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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昂 感受纯粹的法兰西

里昂城鸟瞰(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谈到法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巴黎。但是巴黎，仅仅是巴黎，它代表的是它自己，一个多种族，

多语言，多文化的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于是让我们来到法国的腹地，一个名叫里昂

的地方，品位真正的法国。

2500多年古老悠久的历史早已让里昂度过了青涩的孩童期，现在的里昂是蜚声全球的“文化之城

”、“壁画之城“、是浪漫优雅的“内衣之城”。当然，最令里昂人骄傲的还是“世界人文遗产

之城”这个尊贵的称号。在这个城市旧城的最中心，布满了中世纪的色调，使它获得了“有一颗

粉红心脏的城市”的美称。想感受纯粹的法兰西，就来里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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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法国属于申根国家，持有任何一个申根国家签发的护照都可以入境法国。根据法国大使馆的规定

，签证处不负责接受签证申请，所有签证申请通过VisasFrance签证服务中心递交。

申请法国旅游签证

步骤：

（1）在线注册：https://cn.visasfrance.org。需要提供常用email地址。

（2）准备签证申请材料：成功注册后，根据系统提示选择签证类型、填写个人信息、提交申请表

格。VisasFrance会提供一份申请材料清单供参考。也可以参考下文中的签证材料。

（3）在线预约递交签证申请材料的时间并打印预约通知单：可以系统给出的时间范围内选择一个

最方便的时间当面递交签证申请材料。时间一旦选定即无法取消。注意打印好预约通知单。

（4）递交材料：注意携带好预约通知单、签证申请所需材料及护照，并且务必准时或稍提前。到

达现场后首先核实资料是否完全，然后交纳签证费及签证服务费。可以使用现金或刷卡，如果需

要发票，请保存好收据。然后工作人员会按照使馆的要求审核材料并提问。如果材料不齐全，可

能需要再跑一次，或增加拒签风险。如果没有明显问题，材料会由VisasFrance转交到法国使馆。

（5）查询：此后可以随时登录VisasFrance网站查询此次签证申请进程。

（6）取回护照：护照返回到VisasFrance后，会收到短信通知，在工作日的8：30-17：30领回护照

。领取护照时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申请表校对单。如由他人代领，需要提供申请者的

身份证复印件和申请者的委托书，以及代领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申请表校对单。如果需要

发票，还需要携带收据。

                                                 7 / 60

https://cn.visasfrance.org


�������

里昂：文化之城
旅游签证（90天以内）申请材料：

（1）机票订单（全程或往返日期确定的机票订单）和酒店订单（在申根区内全程酒店预定确认单

）；

（2）一份填写完整的短期签证申请表，两张近照；

（3）护照有效期需超过所申请签证有效期三个月，并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一份；

（4）在申根国家区域内整个停留期间的居住和接待担保；

（5）经济担保（银行出具的证明）；

（6）在申根国家区域逗留区间有效的医疗保险，保险金额不得低于30万人民币；

（7）中国公民：户口本原件及户口各页复印件；其它国家公民：有效的在华居留证及复印件；

（8）由雇主出具的写明当事人的姓名、职务以及雇主批准其旅游假期的证明原件，该证明材料上

还须标明雇主的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加盖上公司印章，还须写明该证明签发人的姓名、职务

，并由其签字；

（9）在一张空白纸上用中文写清申请人的地址和电话。

费用：签证费用为60欧元。

 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都必须经翻译公司翻译成法文或英文；

（2）所有复印件都必须使用A4复印纸；

（3）签证申请是否批准，完全由法国使领馆决定；

（4）领事馆可能要求消签，即签证持有人本人前往签证处以表明其已经如期回国，并且提供出入

法国的证明。如果接到要求，入境和出境法国时应请边警盖章（法国或其它申根协议国的边警）

；入境中国时请边防盖入境章；保存返程登机牌。如果往返都经其他申根国，最好能提供在法国

入住酒店的发票等证明材料。

Visas France 地址：

北京：东直门外大街26号，奥加饭店（中服商务酒店）3层。

成都：锦江区大业路6号，财富中心C楼10层。

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326号，亚洲国际大酒店13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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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江汉区建设大道566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B座808、809室。

法国驻华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三街三号  电话：010-65321331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 广东路689号二楼  电话: 021 6103 2200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地址：汉口新华后路297号809室 电话：027-85778403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803房 电话：020-83303405

   

2、货币及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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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欧元

货币兑换

1人民币元=0.1169欧元

1欧元=8.5568人民币元 

法国通用欧元，硬币1分，2分，5分，10分，20分，50分，1欧，2欧；纸币5欧，10欧，20欧，50欧

，100欧，200欧，500欧，一般很少使用100欧以上的现金，500欧的现金很可能在不少地方拒收。

在法国的酒店、银行及一些商店，可使用主要的信用卡及旅行支票。只要有个人密码，可使用信

用卡从提款机提款。提款机分布于各大购物中心及市区边缘的购物中心。大多数是每天24小时运

作。

信用卡：推荐使用维萨卡Visa卡，绝大部分地方都能接受，一般地方5欧，8欧，15欧都能刷卡，

公交系统售票机器1欧起就能刷卡，但是注意的是，法国的信用卡一般都带芯片，所以最好在国内

申请带芯片的visa卡比较好用，万事达master card也普遍通用，American Express不少地方尚不接受

，大型连锁企业一般都接受，Diners等信用卡接受率较低，大型购物场所老佛爷Lafayette，春天百

货Pintemps等可以接受银联卡。

银联卡取现：银联卡可以在LCL里昂信贷，Citi花旗银行，CA法国农业银行，Caisse

D‘epargne法国储蓄银行等可以直接提现。

银行：银行一般营业时间是 周二到周五9点到16点30（各家银行小有差异），少数银行周六营业，

或者只营业半天，周一也有部分银行营业。每逢节日前夜，银行都会提早关门。

兑换：机场，火车站，银行的主要分理处，外汇兑换处都可以兑换外币，还可以在大型商场、车

站、机场和旅游场所附近找到兑换点。一般汇率都相同，但手续费会有所不同，手续费会被明显

地标示。人民币在不少外汇兑换处都可以直接兑换，外汇兑换处一般标明有Change或者Bureau d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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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差与电压

时差：

里昂位于东一时区，与北京时差为-7，即平时比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每年3月28日到10月31日为

夏令时间，夏令时比北京时间晚6个小时。

电压：

法国电源为27V/220V、50Hz

插头：分为两项圆孔、三项圆孔。

所以来法国旅游的时候最好准备一个万能插头。

   

4、旅游时机

里昂四季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1.3℃，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适宜旅游。喜爱阳光浴的人

们，可以在6月~9月期间来此感受炙热的阳光。而冬季爱好者，则可以从12月中旬至3月感受从白

雪皑皑的山顶俯冲而下的快乐。值得注意的是，7、8两个月大多数法国人在度假，许多餐厅会关

门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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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可错过的Ｎ种体验

   

1、在类似村庄的克鲁瓦胡斯区享受早餐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克鲁瓦胡斯区（Croix Rousse）又叫红十字街区，位于十字山山顶。居民往北居

住在斜坡上，过着宁静的生活。这里以小资情调的居民和热闹的室外食品市场而闻名。早餐时分

，来到这个类似村庄的克鲁瓦胡斯区的道边小铺，品尝牡蛎和一杯清爽的Cotes du

Rhone白葡萄酒是一天里在惬意不过的美好开始。

   

2、在里昂老城区饱览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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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里昂老城区（Le Vieux Lyon）的美丽景致是许多游客留恋往返的主要原因，老城区被称为里昂的

红色心脏。老城区保存着许多15到17世纪的古色苍然旧宅居，橙红色调鲜艳醒目。在里昂老城区

中那些怪兽状的滴水嘴和其他逼真石像的注视下，饱览中世纪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去感

受浓厚的古老气氛，会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

   

3、在传统餐馆里品尝当地特有的美味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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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Bouchon”在法国其他地方指的可能是“瓶塞”或者“交通堵塞”，但在里昂，“Bouchon”专

指那些规模不大，气氛友好，经营传统里昂菜的本地小餐馆。丰盛的主菜通常是肉食爱好者的最

爱，包括小牛肉香肠，血香肠配苹果、油炸鱼肉丸子或者猪肉小香肠都是值得一品再品的美食。

   

4、在白苹果广场的露天咖啡馆里体验悠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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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里昂的城市中心是巨型的白莱果广场，一座高大的路易十四国王的青铜塑像和背景山丘上纯白的

弗尔威尔教堂交相辉映，颇有太阳王的威风。广场周围尽是19世纪初建造的四五层楼房，在露天

的咖啡馆里里点一杯咖啡小憩一下，看着广场上来往的行人，虽然风衣的衣角在风中舞动，但脸

上并没有匆匆的行色。大家似乎都在这个安静的城市里生活着，却并不为生活所累。

   

5、坐船游览阿讷西湖和湖面上的白天鹅错身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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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如果想要更靠近阿讷西湖，欣赏它迷人的风采，那就建议你来趟游船之旅，你可以轻易在湖畔旁

靠近旧市区的地方找到渡船之处。湖畔旁还有一座公园，在公园和步道中间，有一座爱之桥，桥

下排列许多小船，可以出租供游客划船。慢慢地摇着划桨，缓缓地向湖心划去，偶尔和湖面上的

白天鹅相遇在错身而过，都是很不错的体验。

   

6、到埃维昂泡澡，喝“依云”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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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到埃维昂(Evian)，一定要记得去泡个澡，这里的泉水富含矿物质，可以医治泌尿、消化、神经系

统和心血管等方面的疾病，是非常珍贵的。而这里还有一种可以喝的矿泉水，享誉世界的“依云

”矿泉水便是产于此地，所以埃维昂又被人称为依云小镇。

   

7、欣赏富维耶山闪耀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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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在富维耶的山坡上建立了城市里昂。如今，里昂的这座“祈愿之山”为游

人提供了一个包揽城市与河流迷人风光的绝佳视角。夜幕降临之际，里昂城灯火通明，流光溢彩

！如果您晚上没有别的安排，欣赏富维耶山（Fourviere）闪耀的夜景是里昂不可错过的体验之一

。

旅人提示：山间有小路蜿蜒而上，但是最省力的还是乘坐索道。索道的出发点在Edouard

Commette广场，一张往返票需2.2欧元。

   

8、在老城区参观“纺织工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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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如果说，中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法国里昂就是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里昂的丝绸纺织业在

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中占有过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无论是在里昂的丝绸博物馆，还是老城中的纺织

工人之家，甚至是新近重装而成的索菲特大酒店，丝绸纺织在城市的变迁中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

彩。里昂老城区里的“纺织工人之家”，是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传

统手工织造工具，以及用它们织造出的最高级的装饰用丝绸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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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点实用信息

   

1、圣让首席大教堂（Primatiale St-Jean）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圣让首席大教堂于1180年开始建造，但并不是几年就完工了，它一直在建，其时间长打3世纪，因

此建成后的教堂虽然气势恢弘，但建筑形式融合了很多种风格，再教堂高耸的圆柱上装饰着800年

历史的彩绘玻璃，很有观赏价值。而在1600年，亨利四世与玛利亚皇后在此举行了结婚典礼，也

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教堂。

地址：Place  St  Jean

电话：04  7842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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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坐地铁到Vieux Lyon站下可到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2：00和14：00�19：30；周六14：00�17：30；周日8：00�17：0

0

旅人提示：

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之间，每到整点就会有时钟报时，14世纪的钟楼大钟会出现可爱的机械娃娃，

每一小时演出一次圣灵降落人间的故事。

   

2、高卢罗马博物馆（Musee de la Civilisation gallo-romaine）

(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高卢罗马博物馆建于富尔韦小山丘的斜坡上，这里曾经是古代里昂的中心，后成为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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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收藏许多高卢的考古珍品。馆内有丰富的雕像、镶嵌书、硬币及碑文收藏，勾勒出里昂在罗

马时期的景象。此外，你还可以欣赏到很多艺术品，例如战车车轮或青铜海神塑像。从窗户望出

去，可以看见两座罗马露天剧场，使人恍如置身于罗马时代。

地址：17rue Cle berg

电话：04 76325827

交通：乘坐地铁在Minimes站下车可到

门票：全票价3.8欧元

开放时间：周三~周五9:30~12:00，14:00~18:00

   

3、富尔韦圣母院（Basilique de Notre Dame de Fourvière）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富尔韦圣母院原址是高卢罗马人的一个广场，后来，里昂的人民为了乞求战争胜利，便决定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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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圣母院。远远望去，白色的副尔韦圣母院有着拜占廷风格的古堡塔楼与直直的装饰尖顶，金

色的圣母玛利亚塑像相交辉映。走进圣母院，你会发现这里融合了拜占廷和中世纪的建筑风格，

白色大理石的外围墙壁，硬朗挺拔；讲述着圣经内容的花纹玻璃，在阳光下五彩斑斓；教堂内马

赛克镶嵌壁画和绘画作品精致美妙，让人惊叹；而由虔诚的教徒们点燃的一排排各色蜡烛，更是

让人深深陷在神圣威严的气氛之中。

地址：Place de Fourvi e re

电话：04 78258619

交通：乘坐地铁到Fourvi e re站下车可到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10:00、12:00、14:00和15:00

   

4、古罗马大剧场（Roman theater）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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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年，古罗马人在里昂建成了豪华的大剧场    古罗马大剧场。这个剧院是由一大一小

的两个半圆构成，里面座位达到1万多个，可见当时的胜大景象。现在的剧院仍然保存完好，而这

里并不仅仅是个供游客参观的出土文物剧院，而且不时还会举办大型音乐会、演奏会、歌剧等演

出，尤其是仲夏之夜的音乐会表演，在没有屏障的星空下聆听演奏，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地址：Parc archeologique de Fourvi e re

交通：乘坐有轨电车在Vieux Lyon站到达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7:00~19:00

   

5、里昂歌剧院(The National Opera of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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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得不到的更加爱 提供)

里昂歌剧院是一座超过300年历史的建筑，但是，这座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从外观看非常现代化。

设计者将透明度的观念转化在建筑物上而来，因而整体外观颇具现代感，来到此处除了欣赏精彩

的歌剧外，还可以欣赏大特殊的建筑之美。原来这个歌剧院有4个门面与廊厅，内部空间也较先前

阔增为二倍。建筑地下有五层，而最高处的六层呈现出圆顶带玻璃结构的构造，很有美感。

地址：Opera de Lyon

电话：04-72004545

交通：乘地铁A线到C线到H tel de Ville、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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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del站下可到；公共汽车1、3、6、13、18、19、40、44路到达H tel de Ville、Rue de la Re

publique站下车可到

门票：全票价9欧元

开放时间：需要提前预约

   

6、里昂市政厅（City Hall）

(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里昂市政厅始建于1646年，后在大火中遭到毁坏并重建。原来的市政厅具有浓郁的路易十三时期

建筑风格，重建后的市政厅外部以意大利风格的雕像和圆顶装饰，为里昂最人性化的大型建筑。

内部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装饰非常奢华，许多华丽的厅廊皆开放大众参观，最著名的是Grand

Salon，当然，其中巨大的楼梯不应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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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place de la Com e die

电话：04 72103030

交通：乘坐地铁到Hotel de Ville站下可到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不单独为个个人开放，团体需要在2周前预约

   

7、题德多公园（Tête d Or Park）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如果打算在里昂待几天，建议到题德多公园去消磨半天时光。这个公园不仅是里昂面积最大的绿

地，也是全法国最大最美的城市公园。公园内设有大型植物园、种有异国植物的温室、小型动物

园、绿色房子和让人惊艳的玫瑰花园。园内除了让人可以让人慵懒的散步外，还有许多休闲设施

，包括划船、迷你高球场、旋转木马、迷你马骑乘、敞篷车游园及园内巴士或小火车游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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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Boulevard des Belges

电话：04 78890203

交通：乘坐地铁到Foch、Mass e na站下可到；乘坐公交4、27、36、41、59、70路可到达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4月~9月6:00~23:00

   

8、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艺术博物馆位于里昂市区中心，有着五千年的艺术历史，其艺术品藏量在法国数一数二，除卢浮

宫外，是法国名列第一的国家博物馆，有“小卢浮”之称。博物馆的前身为圣彼耶(SaintPierre)女

子修道院，完全更新之后的博物馆有着7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馆内有着法国极重要的收藏，展

品包括自古希腊及埃及，以至中世纪至现今的艺术品与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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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0, place des Terreaux  69001 Lyon

交通：地铁到H�tel de Ville站下

电话：33 04 72101740

传真：33 04 78281245

开放时间：10：30-18：00；周二休馆。

   

9、装饰艺术博物馆（Musee des Arts Decoratifs）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里昂装饰艺术博物馆改建自十八世纪贵族的宅邸，是欧洲少数具有独特氛围的博物馆，有着典型

城镇建筑的精美装饰，馆中陈列着十七～十八世纪各式各样的家具、饰品、陶瓷器物以及精致的

手表、珠宝时钟等，其中包括大量的装饰性青铜像和一个由里昂人P. Donzelague于1716年制作的双

重键盘的大键琴，另外亦展出中国和日本的物品，馆内壁毯的收藏也十分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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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rue de la Charite 30，69002 Lyon

交通：地铁A线到Ampere - Victor Hugo站下

电话：33 04 78384200

传真：33 04 72402512

开放时间：10：00-12：00；14：00-17：30；周一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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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昂周边景区

   

1、维埃纳（Vienne）

(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连接勃艮地与普罗旺斯的维埃纳曾经是古罗马时代的交通渠道。由于这里是一个交通重镇，因而

到现在还能在室内见到一些古罗马时代的遗址与古罗马剧场等，它们在城中星罗棋部，其中的教

堂与一致散落在居民之中，看起来很有趣味。此外，这个城市的建筑都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陆续建

成的，因而造成了各种建筑样式混合在一起。如果想看看这个城市的全景，可以登上维埃纳的罗

马剧场的顶层。

电话：04 7452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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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从良地佩拉什站或帕尔迪约站乘坐特快列车可到

   

2、理想宫殿（the Ideal Palace）

(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在法国南部有一个叫奥特利维的村庄，村中有一座被称为“修瓦尔的理想宫殿”的建筑。这座造

型奇特的建筑，是由一个叫做菲尔德南修瓦尔的贫穷邮差建造的。从1922年起，他总共耗费了34

年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了这座理想中的宫殿。而建造这个宫殿用的材料，全部是他在送信的路上

见到的漂亮的碎石子。更让人不解的是，这个宫殿就像是阿拉伯寺庙的一角，但又带有印度教的

痕迹，在中世纪欧洲城门般的入口旁，还有一间瑞士特色的牧羊人小屋。这个宫殿在我们看来虽

然缺少统一性，但就像每个人小时候幻想着的宫殿。

地址：距里昂90千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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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 75688119

交通：从里昂乘坐早晨的列车前往St-Vallier，或者乘坐早上前往奥特利维的汽车可到。

门票：6欧元

开放时间：4~9月，9:30~12:30，13:30~18:00

   

3、阿讷西（Annecy）

(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阿讷西被誉为“萨瓦的威尼斯”，它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无人能挡。而它是整个欧洲的重要交通枢

纽之一，也是一个靠近瑞士的湖畔城市。因而在这个城里，有着淡淡的瑞士气息。就和许多的湖

畔城市一样，阿讷西美景如织、游客络绎不绝。小镇面积不大，但湖对岸却有很多小村落。湖的

东岸有一个出名的小村Menthon-St-Bernard，游客可登岸参观Chateau de Menthon，更可以漫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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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湖边小村Talloires。而湖的西岸有另一个村庄Duingt，它位于半岛上，内有两座超过1000年

的古堡。

地址：邻近瑞士国界

电话：04 50450033

交通：从巴黎的里昂车站乘坐TGV只需3小时可到；当然，你可以从良的帕尔迪约车站乘坐快车前

往，时间约2个小时。

   

4、尚贝里（chambery）

(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尚贝里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并且历史悠久的城市，它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上，城市风光

秀丽，古堡林立，并有湖泊、自然公园、葡萄园等。二尚贝里的梅迪瓦尔中心广场从13世纪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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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并且该市的卢梭现代艺术中心聚集了戏剧院、音乐厅、电影院、迪斯科

舞厅等娱乐场所。而在小城阿尔卑斯山上可以看到萨瓦地区的特色风光。

电话：04 79334247

   

5、埃维昂 (evian-les-bains)

(图片由网友 @懒得穿越 提供)

埃维昂是法国边境的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南倚阿尔卑斯山，北傍法国和瑞士边境日内瓦湖，是

法国著名的旅游胜地。那里的湖光山色令人陶醉，近处有葱翠的绿树碧草，远处有举目可及的阿

尔卑斯山皑皑白雪，再加上上天恩赐的可供保健的矿泉浴，因而在夏秋之间，前来埃维昂游览或

治疗的人数以万计。

地址：在法国边境，萨瓦省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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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 50750426

交通：从巴黎里昂站乘坐TVG，3个小时到达Bellegarde后，换乘前往埃维昂的列车1个多小时可以

到达；也可以从里昂乘坐快车到达。

   

6、沙莫尼 （Schamoni）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沙莫尼由风景引人入胜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脉所环绕，同喜马拉雅山极为相似，在这里，可以看见

裂缝很深的冰川从勃朗峰冰雪覆盖的山顶一直铺到相距4.8千米的谷底。虽然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

一个度假胜地，但还是被人敬畏的成为“魔鬼之地”。而到这里旅游，不仅可以滑雪，其风景也

会让人不虚此行。

地址：勃朗峰北侧

电话：04 505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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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可以乘坐火车到达St-Gervais les Bains，再在这里换乘前往沙莫尼的火车，此外，你还可以在

日内瓦机场乘坐直达的汽车，2小时可以到达，平时一天有3趟，冬季会增加班次。

   

7、三峡谷滑雪场（3 Vallees）

所谓“三峡谷”，就是由横跨3个峡谷的5个滑雪场相连而成，规模之大让人无法形容。这3个峡谷

，从西往东，第一个以高雪维尔为代表，是最大最有名的一区，共有62条大小缆车，若是滑雪程

度尚在中级阶段，本区将是最佳的选择；中间山谷以美丽贝尔为主，有47条缆车，适合左右跨区

；号称欧洲最高滑雪度假村的葱仁谷与Les Menuires则构成了第三个峡谷，56条缆车所涵盖的雪道

虽不是全区最多，但雪况绝对是三区第一。

交通：从里昂前往尚贝里，然后换乘车到Moutiere，再从Moutiers国铁车站前往各个滑雪场。由于

各个滑雪场很大，因而要弄清楚车站的位置。

   

8、佩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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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早在14世纪，佩鲁日就曾以纺织和葡萄酒盛极一时，富甲一方的佩鲁日居民为了抵御周遭领主的

入侵，特地修建了环绕小镇的城墙，并在小镇的最高点修建了教堂，教堂的塔顶成为嘹望防御的

重要工程。后来，人们渐渐往交通更为便利的梅基西里居住，这个小镇完全成为旅游者体验法国

中世纪生活的怀旧点，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征收盐税的单位，米其林手册推荐的餐馆、小镇

特色的蛋挞店⋯⋯踏进这道门，时光仿佛倒回到散发葡萄酒芳香的中世纪。

地铁：在高速公路A42号旁

电话：04 74610114

交通：在里昂乘坐Pont de la Guillotiere到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132路公交1个小时可到；也可以乘坐

129路公交到达；如果乘坐火车，只需要半个小时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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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欣赏壁画之都的面孔

(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里昂有大大小小几百幅壁画，其中大型壁画约40多幅，有的描写里昂的历史，有的记录城市生活

。

壁画成了里昂漂亮的“面孔”，里昂成了法国名副其实的“壁画之都”，这一切都得益于艺术家

的创造性劳动。里昂市民享受着“墙壁艺术家”的劳动成果，艺术地、诗意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

在十字架—鲁斯街口，有一幅题为《卡尼》的壁画，面积1200平方米，据说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城

市壁画。它描绘的是卡尼街区过去的人物与活动场景，令人产生亲切的怀旧感。

普拉捷尔街有一幅名为《大图书馆》的壁画，画面的主角是图书。原本该画窗户的地方，全都画

成了书架。书脊上，作者的名字依稀可辨，他们是里昂人或者是曾在里昂一带生活过的知名人士

，其中有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为了与主题呼应，这幢楼房的底层，还真

开了一家书店。

在流经里昂市区的索恩河畔，有一幢7层高的老式楼房，墙面上有一幅800平方米的题为《里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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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壁画。壁画展现了里昂历史上的20多位名人，有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等，我们熟悉的

电影发明人卢米埃尔兄弟也在其中。名人站在阳台上，面对着车流和人流，看着昼夜流动的河水

，有的在深思，有的侃侃而谈，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融。

里昂有一条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这个街区有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

，还有一个体育场。于是，那里合乎逻辑地出现了一幅以体育与科研为主题的壁画，足球、球衣

和科学仪器、绘图板、实验器皿等进入画面，背景图则是足球场和科研机构的建筑物。

里昂是法国“丝绸之都”，在卡尔基拉街上，一幢民宅的正面墙壁被画成“丝绸之门”，建筑物

上方和两边的廊柱上，画着“丝绸之路”上有关国家的风光和人物，如长城、成吉思汗、张骞、

马可�波罗以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等，充满东方韵味。

里昂壁画实录

壁画名称：A la rencontre des lyonnais celebres

(图片由网友 @得不到的更加爱 提供)

年份：画於一九九八年

地址：quai St-Vincent 和 rue de la Martiniere的街角

內容：在这八百平方公尺的壁画，描绘着里昂地区两千年來的三十一位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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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名称：La Biblioth que de la cite

年份：画於一九九八年

地址：quai de la P?cherie 和 rue de la Platiere的街角

內容：主要是图书，原本该画窗戶的地方，全都画成了书架。书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名字

，他們是里昂人或者是曾里昂一帶居住过的知名人士。而且在這幢楼房的底层，还真的开了一家

书店。

壁画名称：Histoire des Transports en commun

年份：画於一九八九年

地址：98.avenue Lacassagne

內容：在这面八百四十平方公尺的壁画裡，绘出了里昂自十九世纪以来到现今的各式交通工具，

其中包括电车、公车和飞机

壁画名称：La fresque de gerland

年份：画於一九九八年

地址：16~18 rue Pierre de Coubertin

內容：这幅画是以九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为主题，描绘了在里昂举行的六场比赛，而且还有大会

吉祥物Footix及冠军奖杯。

壁画名称：Le Canuts

年份：画於一九八七年

地址：boulevard des Canuts 和rue Denfert-Rochereau的街角

內容：这個一千两百平方公尺的壁画，呈现了逼真的立体感，画的主题反射本区Croix-Rousse居民

的现实生活写照；除此之外，还有里昂著名的木偶剧Guignol。此画於一九九七年重新粉刷过。

壁画名称：La residence de la sarra

年份：画於二零零三年

地址：24~58.rue Pauline-Jaricot

內容：这是本文所描述墓仔埔旁的壁画。

壁画名称：La fresque lumiere:Lyon en 2046

年份：画於二零零四年

地址：106．avenue Jean Jaures

內容：此壁画呈现出里昂的未来景象，而且壁画上所嵌入的三百個小灯泡，在夜幕低垂的夜晚中

，整幅画有如宇宙银河般的闪烁星空。

壁画名称：Portraits de grands hommes de la medecine

年份：画於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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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5．avenue Lacassagne

內容：以「里昂、健康、生活」为主題的壁画，並描绘了來自里昂的三十位世界医学界著名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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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助游需掌握的交通

   

1、飞机

里昂圣埃克局佩里机场（Aéroport Saint-Exupéry）是法国境内唯一可与戴高乐机场媲美的现代

化巨型机场，仅国际航线就有60多条。后来，机场建了一个高速铁路火车站，是法国第一个将空

中运输、高速火车头和高速公路网连在一起的新型多模式月台。

从里昂机场到市区的交通也非常方便，不仅可以搭乘出租车，还可以乘坐Satobus机场专线。同时

，机场与里昂高速列车网相接，也可以乘坐高速列车前往市区。

   

2、火车

里昂有两个火车站，为佩拉什车站和帕尔迪约车站。

帕尔迪约车站距市区较远，而佩拉什车站位于市中心。所有到达里昂的火车都会按照帕尔迪约-佩

拉什的顺序停车，其中也有个别车次只停帕尔迪约站。

从巴黎的Paris Lyon车站搭乘TGV火车到达里昂市中心，只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而车次也很多，

一天约有60个班次。另外，里昂还有分别通往普罗旺斯、奥弗涅、阿尔卑斯、阿尔萨斯、诺尔和

瑞士的列车。

   

3、市内公交

地铁：里昂的地铁线供有4条，总长25千米，几乎可以到达城里的任何角落。佩拉什车站是市内地

铁A线的终点站，从这里乘坐市内交通工具去往各处最为方便。

游船：在里昂还可以乘坐游船漫游古城，所有航线都是下午发船，航程1小时左右，还有夜航，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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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码头在Celestins堤岸，咨询电话：04 78429681

巴士：里昂市内的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可以它们到达任何地方，其票价与地铁、缆车的票价一样

，只需1.4欧元。

旅人提示：

里昂的公交车通票非常适合游客。使用无乘车次数限制的通票，可以乘坐里昂市区的各种交通工

具，如地铁、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缆索车、无轨电车等，票价全天有效4.2欧元；2小时有效2欧

元。咨询电话：04 787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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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驴友力荐住宿地

在里昂不愁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这里旅馆的数量非常之多，尤其是在培拉休车站周围和从卡诺尔

广场到贝尔克尔广场一带，有近50家旅馆。不过可能是由于不仅游客众多，而且来此地做生意的

人也不少，旅馆一般都客满。培拉休车站过道上贴有旅馆地图，最好把旅馆集中的地方记下来再

出站。

想住条件好一些旅馆的人，当然价格也相对贵一些，这些旅馆集中在老城区一带。

推荐：

Cour des Loges

(图片由网友 @卡巴死机 提供)

地址：6，rue du Bceut

电话：04 72774444

价位：240欧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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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 et Cercil

地址：21.rue Gaspari

电话：04 78425895

价位：130欧元起

College Hotel

地址：5.pl.St Paul

电话：04 72100505

价位：105欧元起

Htoel du Simplon

地址：11.rue Duhamel

电话：04 78374100

价位：80欧元起

Hotel du Danupihin

地址：9.rue Victor Hugo

电话：04 78371834

价位：50欧元起

Alex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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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地址：49.rue Victor Hugo

电话：04 78377579

价位：50欧元起

Auberge de Jeunesse de VieuxLyon

地址：41-45.Montee du Chemin Neuf

电话：04 78150550

价位：16欧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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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饕餮一族新发现

让其他地方的美食家们伤心去吧，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名菜种类繁多，制作精良，用餐场所

众多，环境优雅。

里昂的名菜种类繁多，有著名的里昂干红肠，搭配炒洋葱的里昂内脏肠等，值得一尝的还有普雷

斯产的Deuil（在鸡的皮与肉之间夹上蘑菇，再加入高汤炖煮而 成），里昂风味的Quenelles（将鱼

肉丸抹上酱烧烤）。里昂的乳酪世界闻名，种类多达100种以上，因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口感，除了

直接切片来吃，还可将融化的奶酪加入酒混合，也可以搭配冷肉、马铃薯等，是补充体力的上品

。 

 

(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里昂特产的火腿、灌肠，品种繁多，肉食动物的天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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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得不到的更加爱 提供)

不得不提的还有这些法式甜点，马卡隆Macaron，是一种用蛋白、杏仁粉、白砂糖和纯糖粉做的

甜点，看着就有食欲。

葡萄酒可喝佐餐葡萄酒。如果是比较高级的用餐时，可喝Hermitage等白葡萄酒。

有“美食之都”之称的里昂，除了近郊有名的3星级餐厅保罗-勃丘兹，还有许多价格便宜，又能

品尝到名肴的饭店。

Paul Bo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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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三星级餐厅

地址：69660 Pont de Collonges Nord

电话：04 72278587

Pierre Orsi

里昂本地料理

地址：3.Pl.Kleber

电话：04 78895768

Brasserie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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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懒得穿越 提供)

传统啤酒，里昂本地料理

地址：30.courds de Verdun

电话：04 72565456

Auberge Rabelais

地址：39.rue St-Jean

电话：04-78370743

Le Sud

地中海料理

地址：11.pl.Autonin Poncet

电话：04 72778000

除了有高级精致美食餐厅外，而传统小餐馆也是闻名全法国，Rue  Mercière，Rue Saint

Jean及Rue des Marronniers便是里昂三条著名的观光小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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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旅人提示：

在里昂找餐馆时，一定要先看招牌，餐馆名字以“LAMERE”开头，后面加有姓氏的才是吃正宗

里昂菜的好地方。另外，在法语中“BOUCHON”的意思是小餐馆或小酒馆，提供三道式餐点（

前菜、主菜及甜点），在这里你可以吃到地道的里昂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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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昂的购物胜地

(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在里昂购物可以很轻松地获得乐趣，而且购物对于当地人来说可以称得上是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里昂是一个十足的购物天堂，更准确地说，里昂是世界名牌商品的购买天堂。据调查显示，里昂

已经成为了仅次巴黎和米兰的欧洲第三大名牌商品购物中心。在Presqu’le区可以看到很多拥有数

量众多的吸引人的商店。在该区的核心地段，能发现像Printemps， Galeries

Lafayette和Habitat这样的大型的专卖店。rue du Président

Herriot是一座雅致的19世纪建筑，这里出售着像库奇（Gucci）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这样的奢侈品牌的商品。

在雅克宾广场附近，百乐谷广场和共和国广场一带，有一个被称为“金方块”的黄金购物街区，

集中了最著名的国际高档品牌专卖店，如路易�威登。迪奥（Dior）、卡地亚（Cartier）、爱马

仕(Hermes)、高田贤三(Kenzo)等。另外，这里还有里昂本地设计大师自创的品牌，如Fafiotte、Az

uleros、Chaize等，价格比较实惠也不会与时尚脱轨。

如果您在寻找古董商品，那就应该去Rue Auguste Comte和古董商人市场（Citédes

Antiquaires）。如果您想为自己家里添置些有法国风情的装饰品，最好的去处就要数Cours de la Lib

erté。另外，Part-Dieu是整个欧洲最大的城镇中心卖场，一共有260家商铺，所卖商品更是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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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大部分商店周一至周六从早上9：30营业至晚上19：30，周日休息。有一些小的杂货店会在周日上

午开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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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荐行程

   

1、里昂地铁一日游

                                               55 / 60



�������

里昂：文化之城
里昂有两个火车站，分别为新站（GARE PART-DIEU）与老站（PERRACHE），可根据到达的情

况选择从哪条线路开始一天的旅游。里昂市内有A/B/C/D四条地铁（METRO）和T1/T2/T3/T4四条

有轨电车（TRAMWAY）、C3/C1两条电车外加公共汽车，可以在地铁站购买天票，可以在一天

内乘坐市内所有的公共交通，性价比很高。

    我们一天的行程为：里昂市政厅、里昂歌剧院、艺术博物馆（地铁A线HOTEL DE

VILLE）→百乐谷广场（地铁A线BELLECOUR）→富尓韦圣母院、古罗马剧院（地铁D线VIEUX

LYON倒电车到FOURVIERE站）→圣让首席大教堂、老城、索恩河畔。

我们火车达到的是新站，提前做好功课后就按规定的路线出发。在新站坐地铁B线到CHAPPENNE

S，然后倒A线到HOTEL DE VILLE，一出地铁口就能看见里昂歌剧院和里昂市政厅后门。沿着里

昂歌剧院正对着的路进去，步行不远即可见里昂市政厅正门和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yx-arts

）。艺术博物馆有“小罗浮”之称，分为3个部分：油画、雕塑、文物，其中油画部分是全天展出

，雕塑、文物中午12点到14点不展出。因为需要7欧元门票，想好好参观的话得安排好时间。

    从艺术博物馆出来，回到地铁站，继续乘坐A线到BELLECOUR站，在百乐谷广场（Place B

ellecour）有路易十四的雕像，里昂旅游局也在这里，在广场上能看见不远处非常漂亮的富尓韦圣

母院。在广场上闲逛一段时间后，在广场附件的PIZZA店解决午餐。

午餐后，在BELLECOUR站坐D线到VIEUX

LYON站，在该站倒电车上山，到FOURVIERE站参观富尓韦圣母院（Basilique Notre Dame de Fourv

ière）。该圣母院是里昂的标志，是在普法战争中里昂人民为了祈求战争的胜利而建，建于公元1

870年，分为上下2层，外观由拜占庭和中世纪风格融合而成，以大理石装饰，玻璃闪耀着五彩斑

斓的花纹，内有精美的镶嵌画和壁画。

   

参观完圣母院后，沿着盘山公路步行下山，在圣母院很近处，可见古罗马大剧院（Thé�tres Gall

o-Romain），建于公元前43年，现在还会举办大型音乐会、演奏会、歌剧等演出，可以容纳一万

名观众。剧院遗址令人震撼。

    沿着盘山公路下行，50米处丁字路口左转，在3岔路口沿左边的下山路进行前行，到山脚

后可见圣让首席大教堂（Primatiale St-Jean）。该教堂位于索恩河畔，于公元1180年开始建造，建

造时间长达三个世纪。这座教堂并不算特别宏伟，但资格很老、地位也高，它已有近千年历史，

兼具罗曼和哥特式风格。据说，里昂大主教享有首席大主教的地位，因而他的座堂便冠以首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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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名称。

    在圣让首席大教堂旁边便是老城，在老城区逛逛后，再沿着索恩河畔步行到D线VIEUX

LYON站，欣赏河畔美景，最后坐地铁到新火车站结束一天的行程。

   

2、里昂经典三到五日游

里昂是法国的一座美丽城市，如果有空您不妨在这待上个三五日好好领略里昂的美。

首先，我们要去的是传说无法不让人不想要谈恋爱的浪漫小城—安纳西。

早就听说了安纳西是一座美丽的童话城堡，有着保存完好的12世纪至17世纪的古建筑。安纳西有

一个被称作是全欧洲最干净清澈的湖，安纳西湖。坐在翠绿宽广的草坪上，显得特别的惬意宁静

。在古城老街的两旁都摆满了各种的花草，古老的砖瓦铺成的小路，简直就像是在童话王国里一

样。街边一些古朴的商铺更是让人觉得更有特色，餐馆、咖啡店、纪念品商店，各有各的特色。

之后，可以去被称之为“世界上最贵的矿泉水”的依云水的源头，依云小镇。在其背后，就可以

看到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脉。依云镇的人民可以免费喝到这纯天然的矿泉水，当然为了保证水

质，法国政府特立法规定在依云水源的五百公里以内不得有任何的污染源存在。依云不仅水好花

也多，在法国更有“最多鲜花城市”的美称。在依云，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美好。

接下来您可以选择之前的里昂地铁一日游的方案游览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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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法国人在社交场合与客人见面时，一般以握手为礼，少女和少妇也常施屈膝礼。在男女之间、

女士之间见面时，他们还常以亲面颊或贴面来代替相互间的握手。法国人还有男士互吻的习俗，

两个男人见面，一般要当众在对方的面颊上分别亲一下。

2、法国人在餐桌上敬酒先敬女后敬男，哪怕女宾的地位比这里所有的男宾低也是如此。走路、进

屋、入座、都要让妇女先行，拜访告别时也是先向女主人致意和道谢，介绍两人相见时，一般职

务相等时先介绍女士。

3、法国是一个讲究情调的国家，因而吃东西的时候喜欢用酒来助兴。一般来说，红酒配红肉，白

酒配白肉，至于甜品多数会配甜餐酒。

4、法国餐厅午餐供应是由12～14点，晚餐是由19～22：30点或更晚。正式餐厅称为Restaurant，菜

色较为精致，费用也较高，需事先订位，有些还须着正式服装，最好事先确认清楚。啤酒屋类称

为Brasserie，提供海鲜冷盘、传统菜肴，营业时间较长，由早餐至宵夜。

5、小费，法国自从实行Smic最低工资保障制以后，几乎所有餐厅都已将税及15%的服务费包括在

菜单内。若某间餐厅的食物或服务特别好，一般客人会多付2—5欧的小费。在酒店，每件行李得

付掮夫及女服务员2欧左右的小费。在游览后，旅客也应给导游及司机适当的小费。

6、在法国，有很多场合都需要正装出席，一些酒店也会把穿着比较随便的人拒之门外，在比较高

级的餐厅吃东西，也一定要穿着正式。所以，出行时建议男士带一套正式的西装与皮鞋，女士带

一套正式的服装高跟鞋都是必须的。

7、贵重物品包括护照、先进、旅行支票、信用卡、飞机票等，必须贴身保存，不能放在行李箱内

托运。到了法国如果住在比较好的酒店，只携带最低限度的钱出门就可以，其他贵重物品可以存

放在保险箱内。

8、电话薄

医疗急救：15

警匪电话：17

消防火警：18

手机急救电话：112

失物找寻电话：08 21 00 25 25

信用卡挂失：08 92 70 57 05

中国大使馆：01 47 36 9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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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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