忘返！

瑞士，一个你不能擦肩而过的地方⋯⋯

群山、幽谷、冰川、森林、湖泊以及河流——如此众多的美景齐聚瑞士，真是不可思议！无论是

休闲放松，还是开心度假，来到瑞士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瑞士有太多值得你停下脚步的地方，

本攻略中只列出瑞士几个有代表性的目的地，更多的瑞士之美则等待你亲身去体会它。

瑞士最佳旅游时间

瑞士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会给你不同的旅行体验。

春（3-5）

3月提挈诺会举行山茶花节；4-5月，日内瓦湖区将盛放着郁金香、水仙花、鸢尾等；5月伯尔尼市

有天竺葵花市。

夏（6-8）

这个季节除远足健行及骑自行车旅行外，可以进行湖上泛舟、帆板、独木舟、登山攀岩等户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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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秋（9-11）

丰收时节，各地纷纷举行品尝葡萄和奶酪的活动。此时还可以狩猎，品尝狩猎大餐。

冬（12-2）

这是滑雪者尽情享受雪道驰骋的最佳时间。

旅人提示：

4月底、5月和11月高山景区几乎都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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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要到目的地国家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如果申请者无法确定主要目的地，则须将申请提交

到计划逗留时间最长的国家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如果申请者在不同申根国家的逗留时间相同，则

须将申请材料递交到行程的第一站国家的大使馆或领事馆。

持公务护照（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及普通公务护照）的申请者由外交部下属的相关机构代为提交

申请。

持因私普通护照的申请者则须亲自提交申请。如果申请者过去两年内获得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瑞士

签证或申根国家签证的，可以由他人代为申请。 

                                               8 / 110



�������

瑞士：瑞不可挡

 

上海、江苏、安徽和浙江的居民必须向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

2：00，节假日除外，无需预约。

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和海南的居民必须向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申请：办公时间，周一

至周五8：30-11：30，节假日除外，无需预约。

香港和澳门居民则须向瑞士驻香港总领事馆申请：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

节假日除外，无需预约。

居住在中国其余省份的居民在北京的瑞士驻华大使馆申请：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00，节假日除外，无需预约。

中国公民如果护照签发地与所属领区不符，申请者必须向瑞士驻华大使馆/总领事馆出示暂住证的

原件和复印件。

瑞士驻华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将保留向申请者要求补充资料或面试的权利。

申请者在提交申请时必须提供以下英文、法文、德文或意大利文的资料，以便对签证申请进行处

理。

� 详细的全部行程（包括在其他国家停留情况）

� 酒店预订确认件

� 用英文，法文，德文或意大利文书写的往返交通确认（复印件即可）

� 护照原件（必须在离开申根地区时至少还有三个月的有效期）

� 护照1-6页复印件，以及所有签证和出入境记录章的复印件

� 旧护照（如有），包括原件和所有签证及出入境记录的复印件

� 填写完整，经本人签名并注明日期的申请表（也可以在瑞士驻华大使馆网站下载)

� 两张护照用的彩色近照，白底，尺寸为 3.5cmx4.5cm

� 名片（学生，无业者和退休人员除外）

� 提供足够的财力证明(如：近期3-6个月记录的银行（对账单）存折，房产证明，

车主证明，银行存款证明原件和复印件等)

� 户口本（原件和所有页面的复印件，翻译件）

� 雇主（单位）的准假证明（如果是中文版本, 请提供原件和翻译件），须注明申请人的姓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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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期，职务，月收入，在职时间，公司同意其请假的说明和费用开支的安排，公司地址，电子

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盖章和签名，以及代表公司的负责人的姓名和职位名称。或退休证（原件

，复印件和翻译件）

� 覆盖整个申根地区行程的相关保险凭证（使馆联原件和复印件），其险额必须不少于30,000欧

元——足够支付任何紧急医疗服务和因为健康问题的遣送安排。

� 瑞士驻华大使馆网 公布的签证费（成人每人60欧元，6岁至12岁的儿童每人30欧元，6岁以下儿

童免签证费）。瑞士驻华大使馆只收人民币，不设找零，如果拒签或撤签均不退款。

� 任何您认为与签证有关的其他资料。

如果签证申请获得批准而且申请者已经支付签证费用，签证通常会在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15工作

日以后签发。

旅人提示：

中国大陆游客可以登录瑞士驻华大使馆中文网www.eda.admin.cn/beijing

获取详尽的信息，本部分内容仅供参考。

申请表可以在使馆/领事馆索取或者通过下载并打印‘签证申请表’。使馆/领事馆能够接受填写

准确和签字的复制的申请表；但通过电子邮件寄给领馆的表格将不受理。

   

2、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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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单位：瑞士法郎 (CHF／Sfr)和生丁／或分(瑞士货币单位) (Ct／Rp)

1瑞郎=约7.3元人民币

1瑞郎=约0.68欧元

纸币：CHF10，CHF20，CHF50，CHF100，CHF200，CHF1000

硬币：5Ct／Rp，10Ct／Rp，20Ct／Rp

1／2CHF(50Ct／Rp)，CHF1，CHF2，CHF5

兑换：

在瑞士，银行、车站、宾馆、机场等各个地方都可以兑换美元或欧洲主要货币。尤其是在瑞士约3

00个车站兑换处，从早晨到晚上甚至周末都营业，所以非常方便。

卡：

大部分卡如：VISA，Master，Diners，American Express等都可以通用。

   

3、服装建议

从地区看，被群山包围的北部平原气候比较暖和，湖畔地区也是气候宜爽的好地方。瑞士南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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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中海影响，所以比较热。但是一天内的温差较大，早晚凉，即使在盛夏，最好还是准备长袖

衣服。最好全年都准备能挡风的夹克或厚运动衫等穿戴方便的衣服。

   

4、电压/插头

电压

瑞士的电压为220伏，50赫兹。插头与在其他国家所使用的不同，也与德标不同，有2孔式及3孔式

，2孔式的插头插孔也分内藏型和平型。在中国境内购买时请确认“瑞士标”而非一般德标或欧标

。一般酒店都提供转换插头借用服务。

插座类型 

在瑞士一般不使用中国常用的标准插座。瑞士的插座有3种，最常见的是TT83型，近年来由于数

字计算机的广泛使用，RJ45也使用得多，还有旧式的4孔插座，所以最好准备上述3种拾音器。

旅人提示：

宾馆的电路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另外，宾馆的外线为0时，接电路需要注意。如果连接有问题

，可以咨询宾馆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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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瑞士最棒体验

   

1、行走伯尔尼 看万种色彩的老城

(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行走在伯尔尼的老城区，你会看到用碎石铺成的马车道，街道两旁彼此相连的漫长拱廓，红瓦白

墙相映生辉的古老房屋，各有典故的街心喷泉彩柱，16世纪的钟塔及始建于1421年的晚期哥特式

大教堂，这些都更加凸显了伯尔尼老城区的古色韵味，置身其中可以让你感受到中世纪的风情。

旅人提示：

在伯尔尼有11个历史悠久的喷泉，从16世纪起，这些装饰着美丽石像和青铜雕像的喷泉为这座中

世纪城市的街道增色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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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漫步伯尔尼购物拱廊 尽享购物乐趣

(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伯尔尼的购物拱廊长达6公里，是欧洲最长的购物拱廊之一。拱廊保持着800年前初建时的风格，

从古董到纪念品、服饰到巧克力，应有尽有。观赏这里的橱柜本身就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在拱廊

购物，你永远不用担心天气的变化，只需放慢脚步，慢慢享受这份购物的乐趣就好。

   

3、采尔马特：夏日中的清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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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步入初夏，滑雪胜地马特宏峰冰川天堂变得越来越受瞩目。这里是欧洲最高及最大的夏季滑雪胜

地，总长超过21公里的滑雪道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来采尔马特，感受夏日中的清凉体验吧！

   

4、享受徒步，体验“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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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在采尔马特，有超过1千种阿尔卑斯花草，其中有许多种类受到保护，如瑞士的国花—小白花，在

这总长超过400公里的徒步路线，随著沿路清楚的标示牌，你将发现宁静的山中湖泊、翠绿的草地

及壮观的冰川，沿途可寻找吐拨鼠、羚羊、高山山羊及鹿的踪迹，还有无可比拟的阿尔卑斯山景

象，可以说在采尔马特全年都有不同的惊喜。

   

5、独特的城市标志 任意角度观赏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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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不少大城市多以标高建筑物为标志，但是在日内瓦，它的城市标志却是——日内瓦大喷泉。虽然

最初只是为了释放附近水力发电厂的多余水压，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可以喷射出高达140米高水柱

的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喷泉。喷泉的水柱舞动着射向蓝天，约有50层楼的高度。转眼间水柱又从顶

端急转直下，洒下束束凌琼碎玉，形成一面犹如薄纱的风帆。有时，它还会随着正面吹来的微风

形成扇形。若在落日余晖中，它还会呈现道道彩虹。在日内瓦市的任意角落，朝日内瓦湖方向望

去，都可以看到这壮美的——日内瓦大喷泉。

   

6、泛舟琉森湖 欣赏湖畔绝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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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琉森湖，又称“四森州湖”。是瑞士最壮观的湖泊，长度为39公里，宽度为3公里。琉森湖是一个

多岬角的湖湾，水最深处有214米，风景如画，是疗养和旅游胜地，也是整个琉森城市构成的主体

，许多古老的建筑均是傍湖而建。因为经常有许多天鹅栖息在琉森湖中，所以也被称为天鹅湖。

乘船游湖，两岸的山色湖光、异域建筑，不断映入眼帘，会让你有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忘情于

这山水之间。

   

7、阿勒河畅游 感受天然的游泳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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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瑞士境内河湖众多，且水质纯净，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游泳天堂。夏天流经伯尔尼的阿勒河里随处

可见尽情畅游的人们。试想一下世界上哪国的首都可以让你在河中游泳，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样

的畅游机会。

   

8、苏黎世街道游行 音乐与色彩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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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苏黎世街道游行，世界上最激动人心、规模最大的电音街道游行狂欢。每年8月在市中心和湖畔举

行。届时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苏黎世街头，参加热闹的街头狂欢游行。盛装的音乐花车缓缓前行，

每辆车都播放着电子音乐，车上有著名的音乐主持或现场表演。对于喜欢电音的人来说，这绝对

是一场音乐与色彩的盛宴。

旅人提示：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过瘾的话，还可参加苏黎世市内或市郊从周五晚到周一凌晨的狂欢派对。

   

9、享美食赏风景 完美组合的绝妙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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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绝妙体验 提供)

瑞士有很多可以一边进餐，一边观看风景的地方。日内瓦湖、琉森（卢塞恩）湖、苏黎世湖、布

里恩茨湖等地方，也可在湖畔停泊的船上享受晚餐线路或午餐线路。火车上的餐车也是很棒的进

餐场所，大部分的快车里面都有简单的自助餐及多种套餐，而且还销售价格便宜的简单快餐食品

，新鲜的沙拉、饮料等。另外有很多特别列车带有传统的餐车，或按个人喜好提供特别的餐饮服

务。例如，内部装修讲究的“冰川快车”；有品种丰富的菜单的“Brunigg-全景快车”；以及因奶

酪闻名的“奶酪快车”等。这样一举两得之事，一定要亲身体验一次！

旅人提示：

瑞士的火车一般都设有餐车，时刻表上都有餐车的标志（网上时刻表用WR表示），所以很容易

了解该车是否设餐车。餐车的预约与咨询不在铁路公司进行，而是在餐车公司进行。查找时刻表

的附录，可以找到联系方法。

   

10、在瑞士品尝各式巧克力美食 美好滋味忆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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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巧克力的滋味就是爱情的滋味。也有人说，巧克力是一个有味道的精灵，它懂得如何让

故事留在唇齿之间，直抵心灵。瑞士是世界上巧克力的第一生产大国，知名度享誉全球。除了纯

粹的巧克力产品外，瑞士人也把巧克力在其他各类食品中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如巧克力麦片、巧

克力酸奶、巧克力糕点、巧克力火锅、另外还有各种巧克力饮料⋯⋯绝对可以让你沉浸在巧克力

的美好滋味中无法自拔。

   

11、在美味的奶酪中品尝阳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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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是另一种让瑞士名扬天下的食品。瑞士的450多家奶酪制造商都在生产这些代表着瑞士文化的

美味食品。生活在鲜花盛开的牧场上的奶牛为瑞士奶酪提供了优质的原料，你甚至能从美味的奶

酪中品尝到阳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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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黎世：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工商、金融和文化中心，连续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拥有

苏黎世�克洛藤国际机场，是中国到瑞士的门户城市。它虽为大都市，却兼具小城市的独特魅力

。苏黎世湖畔和利马特河沿岸绿树成荫非常漂亮。以圣母教堂（Fraumunster）为标志建筑的旧城

区，保留着浓郁的中世纪风情。这里有丰富的购物机会，有世界级的娱乐设施，还有迷人的博物

馆和美术馆、小酒吧以及包括从传统的六鸣节到街头游行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

   

1、班霍夫大街（Bahnhofstr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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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苏黎世有着世界上最富有的街道——班霍夫大街（BAHNHOFSTRASSE），也称车站大街。班霍

夫大街是欧洲最长的一条购物大道，也是世界上其中一条最昂贵的购物大道，与纽约第五街（the

5th Avenue）齐名。优雅的时装店，皮草店、珠宝商店、香水店、和银行林立在街道两旁，实在是

追求顶级名牌者的圣地。

   

2、苏黎世动物园（Zürich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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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中可爱的企鹅(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苏黎世动物园位于离市中心约3.5公里处的苏黎世伯格（Zurichberg），风景优美，绿草如茵。这里

有来自全世界的2000多种动物，除了许多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动物外，还有大量来自南美的动物。

造型独特的展馆内，饲养着热带雨林鸟类、猿类、爬行动物以及其它种类的动物，其生活环境仿

照它们栖息地的自然环境而建造。新开放的露天展馆可以观赏到熊和长鼻浣熊，这也是苏黎世动

物园的另一处引人入胜的景点。

门票：成人/学生 14/7瑞郎

地址：瑞士苏黎世（Zürichbergstrasse 221 8044 Zürich）

电话：+41 44 254 25 00 

开放时间：

3月-10月：9：00-18：00（Masoala热带雨林10：00-18：00）

11月-2月：9：00-17：00（Masoala热带雨林10：00-17：00）

交通：在苏黎世中心街--班霍夫大街乘开往Zoo的6路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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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黎世植物园（Zurich Botanic Garden）

植物园中闲适的人们(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苏黎世植物园位于苏黎世大学中，占地53,000平方米，这里曾经是私家花园，多年来除了一些很

小的变化，基本保持了原貌，很多古树也保存了下来，是游人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来这里不可不看的部分有：地中海花园、高山植物园、湿地植物园和喜酸性植物园。

地址：瑞士苏黎世（Botanischer Garten Universit�t Zürich Zollikerstr. 107 8008 Zürich）

电话：+41 (44) 634 84 61 

开放时间：

10月-2月，花园：星期一到星期五，8:00-18:00；周末和假期，8:00-17:00

温室：每天，早9:30-16:00

交通：

在市中心乘坐2号电车、4号电车到Hoschgasse下车即可

琉森（卢塞恩）-苏黎世：火车1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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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苏黎世：火车1个小时5分钟

伯尔尼-苏黎世：火车1个小时30分钟

   

4、苏黎世美术馆（Kunsthaus Zürich）

(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位于苏黎世旧街区，此美术馆自1787年开设，历史悠久，以19至20世纪的西洋绘画（印象派及达

达艺术）作品荟集而闻名。馆中以瑞士人的作品居多，出生于瑞士的贾科梅蒂、荷杜拉、贝克林

等画家的作品有很多，除此以外还收藏有许多现代绘画作品，美术馆常年展出毕加索、莫奈、蒙

克、马蒂斯、塞尚、雷诺阿、罗丹等伟大的画家和雕刻家的作品。罗丹的著名雕塑《地狱之门》

即位于美术馆门口。另外照片版画等收藏也相当丰富。

门票：由展览内容而定

地址：瑞士苏黎世（Heimplatz 18032 Zü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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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1 44 253 84 84 

开放时间：

周二-周四：10：00-21：00

周五-周日：10：00-17：00

周一休息

交通：

在火车站前乘坐开往Klusplatz的3路有轨电车，在第三站Kunsthaus下车。

   

5、圣母教堂（Fraumue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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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前身是专供贵族妇女使用的修道院，教堂内五扇长玻璃窗的精美彩画是夏加尔（Marc

Chagall）作品，玻璃彩画吸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夏加尔迷们。

地址：瑞士苏黎世

开放时间：

4月至10月：星期一至星期六 10：00-18：00 星期日 11：15-18：00

11月至3月：星期一至星期六 10：00-16：00 星期日 11：1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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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教堂（Grossmünster）

(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这座12世纪的罗马式建筑被视为瑞士宗教改革的教会本部之一。从教堂中央大堂登上184级台阶，

老城和苏黎世湖的美景尽收眼底。

地址：瑞士苏黎世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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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至10月9：00-18：00

11月至3月中旬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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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尔马特：无污染天堂

(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采尔马特位于瑞士南部，海拔1620米，这一风景如画的山村就在举世闻名的马特宏峰山脚下，现

在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这里禁止驶入机动车（汽车停在塔什车站前的大停车场，从那里换乘铁路进入采尔马特），因此

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可谓无污染天堂。

旅人提示：从采尔马特一端走到另一端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

夏季漫步、骑自行车、登山和阿尔卑斯高山游览是最受欢迎的运动。每年这里海拔4000多米的高

山都吸引着众多阿尔卑斯登山爱好者。400多公里的远足小径也指引不太擅长登山的游客穿越采尔

马特附近美丽的高山。

马特宏峰冰川天堂（Matterhorn Glacier Paradise）

这是欧洲海拔最高的观景台，在这里可以欣赏马特宏峰及分布在瑞士、意大利和法国的阿尔卑斯

山美景。

冰川宫殿

全世界最高的冰川宫殿就在马特宏峰冰川天堂，你可以搭乘申降梯直达这座全新建造及设计的冰

川宫殿。冰川宫殿里有造型奇特的冰川结晶及造型精美的冰雕，你可穿越冰川裂缝体验这座万年

不化的冰川宫殿，也可以坐在宫殿内铺有坐垫的椅子静静地欣赏这座神奇的冰川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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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前往马特宏峰冰川天堂位于采尔马特的缆车站，可以选择步行；也可以自采尔马特火车站旁搭乘

黄、绿相间电动车（凭缆车票可以免费）。先搭乘8人座的空中缆车前往富丽（Furi）（约10分钟

）。由此站换乘可容纳120人的大型缆车前往特劳克纳施泰格（Trockener

Steg），这里有一家温馨的餐厅，可选择于此用餐或继续旅程。

费用：往返98瑞郎/人，持瑞士通票一般享有半价折扣。

戈尔内格拉特（Gornergrat）

从这里的眺望台可以欣赏到著名的马特宏峰和罗萨峰等38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以及阿尔卑

斯山区第二大冰河——戈尔内冰河。

旅人提示：

从距离采尔马特火车站仅50米的起点搭乘瑞士海拔最高的露天齿轨火车线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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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内瓦：和平之都

(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毗临辽阔的日内瓦湖，坐落在欧洲最美丽的田园间，四周青山环绕，远处是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雄

姿，位于湖滨一隅的日内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旅游胜地。大约200个国际组织都

选择日内瓦作为自己的家，这其中包括联合国总部，和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1、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Palais des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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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联合国欧洲总部的所在地万国宫座落在瑞士日内瓦莱芒湖右岸，主楼为方形建筑，整体呈双马蹄

形。随着联合国活动的增加，万国宫无法满足需要。1969年联合国决定扩建万国宫。1973年落成

的新配楼通过一条空中走廊与老楼相连。扩建后的万国宫总占地面积达3.26万平方米，由四大建

筑组成，即中央大会厅、理事会厅、国际会议中心和图书馆。万国宫的建筑风格很有“万国特色

”，联合国成员国捐献的装饰和陈设物品使多元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反映。走进万国宫犹如走

进了一个微缩的“世界文化大观园”，它是欧洲仅次于凡尔赛宫的第二大建筑群。

门票：成人/学生 8.5/6.5瑞郎

地址：瑞士日内瓦（Ave de la Paix9-14）

电话：+41 (44) 634 84 61 

开放时间：

7月、8月9：00-18：00；4月至6月和9月10：00-12：00和14：00-16：00；11月至3月周一至周五10：

00-12：00和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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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内瓦湖大喷泉（Jet d’eau）

(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日内瓦大喷泉是这个城市的标志，位于市中心旁边的日内瓦湖。大喷泉已有100年的历史。以130

匹马力的电机做动力，出口速度每小时200公里，水柱高达140米，相当于45层楼高的摩天大厦，

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喷泉。

   

3、英国公园（Jardin Ang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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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在英国公园中最不错过的景观就是——大花钟（L`Horloge Fleurie）。它将花卉之美与高超的钟表

工艺相结合，用6500盆鲜花创造出一个直径5米的大花钟，年年月月展示在莱蒙湖畔，成为世界花

钟的始祖。

观赏花钟的游客大多要做两件事，一是要与花钟合个影，二是要以花钟为标准，校正一下自己的

手表。

   

4、阿里亚纳博物馆（Ariana Museum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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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日内瓦阿里亚那博物馆是瑞士唯一的展示制陶业、玻璃和瓷器制造工艺的博物馆，它也是欧洲非

常重要的以展示着一类艺术品为主的博物馆之一。

馆内收藏着16,000多件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陶瓷器和陶制人像，从收藏数量来说是欧

洲最大的。

地址：瑞士日内瓦（Swiss Museum of Ceramics and Glass Avenue de la Paix 10 1202 Genève）

电话：+41 (0)22 418 54 50

开放时间：

每日上午10:00-下午5:00

周二闭馆

交通：可以乘坐8路、18路、或者F、V、Z路公共汽车在Ariana或Appia站下车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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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因特拉肯：少女峰脚下的风光小镇

(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因特拉肯（Interlaken）位于世界著名的少女峰脚下，坐落在图恩湖和布里恩茨湖之间，居于瑞士

的中心地带。乘火车从苏黎世（2小时）、伯尔尼（1小时）或日内瓦（2个半小时）都能轻松达到

这里。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因特拉肯成为游览少女峰的理想起点。同时，因特拉肯还是冬季

度假的胜地。

旅人提示：

因特拉肯将于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1月2日，举行为期3日的庆典活动。聚会在12月31日伴随着

节日盛宴拉开序幕，1月1日将在荷黑马特广场举办一场激动人心的露天音乐会，广场上设有茶点

摊位，游客们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焰火表演。传统的“Harderpotschete”游行将邪恶的鬼怪赶出

这个地区，为整个活动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荷黑马特（Hohemantte）

荷黑马特是因特拉肯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位于市中心的公园，占地35英亩。您可以看到各具

特色的火车模型穿梭在各条著名的铁路线上。齿轨火车和缆车游船将因特拉肯与该地区的众多村

庄和游览线路练成一个整体，您可以方便的抵达或参观。

少女峰（Jungfrauj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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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少女峰是伯尔尼高地最迷人的景观，最著名的山峰之一；另外它与中国安徽黄山的姊妹峰友好关

系更让中国游客倍感亲近。

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著名的少女峰铁道（Jungfraujoch Railway）可以带领游客到达海拔3454米的欧洲

最高的火车站——少女峰火车站。这里备有餐厅等服务设施，还可以亲身前往在冰河下凿建出来

的超级冰宫，体验冰河内部的世界，在斯芬克斯观景台和普拉特观景台可以观赏到阿尔卑斯壮观

的全景图。也不妨在冰河雪地中进行一些室外运动。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

游览时间：一天左右

交通：

火车：从因特拉肯东站(Interlaken Ost)

汽车：因特拉肯-少女峰：乘火车2小时20分钟

旅人提示：

少女峰铁道公司照亮少女峰

Gerry Hofsetter 将创造众多令人难忘的时刻以纪念少女峰铁路百年诞辰。这位照明艺术家已经照亮

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众多建筑物、纪念碑、风景和山峰，这一次他将用自己神奇的技术将少女峰

变成一件艺术品。2012年1月的第一周，Hofstetter将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少女峰之巅安营扎寨，并从

那里照亮少女峰。一个瑞士十字标识、一幅少女峰铁路创始人Adolf Guyer-Zeller（1839-1899）的

肖像以及一幅少女峰铁路列车的图片将投射在少女峰的北坡上。这次灯火艺术投影将拉开百年庆

典的序幕。

一条250米长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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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为迎接少女峰铁路百年诞辰，一条250米长的环形游览地下通道将在少女峰上迎接游

客的到来。这条通道将斯芬克斯观景台与冰宫直接相连。移动人行步道可以将游客送往更陡峭的

地方。该游览项目的一个独具魅力之处在于：游客可以在凹室中了解阿尔卑斯山旅游业的发展和

少女峰铁路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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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伯尔尼：有着玫瑰花香味的城市

(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伯尔尼拥有清新的空气、优良的水质，堪称绿色之城、天然之城。玫瑰公园是您领略伯尔尼老城

风景的绝佳去处；可以在欧洲最长的购物拱廊之中尽享购物乐趣；独具特色的爱因斯坦博物馆和

瑞士最古老的美术博物馆深深的吸引着艺术爱好者。

   

1、玫瑰园（Rosengarten）

                                             43 / 11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567&do=album&picid=50013&goto=down#pic_block


�������

瑞士：瑞不可挡

(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伯尔尼市内的古老建筑园林，玫瑰园中栽培着220多种玫瑰和28个不同品种的杜鹃花，玫瑰盛开之

时，万紫千红，芳香扑鼻，游人如织。在这个公园里可以欣赏老城和阿勒河的美丽风光。

交通：从火车站乘坐10路汽车Rosengarten站下车。

旅人提示：园内餐厅3月至11月底每天9：00-24：00

   

2、大教堂（Münster）

大教堂始建于1421年，但它的尖塔直到近500年后的1893年才建成。大门上的浮雕创作于15世纪，

名为《最后的审判》，表现的是有罪的人被投入地狱接受永世惩罚的情景。教堂内部装饰画以更

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同样的主题。这些彩色玻璃上的装饰画创作于1561年，主题是《死亡之舞》。

不过最壮观的要数从门口盘旋而上的344级台阶，拾阶而上，可以到达100米高的教堂顶部，俯瞰

全城和Bernese Mittelland并眺望远处白雪皑皑的伯尔尼高地（Bernese Oberland）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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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地址：瑞士伯尔尼（Cathedral of Bern Münsterplatz 1 Postfach 532）

电话：+41 (0)31 312 04 62

开放时间：冬季，周日11:30-14:00，周六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7:00，周二至周五上午10:00-

12:00，下午14:00-16:00，周一关闭；夏季，周日11:30-17:00，周二至周六10:00-17:00，周一关闭。

注意：如登顶需至少在关闭前半小时抵达教堂。 

交通：火车站乘坐3/5/9路电车或12路汽车Zeitglocken站下车

旅人提示：

如登顶需至少在关闭前半小时抵达教堂。

举行葬礼和其他集会时会临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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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苑（Barengraben）

(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从1513年开始，这里一直饲养着伯尔尼的城市吉祥物——熊。这里的熊可以随着饲养员的口令，

作站立、卧倒、躺地、向左走或向右走等表演，那优美的姿态，滑稽的动作，引得游客笑声朗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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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4、联邦国会大楼

(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是瑞士最重要的建筑之一，由两个会议厅和一个中央大厅组成，厚重坚固。这里召开议会，从事

政治活动。联邦国会大楼是瑞士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大楼前的广场有喷泉表演。

开放时间：提前一天预约，有机会获得参观机会（预约电话+41 31 322 8522）。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11：00，14：00-16：00每小时整点，星期四下午至19：00。

旅人提示：

议会期间、公共假期和特殊活动期间不开放。需出示护照。全程45分钟。请于整点前30分钟抵达

议会大楼东侧的安全检查口处等候。

   

5、爱因斯坦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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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爱因斯坦在1903-1905年确立相对论时居住的房屋，现在成了纪念馆供游客参观。

交通：火车站乘坐3/5/9路电车或者12路汽车Clock Tower站下车。

   

6、钟楼（Zeitglockentu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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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钟楼本身是13世纪老城墙的一部分。城楼上的大钟是后来才建造的，但它仍然是瑞士最古老的城

墙：钟表的机械建造于1530年。钟楼大钟的第一次建造包括：鸣叫三次的金公鸡和钟楼顶部的金

色骑士Hans von Thann，他手执小锤敲钟报时。身着伯尔尼城市颜色的旋转小熊是1610年加上去的

。它们代表着城市的力量。

   

7、伯尔尼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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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伯尔尼最富想象力的景物是那些建于16世纪的街心喷泉，有的表现的是英雄人物，有的则是恐怖

的魔怪。这些喷泉形象多样，每个泉都有泉柱塑像，泉水从雕塑的柱石中潺潺流出，而这里的每

一个雕塑都讲述着一个传说、一个童话，形象生动，引人入胜。

伯尔尼市内有11座喷泉矗立在街道的中央，不但为人民了解瑞士和伯尔尼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可视

的物件，逛街时口渴也可作为饮用水。

1）希姆逊喷泉（Simsonbru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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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刻画了圣经中的英雄人物希姆逊（Simson或Samson）战胜了一只雄狮的情景，该喷泉位于

克拉姆大街（Kramgasse）的中部。

2）安娜塞勒喷泉（Anna-Seiler-Brunnen）

安娜塞勒是伯尔尼小岛医院（Inselspital）的组建人。为了纪念她的功绩，安娜塞勒喷泉（Anna-Sei

ler-Brunnen）被建在马尔克特大街（Marktgasse）上。

3）正义女神喷泉（Gerechtigkeitsbrunnen）

正义女神手持上方宝剑（实行死刑和宣判的宝剑）及象征公正的天平，以示正义的存在。正义女

神喷泉坐落在正义大街（Gerechtigkeitsgasse）上。

4）吃小孩者喷泉（Chindlifresserbrunnen）

“吃小孩的人”是人们对犹太人的称谓。中世纪时曾传说，犹太人有吃小孩的嗜好。吃小孩喷泉

（Chindlifresserbrunnen）矗立在康浩斯广场（Kornhausplatz）上。

5）罗伊发喷泉（Luferbrunnen）

罗伊发（Lufer）曾经是瑞士负责传播信息的人。罗伊发喷泉坐落在罗伊发（Luferplatz）广场上。

6）摩西喷泉（Mosesbrunnen）

摩西是圣经中手拿10项禁令的人物。摩西喷泉位于教堂广场（Münsterplatz）之上。

7）风笛喷泉（Pfeifferbrunnen）

这位手持风笛的吹奏手被雕塑得惟妙惟肖，风笛曾是在瑞士广为流传的乐器。风笛喷泉坐落在医

院大街（Spitalgasse）上。

8）黎夫里喷泉（Ryfflibrunnen）

这个喷泉上雕塑的是传说中著名的弓弩手黎夫里（Ryffli）。黎夫里喷泉矗立在阿尔贝格大街（Aar

bergergasse）上。

9）射手喷泉（Schützenbrunnen）

这个喷泉之上是一位来自16世纪的射手。射手喷泉建立在马尔克特大街（Marktgasse）上。

10）文纳喷泉(Vennerbrunnen)

这里是一位身穿戎装的伯尔尼旗手。文纳喷泉建立在议会大厦广场(Rathausplatz)上。

11）查宁根喷泉（Zhringerbrunnen）

这个喷泉是为纪念伯尔尼城的命名人来自Zhringen（查宁根）的Berchtold五世而修建的。它坐落在

克拉姆街（Kramgasse）著名的大钟楼（Zytgloggen）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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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古尔腾山（Gurten）

这是个伯尔尼南部海拔858米的山丘。伯尔尼的海拔就有542米，因此两者之间的高度差不是很大

，不过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能欣赏到如此广阔的自然风光，实在是很开心。夏天，在这个山

丘上会举行大型的古尔藤音乐节。

交通：

乘坐开往Wabern的9路有轨电车，在终点站前一站的Gurtenbahn下车，稍微再走一段路，

乘坐登山火车Gurtenbahn在终点站下车就是。从火车站过来大约需要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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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琉森（卢塞恩）：瑞士的传统旅游胜地

(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琉森，又称卢塞恩，瑞士最迷人的城市之一。位于瑞士中部，靠近阿尔卑斯山，是许多游览线路

的起点。这里受人喜爱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就像瑞士城镇一幅剪影：弯弯曲曲的鹅卵石街道、尖

塔楼、带屋檐的木桥、外墙绘有壁画的房屋和各类喷泉交相辉映。

旅人提示：

自2012年5月开始，游客可搭乘敞篷车抵达距离琉森30分钟的石丹峰峰顶。持瑞士通票可享受5折

优惠，并在顶层享受清新空气与壮丽风景！

   

1、水塔（Water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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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是琉森最具代表的留念景观。高34米，呈八角型，建于14世纪，原本是旧城墙的一部分。

   

2、狮子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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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是为了纪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誓死保护法王路易十六而牺牲的瑞士雇佣兵而雕刻的，垂死的狮

子形象的纪念碑，被马可�吐温誉为“世界上最让人恸容的石雕作品”。

   

3、瑞士交通博物馆（Verkehrshaus der Sehweiz）

欧洲最具代表性的交通博物馆之一。浅显易懂介绍海陆空以及交通机械方面的知识。还有能欣赏

宇宙和海洋情况的“彩司浪琴天象仪”，把瑞士美景投射在360度大屏幕上的“瑞士全景图”，I

MAX剧场等也相当受欢迎。还设有体验式的娱乐设施。

开放时间：夏季10：00-18：00 冬季10：00-17：00

   

4、文化/会议中心（K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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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车站旁湖面之上的现代建筑，是琉森文化艺术中心，出自著名建筑设计师让�努维尔之手。

内设有大厅、会议厅、美术馆等。其中会议厅设有1,800个座位，是世界上顶级的会议中心之一。

美术馆是瑞士第四大美术展览中心。每年夏季在KKL召开强大阵容的琉森国际音乐节。

   

5、冰川遗址公园（Gletschergarten）

可以看到冰河留下的旋涡状洞穴。公园内还设有冰河博物馆。

开放时间：4月1日至10月31日9：00-18：00，11月1日至3月31日10：00-17：00

交通：步行从火车站和老城区约15分钟抵达，或从火车站乘坐1/19/22/23至L�wenplatz站下车

   

6、铁力士山（Tit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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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位于琉森不远的英格堡（铁力士山的门户），是瑞士中部的最高山峰，也是最壮观的冰川雪景和

最大型全年开放的滑雪胜地。从英格堡出发，换乘三部缆车，包括世界首创的360度旋转缆车，很

快就会从绿树葱郁的山谷达到冰雪覆盖的铁力士山峰顶。在上山的最后一段旅途中，可以乘坐世

界上第一部旋转车将跨越铁力士冰河。

旅人提示：全年开放，除11月内定期检查的两周关闭以外。

2011年铁力士山旋转缆车年度维护停运期为2011年11月7-25日。

由于瑞士政府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11月1日起，铁力士山团队餐上调1瑞士法郎，新的餐

标分别是CHF24.5和CHF20.5。鸡翅套餐维持原价，每份CHF19.5。

根据下雪情况，铁力士山的11/12年度滑雪预计从11月下旬持续到次年的4月底。进入滑雪季后，

山顶冰川乐园的雪地速滑项目将移至缆车Trubsee站。Trubsee站的爱斯基摩人式lglu冰雪酒店村也

将从12月25日开放至次年4月中。

2011年11月30日-2012年4月22日期间，铁力士山旋转缆车公司接受“团队滑雪体验”预定。10人起

，CHF140每人。含缆车票，1-1.5小时专业滑雪指导，雪板、雪杖、雪靴。其它设备可以在铁力士

山山谷站租用。需要提前6个工作日预定，上午场9点集合。

   

7、瑞吉山（Rigi）

瑞吉山有“山峦皇后”之称，这里吸引了众多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是瑞士中部最有名的了望

台，很有名的观赏日出和日落的地方。在山顶的了望台上可以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全景观和延

伸到德国的黑森林和法国的平原。

交通：琉森出发乘船或者搭乘高山铁路1个半小时就可抵达瑞吉山。

   

8、卡佩尔木桥（Kapellbrue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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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是建于14世纪的木制廊桥，屋檐内大约有110幅彩绘装饰于桥的廊顶上。在1993年的火灾中该桥受

到了严重的焚毁，但在次年进行了修复。桥中间的八角形水塔是从前的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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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瑞士交通

   

1、航班

瑞士国际航空公司目前开通了上海/香港和苏黎世间的直飞航班。

苏黎世和日内瓦的机场都有地下火车站，直接衔接往来于各个主要城市时间的列车。

１）苏黎世机场www.zurich-airport.com

铁路：从机场地下火车站到市区中心火车站大约需要15分钟。

出租车：从机场到之中心大约需要15分钟

２）日内瓦机场www.gva.ch

铁路：从机场地下火车站到市区中心火车站大约需要6分钟。

出租车：从机场到之中心大约需要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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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机场(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旅人提示：

苏黎世和日内瓦机场有宾馆接机车，有些宾馆提供免费的接机服务，请在预定时确认。

３）伯尔尼机场www.flughafenbern.ch

铁路：从Bern-Belp站到市区中心火车站大约需要40分钟。（从机场到Belp站有直达汽车，大约20-3

0分钟就有一辆区间汽车，约需要15分钟）

出租车：从机场到之中心大约需要15分钟

４）巴塞尔机场www.euroairport.com

铁路：从机场到市区中心火车站大约需要20分钟。

汽车：大约20-30分钟就有一辆区间汽车，约需要15分钟

５）卢加诺机场www.gva.ch

铁路：从阿格诺站到市区中心火车站大约需要14分钟。

出租车：从机场到之中心大约需要10分钟

   

2、铁路

瑞士人是欧洲最喜欢使用铁路的人群。通常运行于各城市的铁路以EC欧洲城际特快（Eurocity）

、IC国内城际快车（Intercity）及IR国内地区间快车（InterRegio）为主。

旅人提示：

1）观光线路

部分极受欢迎的观光线路如冰川快车、伯尔尼快车和金色山口快车等的全景车厢座位或餐车需要

最少提前一天预订。瑞士境内的各个火车站均可以提供预订服务；或者出发前交由您购买瑞士交

通系统票证的旅行社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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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2）航空铁路行李联运

航空铁路行李联运使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的任意机场将行李托运至瑞士的旅游目的地。火车将自

动把您的行李从机场运至旅游目的地，使您可以在火车站直接提取自己的行李。全世界各机场的

承运人均可提供至苏黎世或日内瓦的航空铁路行李联运服务。

蓬特雷西纳(Pontresina)新增为航空铁路行李联运的目的地(上午8:30之前在苏黎世发运，下午5:00之

后在蓬特雷西纳提取行李)。

价格：15美元。瑞士旅行交通系统的各销售网点均提供该项服务。获取详细信息请访问

网站：www.rail.ch/check-in 。

3）在火车站办理登机手续

您可以在瑞士的50多个火车站办理登机手续，可以在飞机起飞前24小时获得登机卡。

您在瑞士的主要火车站可以办理瑞士国际航空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的登机手续。（飞往美国的航

班不提供该项服务。）

价格：15美元。瑞士旅行交通系统的各销售网点均提供该项服务（北美除外）。获取详细信息请

访问网站：www.rail.ch/check-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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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士

邮政巴士的路线沿用19世纪瑞士在阿尔卑斯山区送信的路径而行，为黄色车身。有些邮局、旅游

咨询中心以及火车站提供时刻表。

巴士站大多在火车站、邮局甚至邮筒附近。

旅人提示：汽车预定运行的时间会随着季节和星期而变化，请注意阅读时刻表上的附注。

   

4、游船/汽船

游船大都全年运行，有些汽船内部设有豪华餐厅。如果选择火车或者汽车沿湖游览可能需要1至2

小时，但是搭乘汽船的话大概需要20至40分钟。

旅人提示：

游船开通时间，以夏季旺季为主，春季和秋季班次减少，冬天停运或者仅限周日运行。通票可以

免费或者优惠乘坐。

   

5、市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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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持通票的游客可以在主要的大城市免费乘坐市内公交。如果没有通票的游客必须在电车或公共汽

车站上的自动售票机上购买（车内不售票）。

旅人提示：

电车和汽车进站以后，首先需要按车门旁边的按钮打开车门，如果不按，车门是不会打开的，关

闭是自动的。

车在每站都停，但是如果没有人上下车的话，车有时候会直接的开过去，到下车的前一站，请按

车内的按钮表示自己要下车，下车的时候必须按车门旁边的按钮。

   

6、自驾车

在瑞士租车，只需要提供有效的（英文版）驾驶执照便可，中国公民境外租用车辆，需要提供中

国驾驶证和中国驾驶证（包括中文驾驶证英文译文，并经由您户口所在地的公证机关公证），驾

证公证的有效期同中文驾证的有效期保持一致，最长为六年。驾者应在20岁以上并有一年以上的

驾龄。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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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环境，瑞士的一些度假区是禁止汽车驶入的。

瑞士的加油站大部分是自助式的，大型加油站接受信用卡支付。

   

7、出租车

除去在火车站或市内繁华街上写着Taxi的专用出租车搭乘点，在瑞士一般无法在街上随意拦出租

车，但是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电话叫车的。

在各个城市出租车的费用亦有差别，例如苏黎世出租车的起价为6瑞士法郎，市内一公里加收3.8

瑞郎（2009年标准）。

   

8、自行车租赁

在瑞士全国200多个火车站，大约提供4000多辆自行车租赁，在一个车站租借及归还，一天的租金

大概33瑞士法郎；租借和归还在不同的车站，一天的租金大概在40瑞士法郎。租用的自行车可以

在火车上免费托运，但非瑞士交通系统所出租的自行车需要支付一天10瑞士法郎的托运费。

   

9、瑞士通票

瑞士通票可以连续使用4天、8天、15天、22天和一个月。除了普通的瑞士通票，瑞士交通系统还

提供各种各样的人性化的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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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一个月内任意使用3天、4天、5天或6天；

无需连续使用的瑞士活期通票（Swiss Flexi Pass）；

2人同行可以选择瑞士活期通票（Swiss Saver Pass）；

26周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选择优惠票（Swiss Youth Pass）；

如果想呆在一个地方的游客可以选择瑞士交通卡（Swiss Pass）；

16周岁以下的儿童在至少一个家长的陪同下，可以享受票价全免的优惠。

6至16周岁的儿童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瑞士交通系统通票2011年新价格

１）瑞士通票(Swiss Pass)

二等舱185欧元/4天；268欧元/8天；324欧元/15天；373欧元/22天；411欧元/1个月

头等舱278欧元/4天；402欧元/8天；486欧元/15天；560欧元/22天；617欧元/1个月

２）瑞士同行优惠票(Swiss Saver Pass)

二等舱157欧元/4天；228欧元/8天；275欧元/15天；317欧元/22天；349欧元/1个月

头等舱236欧元/4天；342欧元/8天；413欧元/15天；476欧元/22天；524欧元/1个月

３）瑞士青年票(Swiss Youth Pass)

二等舱139欧元/4天；201欧元/8天；243欧元/15天；  280欧元/22天；306欧元/1个月

头等舱209欧元/4天；302欧元/8天；365欧元/15天；  420欧元/22天；463欧元/1个月

４）瑞士活期通票(Swiss Flexi Pass):1个月任选用3天或4天或5天或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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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舱178欧元/3天；215欧元/4天；249欧元/5天；283欧元/6天

头等舱267欧元/3天；323欧元/4天；374欧元/5天；425欧元/6天

５）瑞士活期同行优惠交通证(Swiss Flexi Saver Pass):1个月任选用3天或4天或5天或6天

二等舱151欧元/3天；183欧元/4天；212欧元/5天；241欧元/6天

头等舱227欧元/3天；275欧元/4天；318欧元/5天；361欧元/6天

６）瑞士交通优惠卡(Swiss Card)

二等舱130欧元

头等舱182欧元

７）瑞士交通票（又称瑞士转乘票）(Swiss Transfer Ticket)

二等舱91欧元

头等舱137欧元

旅人提示：

以上价格以每位计算，适用于2011年。所有资料可能会有改动。

可以通过下列渠道获取更多信息以及购买瑞士旅行交通系统票证：

欧铁国际商务（欧洲铁路集团公司中国总代理）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19号华普国际大厦601B

电话：+86 10 5166 1666 传真：+86 10 6580 2149

service@europerail.cn

上海欧铁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陕西北路1438号财富时代大厦1223室 200060

广州市中航服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华乐路53号华乐大厦南塔15层 510060

关于各种通票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http://www.myswitzerland.com.cn/zh/travel-info/transportation/by-rail/swiss-pass.html

瑞士交通系统网址：http://www.rail.ch/tim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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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瑞士餐饮

   

1、美食

奶酪火锅（Cheese Fondue）

先往锅里放入2到3种奶酪(Cheese)，用白葡萄酒烧热化开，然后将切成小块的面包蘸上溶化的奶酪

吃的一种美食。按地区、奶酪种类、和配合方式不同，其味道也有很大差别。吃奶酪火锅时，适

合饮用有助于消化的白葡萄酒。未成年人或不会饮酒的人的最佳选择是红茶。通常认为水、啤酒

及碳酸饮料等对奶酪的消化不利。 

(图片由网友  @我不行 提供)

奶酪加土豆（Racl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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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径40厘米的奶酪切成一半，用火化开切开的一面，然后将化开的部分用刀刮出来，将奶酪和

煮熟的土豆放入碟子里一起吃的美食。同时配食醋淹的小黄瓜和小洋葱，一般奶酪可要多次。因

与奶酪火锅不同，不用饮葡萄酒，所以儿童和不会饮酒的人也能尽情享受。在瑞士原来用火炉化

开奶酪，但是现在大部分用的是专用电炉；另外用轻便的台式微波炉的人也越来越多。

黄金土豆饼（Rosti）

将煮完的土豆去皮，擦成细丝，用黄油适当煎烤的土豆薄饼。外焦里嫩。这种土豆料理即是同

Geschnetzeltes 或烤火腿肠一同吃而著名的美食。

牛肉火锅（Fondue bourguignonne）

先烧热锅里的油，再用刀将牛肉切成骰子般大小，放入油里炸，然后沾着自己喜欢的调味汁吃的

美食。

香软饭（Rissoto）

意大利式黄米饭，口感偏硬偏粘。

风干牛肉（Bundner fleisch）

将风干1至2年的大块牛肉，切成薄片的料理。作为代表性的头盘，是很好的葡萄酒下酒菜。另外

风干牛肉是瓦莱州以及格劳宾登州的传统美食。

烤香肠（Bratwurst）

烤制白香肠，蘸芥末酱或番茄酱与炸薯条共同食用。或用此香肠做的汤。

苏黎世小牛肉（Geschnetzeltes）

将切成薄片或小块的牛肉混合奶油汁和蘑菇、白葡萄酒一起烹饪的美食。

伯尔尼肉肠（Berner Platte）

用牛肉、猪肉、鸡肉、香肠等肉类拼盘。

圣加仑香肠（Schublig）

是圣加仑地方的特产香肠。

河鲈鱼片（Filet de Perche）

湖中打捞出来的新鲜小鱼用黄油煎烤或油炸。搭配土豆一起使用。

   

2、特色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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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lla汽水

瑞士独有的“国饮”，很难想像如此清爽的饮料是由牛奶提炼乳清制成。看上去类似香槟，喝进

嘴里甜中带酸，还有若干气泡跳动在你舌尖。在瑞士是男女老少都喜爱的“国饮”。无论是在雪

山峰顶还是在火车站，到处都有售卖点，价格也不贵，来瑞士一定要尝一尝。

旅人提示：根据包装颜色不同，口味也不同

红色：原味

蓝色：无糖

绿色：绿茶 

(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咖啡

有“贵族咖啡”美誉的瑞士咖啡（Cafe Suisse或Cafe Crema），是上流社会的至爱。它不像美国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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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那样平淡化；也不像土耳其咖啡那样令人难以接受；更不像意大利咖啡那样口味过于浓重。温

和理智的瑞士咖啡是高雅品味与美妙口感的完美结合。在品尝之前，您就可以闻到它那犹如丝绸

般的细腻 芳香，而咖啡上浮着的那层金色香沫更是“秀色”可餐。浅酌一口后，您会感到咖啡的

浓郁香气不仅在口中久久停留，还会侵入您身体的每个部位，真正是有一种沁 人心脾的感觉。

葡萄酒

瑞士著名饮食中不可少的就是葡萄酒，跟葡萄酒一起品味奶酪，味道可称是一流。

瑞士葡萄园海拔很高，流淌在阿尔卑斯山谷清澈的山泉和冰雪融化后的湖泊水，酿造出绝佳的葡

萄酒。瑞士的葡萄酒产量虽然不高，但品质上乘，可谓是瑞士隐藏得很好的秘密：在200瑞郎纸币

上就可以看到葡萄园的图案。

旅人提示：

瑞士的葡萄酒是不做出口的，在其他国家是买不到的，所以到了瑞士一定要品尝一下这种佳酿。

   

3、就餐推荐

1）伯尔尼

Le Mazot

地址：瑞士伯尔尼（Barenplatz 5）

电话：031-3117088

餐厅是有名的瑞士菜专家，有大量的Rosti、raclette以及干酪菜单。对于食量小的客人，这里也出

售半份。温暖的天气，可以坐在玻璃庭院中用餐。主菜一般在11-30瑞郎。

Altes Tramdepot

地址：瑞士伯尔尼（Am Barengraben）

电话：031-3681415

这是当地人都不愿错过的一家位于熊苑的餐厅，这家洞穴状德酿酒厂是伯尔尼人特别喜爱之处，

供应瑞士特产和许多国际菜式。主菜一般在15-25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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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Lorenzini

地址：瑞士伯尔尼（Hotelgasse 10）

电话：031-3105067

这家餐馆略带伯尔尼协会的风格，结合酒吧和意大利餐馆的特点，很受年轻专业人员的欢迎，在

这里喝杯咖啡，享用沙拉或自制的意大利面。

2）采尔马特

Restaurant Weisshorn

地址：瑞士采尔马特

电话：027-96725752

食物的种类有点奇特，nachos（烤干酪辣味玉米片）和quesadillas（美味馅料的玉米粉圆饼）以及

干酪等。干酪25-28瑞郎，吃饭40-50瑞郎。

3）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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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ccacci

地址：瑞士日内瓦（blvd Georges-Favon 45）

电话：022-3294522

菜单上主要是披萨、意大利面食和沙拉，午餐时这里会挤满商务人士，夏天可以在餐厅外面就餐

。主菜一般在14-25瑞郎。

L’amalgam

地址：瑞士日内瓦（Rue de L’Ancien-Port 3）

这是本地人非常喜欢的一家餐馆，只为它旋转式菜单中的简单食物，主菜一般在15-20瑞郎。

Café des Bains

地址：瑞士日内瓦（Rue des Bains26）

电话：022-3215798

网址：http://www.cafedesbains.com

深受日内瓦时尚人士的喜爱，大虾与绿椒、甜甜的九层塔和芒果一起煎炸，与薄荷和杏色奶油甜

点一起上菜，非常诱人。素食者在这里有很多的选择。主菜一般在20-40瑞郎。

4）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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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Spaghetti Factory

地址：瑞士苏黎世（Niederdorfstrasse 5）

电话：044-2519400

这里有许多的美味菜肴。香蒜沙司配意大利细面条非常美味。意大利面15-22瑞郎。

Zeughauskeller

地址：瑞士苏黎世（Bahnhofstrasse 28a）

电话：044-2112690

很有气氛的啤酒餐厅，菜单用8种语言表明20种不同的香肠，以及土特产肉类和蔬菜。主菜一般在

15-30瑞郎。

Sprungli

地址：瑞士苏黎世（Bahnhofstrasse 21）

电话：044-244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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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巧克力商店的鼻祖，是巧克力爱好者的天堂。展示柜中有许多坚果巧克力和蛋糕。巧克

力2瑞郎起，主菜一般在19-28瑞郎。

Hiltl素食餐厅 

(图片由网友  @礼小物 提供)

它是欧洲第一家素食餐馆，已有百年的历史。餐厅两层楼，分“慢食”和“快餐”两个区域。自

助餐吧取所需的食物，按重量付费。

旅人提示：慢食区有时需要排队，而且比快餐区稍贵。当地人喜欢在慢食区品尝素食美味。

5）琉森

Cafeteria Emilio

地址：瑞士琉森（Ledergasse 8）

电话：044-4102810

餐馆虽小，但是食客却很多，这里的比萨饼、意大利面和沙拉绝对是非常的便宜。主菜一般在6-1

4瑞郎。

Hotel Bar Sch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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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瑞士琉森（Unter der Egg8）

电话：044-4185252

这家餐馆可以很好的品尝当地的菜，Kugelipastetli的好去处。这是奶油蘑菇鸡酥皮盒（vol-au-vents

），塞以肉和蘑菇，并浇上厚厚的沙司。这里奶酪火锅也很可口。汤和三明治一般在8-12瑞郎，

主菜一般在20-40瑞郎。

6）因特拉肯

Balmer’s Café & Gill

地址：瑞士因特拉肯（Hauptstrasse 23）

电话：033-8211961

这里供应的美国食物非常不错，主菜一般在10-12瑞郎。零售的本地啤酒16瑞郎左右。

Des Alpes

地址：瑞士因特拉肯（Hoeweg 115）

电话：033-8222323

这家餐馆可以欣赏少女峰落日的美景，这里的食物也不错，供应各种瑞士菜和肉类奶酪火锅。主

菜一般在12-25瑞郎。

Baren

地址：瑞士因特拉肯（Marktgasse 19）

电话：033-8227676

Rosti和德式小香肠是这家本地人推崇的餐馆的特色。供应美味奶酪火锅、拌有自制调味品的沙拉

和其他美味的瑞士菜。主菜一般在20瑞郎起。

7）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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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超市(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百货商店和大型超市里一般有便捷餐厅，通常光顾的人大多数是商店顾客或在周边上班的人。全

国连锁店的代表性超市有 Migros和Coop。超市里陈列商品丰富且多种食品均按重量销售，所以可

按种类少量购买品尝。水果和蔬菜也可少量购买，例如可以购买一根黄瓜，一个苹果，所以非常

方便。在超市购买饮料、三明治、快餐食品、还可节省餐费。为了解瑞士的生活，至少应去一趟

超市，不要错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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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瑞士住宿

   

1、伯尔尼

Hotel Arabelle

酒店房间虽小，但是色彩明快。镶木地板可以有助你忘记狭小的空间。

地址：瑞士伯尔尼（Mittelstrasse 6）

电话：031-3010305

参考价格：单/双120/135瑞郎

网址：http://www.arabelle.ch

交通：乘12路公共汽车到Mittelstrasse下。

Hotel Kreuz

非常现代的酒店，房间漂亮舒适精美。酒店提供瑞士—德国食物（主菜从15-30瑞郎不等）

地址：瑞士伯尔尼（Zeughausgasse 26）

电话：031-3299595

参考价格：单/双120/170瑞郎

Hotel Glocke Backpackers B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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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通常会先考虑这里。这里有大大的长沙发，坚固的床垫，蓬松的被褥和枕头。喜欢做饭的

人会喜欢这里厨房，楼下还有酒吧。

地址：瑞士伯尔尼（Rathausgasse 75）

电话：031-3113771

参考价格：宿36瑞郎；单/双 带公用卫生间70/125瑞郎

网址：http://www.bernbackpacders.com

Marthahaus Garni

位于住宅区，房间简单、干净，有公共厨房和电视间。

地址：瑞士伯尔尼（Wyttenbachstrasse 22a）

电话：031-3324135

参考价格：宿39瑞郎；单/双 带公用卫生间65/95瑞郎；单/双/三110/125/155瑞郎

网址：http://www.marthahaus.ch

交通：乘9路电车到Viktoriaplatz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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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尔马特

Hotel Bahnhof

这里是长期登山者的天堂，旅馆配备令人印象深刻的厨房，大房间，面对马特峰的双阳台。正对

车站。

地址：瑞士采尔马特

电话：027-9672406

参考价格：宿33瑞郎；单/双 带公用卫生间67/88瑞郎

网址：http://www.hotelbahnhof.com

旅人提示：10月中旬至12月中歇业

Hotel Blauherd

房间清洁整洁，有丰盛的自助早餐，工作人员会送你去火车站。

地址：瑞士采尔马特

电话：027-96722291

参考价格：单/双95/190瑞郎

网址：http://www.hotelssuisse.ch/blauberd

   

3、日内瓦

Hetel St-gerv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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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这家创办于1874年的青年旅舍只招待女性客人。这里的环境给人家的感觉。

地址：瑞士日内瓦（Cour St-Pierre4）

电话：022-3103707

参考价格：宿27瑞郎；单/双 带公用卫生间40/60瑞郎

网址：http://www.homestpierre.ch

City Hostel

旅舍非常安静，双床房间可让旅客与别人共享，设施包括厨房、洗衣房和电视房。

地址：瑞士日内瓦（Rue de Ferrier 2）

电话：022-9011500

参考价格：三或四床宿31瑞郎；双床宿35瑞郎；单/双58/85瑞郎

网址：http://www.cityhostel.ch

Hotel St-Gervais

酒店就像老式的旅馆一样，房间配有木制家具和白色亚麻装饰，可以无线上网，距离火车站仅一

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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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瑞士日内瓦（Rue des Corps-Saint20）

电话：022-7324572

参考价格：房间115瑞郎；带公用卫生间85瑞郎

网址：http://www.stgervaisgeneva.ch

Hotel International Terminus

位于火车站附近，价格优惠（冬季时双人间价格可能更低），房间的配置很好。

地址：瑞士日内瓦（Rue des Alpes 20）

电话：022-7324572

参考价格：单/双/三120/160/180瑞郎起

网址：http://www.international-terminus.ch

   

4、苏黎世

Hotel Alexander 

(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位于古城中心，房间干净整洁，含早餐，可以无线上网，还有外卖处为晚归的游客提供食物。

地址：瑞士苏黎世（Niederdorfstrasse 40）

电话：044-251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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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格：单/双95/140瑞郎

网址：http://www.htel-alexander.ch

Hottel Otter

酒店的17间客房的主题各异，非常有意思。

地址：瑞士苏黎世（Oberdorfstrasse 7）

电话：044-2512207

参考价格：单/双100/130瑞郎

网址：http://www.wueste.ch

City Backpacker

位于古城中间，提供房间和双人房，自助式厨房和投币洗衣房。在屋顶的露台上可以俯瞰城市美

景，欣赏日落。

地址：瑞士苏黎世（Niederdorfstrasse 5）

电话：044-2519015

参考价格：宿31瑞郎；单/双66/92瑞郎

网址：http://www.city-backpacker.ch

SYHA Hostel

旅舍有餐厅、现代的卫生间，只是房间较小

地址：瑞士苏黎世（Mutschellenstrasse 114 Wollishofen）

电话：044-3397800

参考价格：宿38瑞郎；单/双99/116瑞郎

网址：http://www.youthhostel.ch

交通：乘7路电车到Morgental下，或乘S-Bahn到Wollishofen下。

   

5、琉森

Backpackers Luce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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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背包客很喜欢这家旅馆，在阳台上可以俯瞰叶茂盛的湖景。设有厨房和洗衣房。从火车站往东南

方向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

地址：瑞士琉森（Alpenquai 42）

电话：041-3600420

参考价格：宿28瑞郎；双66瑞郎

网址：http://www.backpackerslucerne.ch

Bad & Breakfast

房间很漂亮，人多时气氛很热闹。

地址：瑞士琉森（Taubenhausstrasse 34）

电话：041-3101514

参考价格：单/双公用卫生间80/120瑞郎

网址：http://www.theBandB.ch

交通：乘1路巴士到Eichof下。

Tourist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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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旅馆，房间明亮整洁，位于湖边，远离闹市区。

地址：瑞士琉森（St Karliquai 12）

电话：041-4102474

参考价格：宿35瑞郎；单/双公用卫生间90/120瑞郎

网址：http://www.touristhotel.ch

   

6、因特拉肯

Balmer’s Herberge

这里聚集了很多的美国年轻人，就像一个大part，如果你要用厨房需要付费。

地址：瑞士因特拉肯（Haupatstrasse 23）

电话：033-8221961

参考价格：宿27瑞郎；单/双/四公用卫生间33/76/132瑞郎

网址：http://www.balmers.ch

Backpackers Villa Sonnenhof

可以说是因特拉肯评价较好的旅馆，你可以在这里大口的喝啤酒，还可以看到少女峰的风景。

地址：瑞士因特拉肯（Alpenstrasse 16）

电话：033-8267171

参考价格：宿/双33/98瑞郎

网址：http://www.vill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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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瑞士特产及购物

   

1、特产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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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牛奶巧克力的发明国家，世界上巧克力的第一生产大国。有各种配比的黑巧克力、牛奶巧克

力，混进各种坚果的，水果干的，含有各种酒精的⋯⋯巧克力产品。

在瑞士，Chocolat Frey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它的历史几乎和欧洲巧克力业自身的历史一样悠

久。Frey巧克力独一无二的风味带给人们难以忘怀的美妙感觉！当巧克力在你的舌尖上慢慢融化

，你将体验到无以伦比的细腻口感，沉醉在Frey巧克力营造的奇妙世界中。

奶酪 

 

瑞士有数百年生产奶酪的历史，无论在瑞士国内还是国外，最著名的奶酪有爱蒙塔尔（Emmental

，又被称为瑞士奶酪）、格吕耶尔（Gruyère）、Sbrinz、阿彭策尔（Appenzell） 和Tête de

Moine。

利口乐

利口乐是瑞士著名的薄荷润喉糖，由阿尔卑斯山中天然草本材料制作而成。其制造公司到2010年

已有80年历史。利用瑞士山间的十三种花草——接骨木、柠檬草、鼠尾草、欧蓍草、斗篷草、锦

葵、薄荷、樱草、苦薄荷、药蜀葵、地榆、婆婆纳草、车前草研究而成的薄荷润喉糖。是全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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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最喜爱的润喉糖品牌之一。

瑞士军刀

瑞士军刀，又称瑞士刀或万用刀，是集中多种工具于一个刀身的折叠小刀，由于瑞士军方为士兵

配备这类工具刀而得名。基本工具为：主刀、副刀、镊子、圆珠笔、牙签、剪刀、开瓶器、螺丝

起子等等。现代化军刀功能繁多，包括液晶时钟、LED手电筒、U盘存储，激光笔、打火机、指

甲钳甚至MP3播放器等等。

旅人提示：

在瑞士购买瑞士军刀时可以询问店家，部分店家提供在刀身刻名字的服务。手表

手表

提起瑞士，恐怕所有的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手表。的确，手表几乎已成为瑞士的某种象征，有名

的瑞士钟表有劳力士、欧米茄、浪琴、伯爵、百达斐丽、弗兰克�穆勒(Franck

Muller)、宝齐莱等牌子。此外，以斯沃琪为代表的时尚手表也不少。

音乐盒

从钟表技术发展起来的瑞士音乐盒在全世界也是制作水平很高的产品，可以永久性地保持美妙的

音色。不但演奏曲目多种多样，还配备有艺术木雕或木细工等盒子，这种高级音乐盒价格高达几

百万左右。当然，也有价格便宜的音乐盒在钟表店或礼物商店购买不会太贵。

   

2、购物场所

1）伯尔尼

伯尔尼购物拱廊

  购物拱廊集结了现代化的时装店、珠宝店、古董店、工艺品店、甜品店和朱古力店。有“世界

上最大的中古式购物中心”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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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施皮塔尔大街 Spitalgasse

  背向火车站，在路的右边，以Loeb开始，依次有Globus、ABM等百货商店，在这些商店之间还

有袜子专卖店Fogal、鞋类和皮包商店Bally，以及伯尔尼最大的植物专卖店Vatter。路的左边有出售

非常好吃的散装巧克力和蛋糕的Abegglen，还有一家巧克力种类非常丰富的Merkur。

营业时间：周一：09:00-18:30(有些商店为14:00-18:30)；周二&mdash;周五：08:15-18:30；周六：08:

15-21:00；周日：08:15-16:00

马尔克特大街 Marktgasse

  在路的右边有许多服装店，其中由意大利和法国的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名牌时装也有很多。在前

面的Sturzenegger出售有圣加伦的花边饰物和漂亮的刺绣台布，以及外套。

  左边的街角，有一家毛线种类很多的Wollenhof，再往前是进出客人很多的Migros超市。前面是

一家钟表和贵金属商店Bucherer，橱窗里面的商品仅仅看就很过瘾。在它旁边是一家餐具、家庭

用品的专卖店Theodor Meyer。里面那些设计得实用又简单的厨房用品作为礼物也很不错。在大众

化商场EPA和Jelmoli之间，是一家文具商店Kollbrunner，瑞士产的餐巾纸和包装纸很漂亮。

克拉姆大街 Kramgasse

  过了钟楼来到克拉姆大街，这里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开始减少，相反地古董店、家具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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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店和皮货专卖店多了起来，61号的Heimatwerk，汇集了大量的瑞士民间工艺品，其数量是伯尔

尼最多的。73号是一家老字号的巧克力商店Tschirren。

格雷西蒂格凯特大街 Gerechtigkeitsgasse

  在路右边的中间位置，有一家挂着粉红色招牌、写着Regina的礼品店，如果在这里买瑞士军刀

，可以为客人在军刀上刻上名字。里面八音盒的种类也很多。这条街上的铸器专卖店Zinnladen，

也很有意思。路的左边有两家偶人诊所(Puppenklinik+Antiks)，分别在75号和36号。它们主要是修

理坏了的偶人，同时也出售偶人。拱形走廊的地下，还有时装店和古董店，千万不要错过了！

旅人提示：

伯尔尼最有特色的市场莫过于洋葱节市场了，举办的时间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一。逛洋葱市

场的最佳时间是早上五点，这个时候大约700家商贩的摊位上都摆得满满的， 洋葱点心也刚刚出

锅，正新鲜可口。而下午下班的时候狂欢节的气氛则开始变得更加浓烈，有人用彩纸打仗，也有

人装扮成小丑的模样分组活动。

2）苏黎世

班霍夫大街（Bahnhofstrasse） 

(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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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旁商店林立，装璜高贵，陈列着名贵皮草、高级时装，以及手表、珠宝、首饰、法国香水等

，实在是追求顶级名牌者的圣地。主街两旁的岔路，把主街的豪华气派伸延开去，国际时装名牌

不断呈现眼前。

史主化街（Storchengasse）

  Armani，Calvin Klein及Versace等顶级时装店都可在此找到。至于瑞士的土产工艺纪念品如刺绣

、花边饰物、手帕等各项精品，可以在史特臣格勒（Sturzenegge）众多的精品店中搜罗到。如要

品尝新鲜制造的瑞士巧克力，就一定要前往阅兵广场（ParadePlatz）及特舒亚

SProngli的Teuscher店。著名的Davidoff雪茄亦设店于阅兵广场及火车总站的都拿（Durr）。

旧城区（Old Town）

  位于苏黎世右河畔，分为上村（Oberdorf）及下村（Niederdorf）两部份，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

精品时装店、酒吧、咖啡室、古玩店等。

3）日内瓦

  日内瓦的主要购物区是著名的隆和大街（Rue du Rhone），由旧城区伸延至隆河南岸。这里汇

集了世界著名的拍卖行如Christie及Sotheby。古董钟表专家Antiquorum的店铺中，游客可以见到许

多珍贵的古董、文物、钟表及首饰。

瑞士天龙精品免税店Swiss Dragon Boutique duty-free shops

地址:17, Rue Ferrier

电话:41 022 7324538

  这是全瑞士境内目前唯一一家得到政府批准的华资旅游专业免税商店。专售各牌瑞士名表及军

刀。

Place du Molard

Place du

Molard，是很多大商场所在的地方。富人们非常喜欢在这一带消费，是一个相当贵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非常棒的餐馆，快餐店，超市还有很多外卖窗口。

Manor

  Manor是一家很大的购物百货。这里有所以你想要找的东西，包括食品。你可以在一层买瑞士

巧克力，还有瑞士礼品。只有买了瑞士巧克力你的瑞士之旅才称得上完整。巧克力的价格取决于

你买的大小以及巧克力的品牌。按照日内瓦的物价水平来讲，巧克力并不算贵，可以说是物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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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于那些购物老手，准备涉猎名品手表，服装，家具的人们来说可以去老城区逛逛（你也可

以顺便参观一下老式建筑）。

市场

  坐落于摩拉广场(The Place du Molard)的花市，玛德连广场(Place de la Madeleine)的服装街和书市

，每天都在开市，其他的市场一周也有2次左右的集市。其中最大的市场是玻连尼宫殿院子(The

Plaine de Plainpalais)里的星期二和星期六早晨的水果和蔬菜市场。日内瓦的旧物市场在星期三和星

期六开市。旧书和钟表，最新式到古董(Antique)旧家具，多彩的装饰品和民族服装，在这里您也

许会发现物有所值的东西。其他古朴的露天市场还有在Carouge附近的玛雪 广场(The Place du

Marché )和 位于 市中心的海尔维街(Boulevard Helvetique)，每星期三和星期六开市的早市。 每

星期四在浦特力(Fusterie)广场 出售丰富的地区工艺品。在购物中，一杯咖啡或在临近的餐馆简单

的吃一顿，会成为完美的休息。 许多 河堤也是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4）琉森

(图片由网友  @五名人士 提供)

  在schwanenplatz街5号有一家叫做bucherer的珠宝店，这家是琉森最大的一家珠宝店，号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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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最佳购买钟表珠宝之商号”。在圣盖伦（st. gallen）还有瑞士的刺绣中心，其中有一些是产自亚

洲远东地区的，不过还有一些则是瑞士自己的传统刺绣工艺品，非常有收藏价值。

位于琉森weggisgasse街5号的nordmann &  co.百货店出售的商品种类很多，有家用器皿、服装等商

品，不仅质量好，而且相对于那些名表和珠宝来说，实在是便宜了很多，非常适合普通大众购买

。另外，店内还有些限量版的瑞士纪念品，价格也不算高。

旅人提示：

  琉森各商店的营业时间。一般的店面营业时间从周一至周三从9：00营业至18：30，周四至周五

从9：00营业至21：00，周六从9：00营业至16：00，周日的时候有少数商店早上11：00才营业。在

火车站附近的商店大部分每天都会开门营业，营业时间通常都会营业到晚上20：00。

5）特别推荐——宝嘉尔（Bucherer）

  作为瑞士最大的手表和珠宝专家，宝嘉尔经销的豪华手表品牌最为齐全，劳力士(Rolex)、萧邦

(Chopard)、伯爵(Piaget)、爱彼 (Audemars Piguet)

、芝柏(Girard-Perregaux)、名仕(Baume&Mercier)、古奇(Gucci) 、浪琴(Longines) 、豪雅(Tag

Heuer)、帝陀(Tudor)、宝齐莱(Carl F. Bucherer)和雷达(Rado)等世界著名品牌店内均有销售。同样

华贵多彩的还有用钻石、珍珠和宝石制成各种古典或时尚的珠宝首饰。

此外，店内还提供各种精美的礼品和纪念品供您选择。

  宝嘉尔的14家分店遍布瑞士最繁华的商业区和最迷人的旅游景点。该公司最古老的分店建于188

8年，这家位于琉森（卢塞恩）Schwanenplatz的店铺也是宝嘉尔最大的一家分店，现在依然采用家

族经营的方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宝嘉尔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这些手表和珠宝专

家高度重视优质服务。除了延长营业时间、免税购物以及自己的维修服务外，最为国际客户欣赏

的就是个人专业服务。宝嘉尔的销售员工可以使用20多种语言，并能充分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

   

3、退税

在Global Blue商店一次购物满300瑞郎的中国游客可以享受大约7.6%的退税。手续需要您离开瑞士

前，在机场或者您乘坐大巴时经过的瑞士海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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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乘坐飞机离开

以机场为例，在您办完登机手续，持护照经过海关后，将会找有“ZO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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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消费金额较大，您有可能

被要求出示所购实物，所以如果您买了价格较昂贵的物品需要退税，最好不要放到托运行李里，

以备退税时检查用。在工作人员审完单后，您就可以将单据在旁边的小机器下面盖章。在繁忙时

，操作台旁会有工作人员协助您。盖完章后，您手中可能有两种单子，要分别处理：

1）有些大的钟表礼品店，为外国享受退税的游客提供特别的当场扣税服务，在这样的商店里，应

退的税款已从您的购物款中扣除。但您仍须在离开瑞士前履行上述程序，但只需将盖完章后的单

据放到海关便可，请不要忘记!

2）没有享受当场退税的客人，在履行完上述盖章程序后，持单据到附近的“Global Blue”柜台可

以拿到您的退税款。至于货币种类，您可以在美金和瑞士法郎里选择，向工作人员声明即可。在

有TAX FREE标志或者在属于TAX FREE成员的商店购物，如果您盖完章来不及到Global

Blue柜台领取退税款，您也可以在欧洲其他国家或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的任何一个Global

Blue柜台或代办点领取退税款，但一定要将单据在瑞士海关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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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机场免税店(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2）乘坐巴士离开

如果您将乘巴士前往周边国家继续您的旅程，请提醒司机在瑞士边境的海关设置地停车，以便乘

客到海关盖章。在部分边境城市还设有退税款领取处，方便游客退税。

3）乘坐火车离开

如果您将乘坐火车前往周边国家继续您的旅程会以下两种情况，请在列车上问询检票员海关人员

的位置：

1）如从日内瓦搭乘TGV前往法国，您将在日内瓦通过海关。在海关处，您会发现Global

Blue的信箱，请将退税单及购物发票投入信箱，在盖章后Global

Blue会将退税款直接退回到您的信用卡上。

2）如从伯尔尼或洛桑乘坐TGV离开瑞士或乘其它火车离开瑞士，40%的情况下会有海关官员在火

车上检查护照，可向他们出示退税单；

如果确认没有海关工作人员随车，您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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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旅程中，您需要将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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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过的单据和车票原件按照信封上标注的地址寄出。

3）如果您在宝嘉尔（BUCHERER）商店购物，并将乘坐火车离境，如果确认没有海关工作人员

随车，请顾客把免税商品的退税单据寄回商家，附上火车车票和座位预订文件复印件，注明离开

瑞士的时间、车次和边境口岸。商家将联系海关，海关在核实此趟火车确无海关人员后，将在您

的退税单据上敲章，完成退税手续。可向店员咨询退税手续。

根据海关规定，顾客有责任在离境前到海关送交免税商品的退税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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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瑞士行程推荐

D1：苏黎世

  在苏黎世的老城区看看圣母教堂，玻璃彩画吸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夏加尔迷们。苏黎世美术馆，

历史悠久，以19至20世纪的西洋绘画（印象派及达达艺术）作品荟集而闻名。逛逛班霍夫大街这

里的奢华，绝对是追求顶级名牌者的圣地。然后可以前往采尔马特。

D2：采尔马特

  位于马特宏峰山脚下，可以在采尔马特搭乘瑞士海拔最高的露天齿轨火车到达马特宏峰地区的

标志景点——戈尔内格拉特，欣赏到著名的马特宏峰和罗萨峰等38座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以

及阿尔卑斯山区第二大冰河——戈尔内冰河。

  还可以搭乘空中缆车抵达马特宏峰冰川天堂，欣赏这里的美景。

D3：日内瓦

  日内瓦——“和平之都”，看看庄严的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还有日内瓦的标志日内瓦湖大

喷泉；英国公园中的大花钟——世界花钟的始祖。在日内瓦湖上游船。

D4：因特拉肯

  游览少女峰的理想起点。乘坐有近百年历史的少女峰铁道，抵达欧洲最高的火车站——少女峰

火车站。亲身体验冰河下凿建出的超级冰宫，在斯芬克斯观景台和普拉特观景台观赏阿尔卑斯山

的全景图。还可以到少女峰地区西面的劳特步龙嫩欣赏那里的70多个瀑布和小河。

D5：伯尔尼

  瑞士的首都，玫瑰园中万紫千红，芳香扑鼻的玫瑰花；大教堂登顶后俯瞰城市的美景；熊苑看

看那些憨态可掬的熊们的表演；钟楼——仍然是瑞士最古老的城墙；伯尔尼具有800年历史的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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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即使不购物，欣赏橱窗也是不错的选择。伯尔尼市内还有11处不同主题的喷泉，也可以留

意欣赏一下。

D6：琉森

  水塔——琉森最具代表的留念景观；狮子纪念碑被马可�吐温誉为“世界上最让人恸容的石雕

作品”；瑞士交通博物馆，欧洲最具代表性的交通博物馆之一；泛舟琉森湖，欣赏沿岸美景。

  其实，瑞士的自然景观非常的优美，如果时间允许慢慢欣赏也无妨。

                                             97 / 110



�������

瑞士：瑞不可挡
  

十五、瑞士2012年第一季度重大活动

瑞士2012年第一季度重大活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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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士驻华使领馆

瑞士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东五街3号

邮编：100600

签证处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1：00

咨询电话：

周一至周五14：00-16：00

直线电话 010-85329755

大使馆/领事馆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1：00

电话 010-85328888（恕不回答签证问题）

邮箱：bei.vertretung@eda.admin.ch

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19号远东国际广场A幢22楼

邮编：200051

签证处接受咨询电话时间：

周一至周四14：00-16：30

电话 021-52574111

邮箱：sha.visa@eda.admin.ch

领事馆对公众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2：00

电话 021-62700519

传真 021-62700522（包括签证处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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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sha.vertretung@eda.admin.ch

瑞士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28号广晟大厦27层

邮编：510620

电话 020-38330450（总机）

传真 020-38330453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2：00（下午预约来访）

邮箱：ggz.vertretung@eda.admin.ch

签证处

电话 020-38330452

传真 020-38331315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1：30

瑞士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湾道18号中环广场6206-7室

电话 （+852）25227147

传真 （+852）25222619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2：00

邮箱：hon.vertretung@eda.admin.ch

   

2、入、离境须知

入境须知

出入境卡：不用登记

能带入瑞士的免税品范围(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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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香烟400支或雪茄100支或烟草500克。

酒：酒精度超过15%，1升以内可以免税；酒精度不超过15%，2升以内可以免税。

1）未满17岁的旅客不能携带香烟或酒类。

2）如果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欧洲的其他国家，只减免以上数量的一半。

食品：只免税一日所需的食品量。

其他礼物：总金额不超过100瑞郎的可以免税。 

苏黎世机场(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旅人提示：

自2007年7月1日起，瑞士禁止非欧盟国家旅客携带肉类、蛋类、鱼类、蜂蜜、奶制品等动物类产

品入境。该规定由欧盟国家共同制订。根据规定，每位旅客只被允许携带一日量的儿童食品或药

品入境。如海关发现违禁食品入境，将一律采取没收处理。违反相关规定的旅客有可能被处以罚

款。

离境须知

登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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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护照和机票后办理登机手续及行李托运。

请注意，在瑞士购买的军刀等刀具物品，要放到托运行李里，如随身携带，安检将不予放行。

增值税(VAT)

商品的价格已含有7.6%的增值税，凡在某一商店一次性购物超过300瑞郎即可享受7.6%的退税。酒

店住宿费亦已包含了3.6%的消费税(包括早餐及住宿)，但由于酒店的销售税已比较低，

所以不再给予退税。

旅人提示：

瑞士不属于欧元区，如您还将前往更多欧洲国家，您在瑞士的退税手续必须在离开瑞士境前完成

。

   

3、基本礼仪

瑞士是个“礼多人不怪”的国家。人们之间彬彬有礼，经常会把“你好”和“谢谢”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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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非常讲究遵守时间

，和“瑞士表一样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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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餐厅礼仪：

1）餐厅座位

  餐厅里一般要等服务人员来安排座位。在车站、百货商店的餐厅以及户外阳台的座位等地方，

有时也可随便选择座位。此时向服务人员示意要坐此位即可。

2）菜单

  坐在座位上，服务人员将会送上菜单

(有时已放置在餐桌上)。如果服务人员没有拿菜单，在德语区可说“Die

Speisekarte，bitte”，在法语区可说“La carte SVP”，法语区的“Menu”有正餐的意思，所以如您

讲要“Menu”有时会误认为要点正餐，所以一定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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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饮料

  在瑞士用餐一般点正餐和饮料两种。虽然可以一次性地点，但通常先来点开胃的饮料，一边品

饮，一边再慢慢地考虑要点的料理也可。另外要留意的是饮料菜单和正餐菜单一般是分开的。葡

萄酒可按杯、瓶或按分升（dl）为单位点，1分升（dl）大概是一个玻璃杯的量。在瑞士如果说矿

泉水，通常指含有碳酸气的饮料，如果不想要带气的，则一定要说“No Gas”"。

4）当日推荐

  当您因不知点什么而犹豫的时候，可选用当日推荐菜单。中午和晚上的菜单虽然不同，但简单

套餐大概均在20~35瑞士法郎间。在德语区可按“Tagesmenu”、在法语语区按“Menu”，在英语

区按”Today's menu”点菜即可。

5）帐单

  在瑞士与在中国到收银台付帐单不同，而是通常在餐桌上买帐单。在德语区说“Zahlen，

bitte”，在法语区说“L'addition

SVP”就有服务人员给您送帐单。餐厅里一般包含服务费，所以不需要特别付小费。

6）用餐时间

  在欧洲进餐比较喜欢细嚼慢咽，所以点菜或服务的节奏都比较慢。午餐通常需要1个小时。如

果没有时间，利用自助餐厅或简易的自助餐则会更好一些。

   

4、其他

1）时差

瑞士比中国晚7个小时。即：北京早9点为瑞士凌晨2点。瑞士早9点为北京下午4点。

但是从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将采用夏令时，夏令时与中国的时差为6个

小时。即：北京早9点为瑞士凌晨3点。瑞士早9点为北京下午3点。

2）营业时间

总体来讲，大多数办公室的工作时间为早上8点至中午12点，下午2点至5点。周末休息。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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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中午12:00和下午2:00至6:30营业。一般，大城市里没有午休的情况。每

周有一天(通常是周四)会延长到晚上9:00。星期六从上午9:00到下午4:00营业，星期日和公休日休

息，也有周一上午休息的。

邮电局：星期一--星期五 7:30--12:00，13:45--18:00

星期六 8:30--12:00营业

星期日和公休日休息。

大城市很多周六下午和周日上午也营业。大城市的中央邮局是24小时营业。

银行：一般情况下，星期一--星期五 8:30--16:30营业

星期六，星期日和公休日休息。

公司：星期一--星期五 8:00--12:00， 14:00--17:00(18:00)

星期六，星期日和公休日休息。

伯尔尼卡莱姆大街(图片由网友  @梦的旅程 提供)

3）邮局

瑞士各地都有注明Die Post或La Poste的邮局，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邮局休息。

但是在大城市，很多周六下午和周日上午也营业。大城市的中央邮局是24小时营业的。

                                           106 / 11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565&do=album&picid=50041&goto=down#pic_block


�������

瑞士：瑞不可挡
同时，您可以在报摊等地方购买邮票。

邮政用箱子为黄色，托运行李可以在邮局买箱子后，用船托运多余的行李。

4）使用电话

在中国打瑞士长途电话(例：022-929-7000)

国际电话号码(00)+瑞士国家代号(41)+从地区号去掉0后的数字(22)+对方电话号码(929-7000)：

00 41 22 9297000

在瑞士打中国长途电话

(例：010-6512-5426)

国际电话号码(00)+中国国家代号(86)+从地区号去掉0后的数字(10)+对方电话号码(6512-5426)：

00 86 10 6512-5426

瑞士的公用电话

瑞士的公用电话有投币和卡式两种。在乡村的饭店等处还有投币式电话，但还是卡式电话占主导

地位。瑞士最大的通讯公司Swisscom在火车站、机场和邮电局设了大约12500座公用电话亭，可以

使用电子电话号簿根据地址或姓名查询电话号码；同时还可以发简单的电子邮件，所以用起来非

常方便。除了电话卡(又叫做Tax - Card)外，还可以用主要的信用卡或国际预约卡打电话。电话卡

有5、10、20瑞郎面额的，可以在邮电局、火车站、报摊、加油站、Swisscom店等地方购买电话卡

紧急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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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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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瑞士大使馆：0041 31 352 7333

旅人提示：

在公用电话亭拨打117，118，144紧急救援是免费的。而140或者1414收费20生丁，但没有时间限制

。161及187每次50生丁，162或163每分钟50生丁。

5）饮用水

在瑞士境内，自来水均可直接饮用。 与其他国家不同，在瑞士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喷泉水也完全

可以饮用。当然，如果您喜欢喝瓶装水，您也可挑选自己喜欢的品种。超市和报摊都可以买到矿

泉水。报摊500ml的一瓶普通矿泉水通常需要大概3－4瑞士法郎，超市稍微便宜一些。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同，瑞士的饮用水也分为加碳酸气的和不加碳酸气的水。可根据个人的爱好来

进行选择，点单时别忘了确认。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108 / 110



�������

瑞士：瑞不可挡

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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