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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典——安宁的王国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名字来自瑞典语

中“安宁的王国”的意思。许多游客初到瑞典的第一感觉就像回家一样，或是感觉踏上了拥有梦

想中生活方式的国度。而这种风格又蕴含了很多内容：对生活的感悟，对命运的反省，没有矫揉

造作，有的只是人们所体验到的瑞典高品质生活，这些美好的体验将会让人永生难忘。 

　

瑞典拉普兰地区

　　瑞典是一个拥有怡人自然风光的国家，这里有辽阔的地貌、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源、美丽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及丰富的原生态地区，每个人都会爱上它，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供人修养身心

。同时，到访瑞典的您还会惊讶于瑞典如何将文化、自然遗产保护的如此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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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区域划分图

最佳旅游时间：5月底到9月的夏季和秋季。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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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旅行者和露营爱好者尽量避开6-7月的高峰期；冬季通常不适合旅行，除非有周全的计划去滑

雪、坐狗雪撬车等雪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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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ADS旅游签证

签证领区划分

北京领区：除上海，广州，香港领区之外的其他省份

上海领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

广州领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香港领区： 香港 澳门

不能有外领区的申请

受理时间

瑞典使馆受理时间为15个工作日

签证处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

签证注意事项

销签：

1、回国后48小时内销签，需提供护照＋全程登机牌

2、领队要随团销签

3、出发前取消的，必须在团队出发之前提前到使馆销签

面试：使馆会抽查面试。

旅人提示：

1、如果有旧护照必须提供；如旧护照丢失，需要当地派出所挂失的报案手续单或本人写的详细的

丢失说明

2、对于未成年人的要求比较苛刻，不接受未成年人单独出行

3、曾被任何国家拒签过的客人，请提供拒签说明，此说明可以是使馆的拒签信，也可以是申请人

                                               8 / 109



�������

瑞典：闲情北欧
本人写的说明，中英文均可

4、使馆有权在受理签证时抽取申请人到使馆面试，或要求申请人回后到使馆面试销签

5、使馆对户口本上身份为农民的申请人审查较为严格，拒签率高

所需材料：详见文章末尾旅人提示相关说明

相关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哥德堡总领馆

地址：Gr�nsakstorget 3 G�teborg

邮政地址：Box 11 294，404 26，G�teborg

网址:WWW.CHINACONSULATE.SE

电话：0046+31-842445 842340

传真：0046+31-842341

查号台：118118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

地址：Lidovagen 8, 11525 Stockholm, Sweden

各单位电话及传真:

武官处 电话 08-57936420；传真 08-57936435

办公室 电话 08-57936407；传真 08-57936403

政治处 电话 08-57936423；传真 08-57936427

礼宾事务 电话 08-57936404；传真 08-57936403

领事部 电话 08-57936429/451；传真 08-57936452

经商处 电话 08-7674083；传真 08-7318404

文化处 电话 08-7652695；传真 08-7652645

科技处 电话 08-7675825；传真 08-7310740

教育处 电话 08-7552318；传真 08-7531269

使馆值班电话 0763383654

瑞典驻华大使馆北京

地址: 北京三里屯东直门外大街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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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600

电话:+86 (0)10 6532 9790

Emergency phone:+86-1861 106 9049

传真:+86 (0)10 6532 5008

电子邮件:ambassaden.peking@foreign.ministry.se

瑞典驻华大使馆上海

地址 中国上海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521-1541室

邮编： 200020

电话:021-5359 9610

签证处电话:021-5359 9639

传真:021-5359 9633

电子邮件:generalkonsulat.shanghai@foreign.ministry.se

签证处电子邮件:generalkonsulat.shanghai-Visum@foreign.ministry.se

瑞典驻华大使馆广州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18楼1802室

邮编: 510613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电话：+86 20-38113188

传真：+86 20-38113199

邮箱地址：cg.guangzhou@mfa.no

芬兰驻华大使馆广州

香港居民去瑞典的短期旅游签证（90天及以内）申请由芬兰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办理。

芬兰驻香港总领事馆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08号

大新金融中心24楼2405-2408

瑞典贸易委员会台北办事处：

台湾居民去瑞典的旅游签证申请由瑞典贸易委员会台北办事处负责办理。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号国贸大楼11楼1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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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1012

网上申请签证

提交签证申请最简便最快速的的办法是通过网上进行电子申请。然而为了实现网上申请，您必须

满足某些要求。在您开始申请之前请仔细阅读此页，具体要求如下:

为了能够在网上申请签证，您必须:

1、有一个在整个申请过程中都持续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2、通过信用卡缴纳申请费—visa卡，万事达卡或美国运通卡。

3、可以使用一台电脑，该电脑的技术规格符合要求。

4、可以得到所需的电子形式的支持文件。

你不能使用这项服务如果:

1、在您提交申请的国家，瑞典的相关事务由他国代理(包括签证事务)。

2、在您提交申请的国家，您想办理去另外一个申根国的签证，而该国在此国家由瑞典代理其相关

事务。

3、您同时也想申请工作许可。

可被支持文件说明

请查看您需要附加到申请中的支持文件。该信息可在此页右侧标题为"内容"的支持文件下找到

1、文件大小不得超过2兆。

2、可接受如下文件格式pdf, doc(x), jpg, png, rtf, txt。

进入网上申请：http://www.migrationsverket.se/info/3015_en.html

预约

如果您已填妥表格并已提交申请,便可预约来访时间。如想知道什么时间合适请点击以下瑞典驻北

京大使馆的链接。您也可以不预约而只是提交申请,这样您就必须在使馆开放时间来到使馆。

查看预约地址：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ansokanbokning/?enhet=U0835

签证费用

签证费用520元人民币。瑞典使馆只接受以银行卡支付申请费用。只有在无法使用银行卡的情况下

，才接受现金支付各类费用。

签证办理所需的时间

申请受理时间大约为15个日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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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行程的改动

只有按照提交申请时预先制订的旅行计划旅行，签证才有效。如果出于任何非人为控制原因，需

要在提交申请之后，出发之前对旅行计划进行任何修改，中方经授权的旅行社有义务立刻通知其

申请提交的使馆或总领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只可以对旅行计划进行细小的改动，如团队住宿的

旅馆。 在任何情况下，全部队员都要随团旅行，并住宿在同一个旅馆中。不接受对旅行计划的重

要基本内容进行改动。

   

2、货币银行与商店营业时间

银行营业时间

周一 ~—周五： 10：00 am –3：00 pm

周四：10：00 am – 4：00 / 5：30 pm

在某些城市，银行可能会营业到6点。所有银行在周末和公众假期都不营业。一般来说开设在机场

，码头或者主要铁路站的银行会营业的比较晚一点。

信用卡

所有主要信用卡在瑞典的饭店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用您的Visa, MasterCard,

Maestro或者Cirrus卡在任何一个“Bankomat”或者”Minuten” ATM上提取现金。

商店营业时间

周一~周五：9：30 am – 6 pm

周六：9：30 am – 2 / 4 pm

在比较大的城市，百货商场会开到7：00或者更晚。有一些也会在周日大约中午12：00到下午4：0

0的时候开放。商店一般都会在公众假期前一天关的比较早一些。

货币与物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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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货币单位为“krona” (克朗)。1克朗相当于100

�re。纸币面值有20，50，100，500和1000克朗，硬币有50 �re，和1，5，10克朗。

瑞典没有对带入境内的外币和瑞典货币的金额限制。

从2002年1月，欧元在欧洲的12个国家作为取代原货币的单一货币开始流通。这12个国家包括：比

利时，德国，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希腊，葡萄牙和芬兰。

北欧国家里，只有芬兰将原货币改为欧元。瑞典目前还没有加入可以通用欧元的条约，瑞典国内

仍使用本国货币-瑞典克朗。

信用卡

大多数信用卡在瑞典的各个银行，宾馆，商店，饭店，出租车，汽车出租公司都可以使用。并且

可以用于购买机票，船票和铁路车票。当使用信用卡付款时，大多数商店和饭店需要您提供相应

的身份证明。

您可以使用Visa, MasterCard, Maestro或者

Cirrus卡在任何“Bankomat”或者“Minuten”提款机提取现金。

游客支票

瑞典各大小消费场所普遍接受游客支票付款。零钱通常以瑞典克朗支付。

旅人提示：游客用支票付款时，会被象征性的收取一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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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关规定

　　瑞典海关对普通出入境旅客携带食品、动植物、烟草、酒精类有一定限制和规定。免关税酒

烟类：酒精含量超过22％，限量1升；酒精含量15-22％，限量2升。一定数量的啤酒（总价值不超

过1700克朗）；200支香烟，或100支雪茄烟，50支雪茄，250克烟草。18岁以下禁止携带烟酒。严

禁携带毒品和枪支弹药。来自欧盟以外的国家的访客，未经瑞典农业部许可，不得携带肉类、动

物制品（如鱼、肉、贝壳类等），但不包括婴儿食品、奶粉、用于治疗目的的特殊食物。不得携

带欧盟以外的土豆进瑞典。对私人进出瑞典携带现金数量没有限制。

旅人提示：详细规定请看瑞典海关网页：www.tull.se。

   

4、其他须知

语言

游客不必携带常用语手册前往瑞典。多数瑞典人都会讲英语。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萨米语（拉

普语）、芬兰语、Me�nkieli（Tornedalen芬兰语）、犹太语、Romani Chib（一种吉普赛语言）。

时差

UTC +1

比北京时间晚7小时（每年3月底到10月底北欧实行夏时制，与北京时间差距缩短1小时）。

夏令时

三月最后一个周末至十月最后一个周末，瑞典实行夏令时（将时钟往前拨一个小时）。

国家电话区号

+46

电压

220伏特、50赫兹

小费

在瑞典，握手比付小费更受欢迎。瑞典大多数的酒店账单中已包含服务费。

您可以付给酒店服务生特殊服务小费，但这不是强制性，仅根据个人喜好。

餐厅账单包含小费，但晚餐需付小费。

                                             14 / 109

http://www.tull.se


�������

瑞典：闲情北欧
应付给出租车司机数克朗的小费。

搬运工和衣帽间服务生通常收取小费。酒店和餐厅门童也会适当收取小费。

紧急求助

警察局（Kungsholmen分部；电话401 1300；Kungsholmsgatan37；Sodemalm分部；电话401

0100；Torkel Knutssonsgatan20）两个分部都是24小时营业，随时提供帮助。

洗衣店

Tcattomat（电话346480；Vastmannagatan61；MT-Odenplan；时间周一至周五8：30am-6：30pm，

周六9：30am-3pm）自动投币洗衣店，干洗70瑞典克朗。

行李寄存

根据行李大小，费用为25-70瑞典克朗。类似的服务在公共汽车站和主要渡轮站也有。

医药服务

CW Scheele Appotek（电话454 8130；Klarabergsgatan64；时间24小时）市中心附近的大药房。

ST Eriks Sjukhus（电话616 1117;Flemminggatan22；时间8am-8：30pm）牙科诊所。

Soder Sjukuset（电话616 1000；Ringvagen52；时间安4小时）位于Sodermalm的大型医院。

着装

瑞典夏季天气温和舒适。适合穿带夏季休闲衣物，如轻薄的毛衣、夹克或雨衣。

外套在春秋冬季必不可少。

穿着舒适的矮跟鞋非常重要，不仅适合乡村旅游，还适合在鹅卵石街道上散步观光。

瑞典人追逐潮流。但他们也尽量避免太过华丽的衣服，牛仔服饰相当流行。

在餐厅和商务场合，男士最好穿夹克衫、系领带；而女士在任何场合，包括商务场合均可穿着长

裤。

邮局

如今您很难找到独立的邮局，不用着急，瑞典有许多商店也提供邮政服务，如杂货铺、售货亭和

加油站都可以办理相关业务。营业时间也根据不同商店的营业时间而定。一般来说，商店营业期

间均提供邮局服务，但各地可能不尽相同，请注意蓝色邮局标识。

重量在20克以内的信件和明信片的收费标准：瑞典国内5.5克朗；国外11克朗。

邮局和大部分报亭出售邮票。

瑞典信箱分为两种。蓝色信箱仅限本地邮件，黄色信箱可投递外地和国际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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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电话卡

从海外拨打瑞典国内电话，请在区号（省去0）和电话号码前加拨+ 46。

从瑞典拨打国际长途，请拨00加国际代码、区号和电话号码。

瑞典国内可使用预付费电话卡、信用卡/借记卡、瑞典克朗或欧元硬币拨打付费电话。报刊杂志店

或售货亭（如Pressbyr�n）、超市等地均出售电话卡。

手机服务

手机在瑞典广泛使用。您可选择接入Telia移动、Tele2、或Telenor GSM网络( 900 & 1800 赫兹). 您可

以上网了解各种手机网络覆盖范围。南瑞典手机网络覆盖率几乎达到100％，尽管有几处盲区。北

瑞典的主干道和沿海地区手机网络信号良好。

紧急情况下不宜使用手机－比如，山区无手机信号覆盖。瑞典拨打其他欧洲国家电话费用从3.90

– 9克朗/分钟不等。

互联网及邮件服务

大部分机场、火车站、公共图书馆（免费）和酒店提供接入互联网的电脑服务。多座城市的咖啡

厅设有互联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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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瑞典最棒体验

   

1、在“冰酒店”中甜美入梦 享受这独一无二的超酷感觉

　

　　瑞典的冰酒店在世界上相当闻名，毋庸置疑它是最冷的酒店，每个房间每年都由冰雕艺术家

们用不重样的艺术冰雕造型建成这一座水晶般的宫殿。这座由冰雪建成的宫殿无论多美，它都只

能在每年的严冬存活五个月，一到天气开始转暖它就逐渐溶化，正如冰旅馆的简介上写的从河水

里来，终究又流向河水，一切能留下的只有回忆。这样的超酷体验怎能错过。

旅人提示：

1、要体验炫酷的冰酒店一定要量力而为，体质较弱着切勿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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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冰酒店通常的营业时间是12月至次年2月。

3、酒店信息：

地址：Marknadsv�gen 63, 981 91 Jukkasj�rvi, Sweden

电话：+46 (0)980 668 00

电子邮件：info@icehotel.com

网址：http://www.icehotel.com

   

2、静静地凝望深邃的波罗的海

　　站在波罗的海前便会令人不由得感慨到，从没见过这么静的海，像湖面一样澄清。没有白色

的沙滩，没有浪花拍岸，没有碧蓝，只有保持沉默，保持着幽幽的紫色。但是它却不乏变幻，这

种变幻完全体现在光线上，天空暗淡的时候海面便阴郁的有些发黑，让人驻足在岸边不敢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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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晴朗的时候，人更要再退后几十米，不然海面耀眼的反光一定会闪昏了眼睛。深邃的波罗的

海只需要静静地凝望便能感受到的最宁静的美。

   

3、感受光的极致领略北极光的浪漫

　　瑞典的北部靠近极圈，夜间常会出现灿烂美丽的光辉。它轻盈地飘荡，同时忽暗忽明，发出

红的、蓝的、绿的、紫的光芒。这种壮丽动人的景象就是极光。极光多种多样，五彩缤纷，形状

不一，绮丽无比，在自然界中还没有哪种现象能与之媲美。任何彩笔都很难绘出那在严寒的北极

空气中嬉戏无常、变幻莫测的炫目之光。

   

4、享受斯德哥尔摩中世纪的午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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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德哥尔摩既有典雅、古香古色的风貌，又有现代化城市的繁荣。在老城区，有金碧辉煌的

宫殿、气势不凡的教堂和高耸入云的尖塔，而狭窄的大街小巷显示出中世纪的街道风采。在这里

随意漫步，欣赏着路旁边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历史的气息迎面而来。老城区的街道两边有很多特

色商店、艺术品店及餐厅和coffee shop等等。弧形的街头搭配中古建筑风格，再加上方型石块铺路

，让人仿佛回到中世紀的欧洲。悠然地坐在喷泉边，端着一杯咖啡与飞舞的鸽子做伴，享受美好

的午后的阳光。

   

5、彰显皇室风范的瑞典皇宫换岗表演您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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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皇宫每天中午12点一刻换岗，周日要13点1刻换岗。而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会有大型的军

乐队演出。换岗的士兵们一副中世纪卫兵的打扮，白色穗子的头盔和海蓝色呢制军服，每一个都

英姿勃勃、庄严神圣。皮靴整齐地上下划动着，街道上回响着“哐、哐、哐”的脚步声，每一步

都彰显出皇室的风范。

旅人提示：

军乐队的演奏也非常的棒，不要仅注意看而忽略了听。他们的演奏从合奏到每种乐器变着花样的

单独演奏，堪比一个小型交响乐会。

   

6、斯德哥尔摩地下铁里的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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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德哥尔摩居民引以为傲的地下铁（Stockholm Metro）也值得你去一探究竟。致力于提高生

活品质的瑞典人，把地下铁建造成一条艺廊，总长108公里，每一站都是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其中

最美的是T- Central站，月台和铁道都从自然岩石中凿开，蓝白色的墙壁上画满蓝色的巨型树叶，

加上特殊的照明效果，恍若置身原始洞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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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线路图

   

7、在瑞典你还用打火机？那么你真的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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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品牌，但让瑞典人最自豪的却是小小的火柴。近年来，随着燃气或

燃油打火机的普及，多数国家的人已经很少有人再继续使用火柴了，不过瑞典却是个例外。在瑞

典的超市里，仍有火柴的专门柜台，并且销量还不错。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喜爱户外烧烤的瑞

典人常常划着一根火柴扔到碳上来点燃篝火，这种感觉比使用打火机要“酷”多了。到瑞典旅行

带几包火柴当作旅游纪念品是个不错的主意哦。

   

8、“购物天堂”——哥德堡让人尽享扫货的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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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热衷购物，哥德堡独特的魅力商品将带给您愉悦的购物体验。这是一座拥有极佳购物

环境的城市，多数商店和百货公司均位于市中心，步行即可到达，非常便利。而且瑞典西海岸的

自豪之处在于，商品的丰富性足以让你有置身于国际大都市的感觉，但是又如此之小，可以步行

或者乘坐短程有轨电车往返于购物区之间。对于快速购物而言，这可是能把众多名牌一网打尽的

好机会。

旅人提示：哥德堡主要购物区有：Nordstan购物中心， Innerstaden购物中心 和 Avenyn购物中心。

   

9、梦幻般的西海岸群岛给您多重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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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瑞典西海岸的群岛拥有无与伦比的景点。这里的岛屿世界令人赞叹，色彩变幻万千的暗

礁令人印象深刻；而光滑的花岗石平缓的铺在水中，更是构成一幅典型的西海岸风光画。这里是

划船爱好者的天堂，在暗礁中滑动船桨感受非凡的刺激。同时这里众多的泳池和日光浴场所是享

受阳光的不二之选。而那些喜欢野外探险的人，可乘坐小船前往众多风景怡人的岛屿，如Styrs�

，Br�nn�，Dons�和Vinga，欣赏海上旷野和绝世美景。在这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一方天地

。

   

10、体验最纯粹的原始北欧交通工具“狗拉雪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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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在前面飞驰，乘坐的雪橇大约以20公里的时速在银色的树林里行驶，沿路的风景就像一

幅黑白的水墨画，美不胜收。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之外，你能听见的就是狗狗奔跑的声音和雪橇

滑过积雪时的沙沙声。像这样被一群雪橇犬拉着在雪山飞驰，将是您一生种难忘的经历。

   

11、雪地风筝为您带来最刺激的滑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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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灵感来自于滑水运动的“雪地风筝”或许是大自然的力量与人类的灵感相撞击产生的最

新鲜事物之一。雪地风筝随时可能带着滑雪者横渡结冰的湖泊，翻滚于平坦的雪地；对于一些熟

练掌握单板滑雪或是冲浪技巧的人而言，不仅能在顺风和逆风的环境中调节速度，还能跳跃至30

米的高空之上，感受翱翔天际的刺激。

   

12、在马尔默Lilla Torg小广场过一会儿地道的瑞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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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la Torg小广场是马尔默人吃饭、购物和逛街的主要场所。这座鹅卵石广场始建于1592年，

它的四周也都是同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经过修葺后显得熠熠生辉，为迷人的小广场增添了丰富

多彩的背景。广场中的Saluhallen是一个囊括了全球美食的市场－—毕竟马尔默有来自世界164个国

家的人民和100种语言，难以计数的各式的餐厅和咖啡厅很好的诠释了这里的风格多样性。Hedma

nska G�rden是小广场上一座封闭式庭院。庭院里最古老的建筑源自16世纪，最现代的建筑是一座

19世纪的仓库。现在，这里为北欧现代设计中心。历史、设计、美食⋯⋯汇聚成了“最瑞典”的

生活。

   

13、“时尚瑞典”新潮风范由你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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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H&M、Acne这些品牌的成功，瑞典时装在过去10年中名声大振，也让瑞典变得时尚了起

来。游走在时尚瑞典之中，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是H&M式的亲民价格，还是Acne式的休闲风格，

抑或兼而有之？坦白说，瑞典的设计始终带有宜家家居给人的印象，但就是在这样的家居风逐渐

变得愈发的时尚！从明媚的色彩到下降的裙摆，到80年代感的宽肩西装复古风，还是潮流走势中

永存的叛逆风格？潮流风范由您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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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游瑞典

   

1、斯德哥尔摩——“北方威尼斯”

　　如果问到首次造访斯德哥尔摩的游客对她的印象，他们定会用“美轮美奂”来形容，这种形

容绝不夸张。斯德哥尔摩是一座主流的国际大都市，拥有优越的购物环境、众多高品质餐厅，以

及高标准的酒店、享誉国际盛名的俱乐部、音乐现场以及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而且，斯德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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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纯粹秀丽的大自然更是迷人。

　　斯德哥尔摩市有700多年的历史，由14个岛屿组成，整个城市傲视波罗的海。徒步是游览这座

城市的最佳方式，即可到达斯德哥尔摩的多处美丽景点。你还可以乘船来体验斯堪的纳维亚最大

最美的城市不同寻常的一面。若想体验斯德哥尔摩的自然美丽风光，不妨试着在夏季清晨漫步于

尤尔格丹地区，在Norrm�larstrand的梅拉伦湖中漫游，或在Hagaparken享受片刻的宁静。我们认

为这样您才能体会到我们所说的这一切。

斯德哥尔摩王宫 

　　从诺尔马尔姆岸一侧望去，王宫就像建在水面上。13世纪的比列尔�亚尔最初在这里修建城

堡，现在的建筑是1760年建造的，属于荷兰文艺复兴风格。城堡内拥有608间房屋。现在王室的居

所在皇后岛皇宫，这个王宫仅用于特殊场合，如接待国家和公众客人，进行外交授权仪式等。国

王的办公室也在这里。

门票：90克朗

地址：Kungliga Slottet， Slottsbacken 3， Stockholm， Stock

开放时间：6月-8月10:00-16:00，9月-5月12: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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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是举行诺贝尔颁奖晚宴和庆典的地方。市政厅（Stadshuset）在Riddarfj�rd

en河畔倒映下秀美的身影，河流的两畔还矗立着瑞典行政管理中心区的议会大厦和各种政府部门

机构。斯德哥尔摩地方当局在市政厅里设有办公室。市政厅于1923年建成，混合了多种建筑风格

。106米高的塔尖是象征瑞典的三个闪闪发光的金色王冠。如果想俯瞰全境，这里值得一去。另外

一个游览市政厅的原因则是蓝色大厅，这里是举办诺贝尔颁奖宴会和庆典活动的地方。其他的游

览重点包括参观这栋金碧辉煌的大厦的各个房间、大厅及会所，事实上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王宫

，而不是市政厅。

地址：Hantverkargatan 1， 105 35 Estocolmo， Sweden

电话：46 8 508 290 00

皇后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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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岛宫是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十六世和王后希尔维亚的住所之一。自十五世纪至十六世

纪地基和宫殿建立以来，其内部装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反映着当时的时尚和流行趋势。皇

后岛宫殿的南配楼是瑞典皇室居所，宫殿的其他场所全年向公众开放，宫殿尤为吸引人之处是公

园、花园、中国宫殿和宫廷剧院。皇后岛宫殿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她是瑞典

十八世纪皇家居所的范例，代表了当时欧洲的各种建筑风格。

地址：Drottningholm

电话：48-4026270

开放时间：10:00-16:30

瓦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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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萨博物馆瑞典瓦萨博物馆位于斯德哥尔摩动物园岛上。瓦萨沉船博物馆是瑞典众多博物馆

中一座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它是专为展览一艘从海底打捞上一的瓦萨号沉船而建立的。“瓦萨号

”是一艘古战船，它是遵照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旨意于1625年开始建造的。当时，瑞典海军

雇用荷兰造船技师计划修建一艘单层炮舰，可是在造船过程中，国王得知他们的海上劲敌丹麦已

经拥有双层炮舰，便不顾当时的实际条件，仓促下令把炮舰改造为双层。3年后，战船终于建造成

功，并以瑞典瓦萨王朝第一位国王的名字命名。1628年8月10 日，瑞典为“瓦萨号”举行盛大的下

水首航仪式，然而当“瓦萨号”驶离码头不久，在海面强风袭击下，船体一阵剧烈晃动后，船舱

进水，不久，竟沉入近海30多米深的海底。当时为追究“瓦萨号”沉船的责任者，瑞典曾喧闹一

时，但最终不了了之。

门票：95克朗

地址：Galarvarvsvagen 14， Djurgarden

电话：46 8 519 548 00

开放时间：6月10日至8月20日，09:30-19:00；其它日子为10:00-17:00

官方网站：www.vasamusee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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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现代博物馆 

　　斯德哥尔摩现代博物馆藏品分为瑞典和北欧艺术品、国际艺术品、素描和版画、摄影、电影

和电视等。博物馆陈列着许多经典作品，如毕加索的“春天”、萨尔瓦多�达利的“威廉泄露的

奥秘”、维拉�尼尔森的“肥皂泡”。罗伯特�劳森伯格的“山羊”是一幅油画作品，绘有一只

死去的山羊和一个车轮胎。这会引发游客的疑问：“这是什么意思？”激发您的思考就是参观这

座享有国际盛名的博物馆的意义。您将在博物馆里看到“我们的时代”展览，所有展品来自三个

不同时期：1900年-1939年，1940年-1969年，以及1970年至今。展品按照从今到古的顺序排列，除

非你选择从后往前参观。现代博物馆中的现代藏品和流行艺术品能带给游客深刻的印象，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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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欧洲的审美标准。例如，博物馆于2008收回了Andy Warhol的作品，汇集了60年代知名艺术家

的电影作品，其中包括‘睡眠’和‘帝国’都是不容错过的作品。

门票：80克朗

地址：Exercisplan 4， 111 49 Stockholm

电话：46 8 519 552 00

官方网站：www.modernamuseet.se

斯堪森民俗博物馆 

　　斯德哥尔摩的斯堪森露天博物馆是世界首座露天博物馆。这里有真正的、保存完好的十九世

纪的农场、作坊、商店和漂亮的木制教堂，这些都是瑞典人生活和工作、举办大规模的赛事和庆

祝活动的写照。这里有约160座有瑞典各地风格的建筑，呈现了当时的社会景象。斯堪森露天博物

馆内还有一家动物园，特色动物是驯鹿，狼，猞猁和棕熊。

门票：60克朗

地址：Djurg�rdssl�tten 49-51， 115 21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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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电话：46 8 442 80 00

开放时间：5月-6月10:00-20:00

官方网站：www.skansen.se

六月坡儿童主题博物馆 

　　六月坡儿童主题博物馆（Junibacken）为您展现阿斯特里德�林格伦以及瑞典其他著名儿童作

家创作的人物和故事。步入六月坡儿童主题博物馆，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童话故事世界，Alfie

Atkins、Moomins和许许多多可爱的童话人物正在等着你的到来。孩子们可以前往Villa Villekulla野

外，东奔西跑，爬上爬下，扮演童话人物或骑皮皮的马等。在童话世界里，你将和瑞典著名儿童

作家及艺术家Elsa Beskow创作的人物不期而遇；还可以徘徊于“Peter in Blueberry Land”附近，参

观“Hattstugan”，甚至可以骑在巨大的蝙蝠背上。从维默比车站启程，这趟童话故事列车将带领

游客进入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童话世界，来到长袜子皮皮的故乡。

门票：110克朗

地址：Gal�rvarvsv�gen， 115 21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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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电话：46 8 587 230 00

开放时间：7月9:00-18:00 6月-8月10:00-22:00，9月10:00-20:00，3月10:00-15:00

官方网站：www.junibacken.se

瑞典国家博物馆 

　　这是是瑞典最大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众多的艺术珍品有国家收藏的精美油画、雕塑、绘画

和装饰艺术品。国家博物馆位于一个美丽的19世纪建筑中，提供大约 16 000

幅绘画和雕塑收藏品，如： Rembrandt， Rubens， Goya， Renoir， Deagas 或Gauguin 还有许多 著

名的瑞典艺术家的作品。藏品集中在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其中有一个大厅展示了一些从14世

纪到今天的实用艺术和设计，及工业设计作品。

门票：100克朗

地址：S�dra Blasieholmshamnen 2， 111 48 Stockholm，

电话：46 8 519 543 00 �

开放时间：11：0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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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休息时间：周一闭馆

官方网站：www.nationalmuseum.se

瑞典邮政博物馆 

　　尽管电子邮件和手机已成现代社会传递讯息的主流工具，足以代表历史发展和当地特色的邮

票，仍相当具保存价值，瑞典唯一一家的邮政博物馆，自1906年开幕，明年(2006)将满100年，参

观人潮丝毫不见衰退。博物馆拥有9万封信、400万张邮票，和13万张照片、绘画和地图，堪称世

界上最完善的邮政博物馆之一。展览规画的主题，以展出北欧国家的邮票为主，特别是瑞典邮票

，包含邮票的设计，及陈述360年来信件如何被送到另一人手里的历史。

门票：50克郎

地址：Lilla Nygatan 6，Gamla Stan，Stockholm

电话：46-08781 17 55

开放时间：星期二至日11: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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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官方网站：www.postmuseum.posten.se

   

2、哥德堡——古典与时尚并存

　　G�teborg——哥德堡的瑞典名字，瑞典第二大城市，经历了从工业海港到现代文化中心和国

际运动赛场的转变。随着1994年哥德堡歌剧院的修建和部分城市博物馆的修复，哥德堡的文化景

观也在进行着日新月异的提升。

　　哥德堡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当属餐厅和饭馆。这座城市凭借烹饪北大西洋的鱼类和贝类等当地

特产，享有国际创新烹饪艺术城市的美誉。许多家餐馆都荣登过米其林指南，这令哥德堡引以为

傲，当您旅行至此时，千万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美食。哥德堡是西部群岛的门户，拥有无与伦比的

岛屿和姿态万千的碎礁，从市区乘船很容易到达各个岛屿。

里瑟伯格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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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里瑟伯格游乐园位于哥德堡中心，是北欧最大最美的游乐园，也是瑞典人最喜欢的景点之一

，适合所有人游览。这座美丽的大型公园有35种不同的娱乐和冒险体验，从放松休闲到惊心动魄

的游乐项目应有尽有；例如新引进的由佳能公司生产的“Kanonen”，这是一种让人惊心动魄的

过山车，时间相对较长，急转弯、大落差、多弯道，让人惊叫不已。但这里的明星项目是Balder过

山车，过山车运动爱好者称之为世界最棒的木制过山车。对于不喜欢这些刺激项目的人而言，里

瑟伯格游乐园是夏季和友人聚会的场所。公园会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演出和表演，这里每日还有

舞蹈演出和很多受欢迎的餐厅和咖啡馆。

地址：Liseberg， Box 5053

电话：031 400 100

开放时间：11:00-17:00

官方网站：http://www.liseberg.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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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堡植物园 

　　哥德堡植物园是北欧地区最大、最好的植物园，占地面积150英亩，位于哥德堡市中心且交通

便利。每年有近50万游客游览草本植物园区、可食用蔬菜园区和旺盛的长植被园区。然而真正珍

贵的则要数岩石园区了，其在米其林“绿色指南”中被评为三颗星，拥有6000多种不同的沼泽和

背阴植物。日本林间空地是另一个适合独处思考的去处。园中的野生杜鹃如同1600种兰花一样令

人印象深刻。温室内种植着另外4500多种植物，它们都很娇嫩，不适宜在北欧的气候下培养，即

使是同纬度气候较温和的西海岸地区也不适宜，但由于墨西哥湾暖流穿过北大西洋，使植物生长

得到了有利条件。

地址：Slussgatan 1， 411 06 G�teborg

电话：031 365 58 58

开放时间：工作日 07:00-18:00周末 09:00-18:00

官方网站：http://www.tradgardsforeningen.se

沃尔沃汽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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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vo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运输产品供应商之一，始创于1927年，总部设在瑞典哥德堡。

在Volvo汽车博物馆里您可以了解这一世界知名企业的发展过程。这里展示从沃尔沃1号车开始到

最新模型为止的所有车型。坐落在以组装工厂为中心的沃尔沃相关事物所的集中地带。

门票：50克朗

地址：Avd. 1670 ARU

电话：46 31 664814

开放时间：10:00-17:00

海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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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ofartsmuseet展示从维京时代到现在的船舶及造船业、介绍有关渔业情况的博物馆。收集了

各种船模型和船头。在附近设的水族馆可看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及世界各地的鱼类、热带鱼、鳄鱼

、海龟等。

门票：成人 40 克朗，20岁以下青少年免费

地址：Karl Johansgatan 1-3

电话：031-368 3550

网址：http://www.sjofartsmuseum.goteborg.se/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9:00~17:00

周三 10:00~20:00

休馆日：9~4月 周一、4月9日（受难日）

5月1日、6月22、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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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尔默——通往欧洲大陆的门户

　　过去十年，马尔默经历了最戏剧性的后工业时代变革。这座不断在改变的海滨新兴城市，到

处可见有趣的现代建筑，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业已形成。另一处显著的变化是2000年通车的雄伟

的厄勒大桥，大桥把马尔默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连接在一起，之间的车程仅20分钟。此地区目前

已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大都市区，是北欧最具奢华、激情和活力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大量历史悠

久、风景如画的城镇和村庄、美丽的海滩、以及令人陶醉的城堡和庄园。

马尔默旋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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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大楼高190米，从顶部到底部旋转扭曲90度，由9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5层，由楼梯和电

梯连接。如果去马尔默旅游，旋转大楼绝对不容错过。旋转大楼面向马尔默西港区，西港区曾经

是工业区，如今该地区正在规划新建酒店、娱乐场所、写字楼和教育设施。旋转大楼于1999开始

施工建设，2005年竣工，从大楼顶层可以俯瞰马尔默、哥本哈根和厄勒海峡全景。旋转大楼是San

tiago Calatrava基于他同名的雕塑建筑而建。在旋转大楼里，人们可以生活、工作、举办会议和研

讨班，还可参观3000平米的旋转大楼美术馆或在美味餐厅品尝各种美食。

地址：V�stra Varvsgatan 34， 211 15 Malm�， Sweden 0.1 m N

电话：+46 40 17 45 00

马尔默胡斯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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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默胡斯城堡的基础部分始建于1434年埃里克七世执政期间，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保存最

完好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埃里克七世时建造的城堡，其大部分结构都在后来遭到破坏。一百

年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按文艺复兴风格重新建造了一座城堡。在鼎盛时期，城堡曾是皇

室的主要居所。1658年当马尔默被瑞典统治后，城堡不再为皇室服务，而转变成为瑞典军队的一

个防御要塞。到18世纪，这座要塞陈旧过时，成为一座监狱直至1914年。20世纪20年代末，城堡

进行大范围重修。1937年，城堡改建为博物馆，内部新添了许多现代化设施。

门票：40克朗

地址：Malm�husv�gen 6， 211 18 Malm�

开放时间：10:00-16:00

Lilla Torg小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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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尔默Lilla Torg小广场了解马尔默人。小广场是马尔默人吃饭、购物和逛街的主要场所。

这座鹅卵石广场始建于1592年，它的四周也都是同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经过修葺后显得熠熠生

辉，为迷人的小广场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背景。三月至十月，广场上会摆满露天餐馆的桌椅。位于

广场中的Saluhallen是一个囊括了全球美食的市场－毕竟马尔默有来自世界164个国家的人民和100

种语言，难以计数的各式的餐厅和咖啡厅很好的诠释了这里的风格多样性。Hedmanska G�rden是

小广场上一座封闭式庭院。庭院里最古老的建筑源自16世纪，最现代的建筑是一座19世纪的仓库

。现在，这里为北欧现代设计中心，设有设计和建筑展览，七月份还举办户外音乐会。

地址：Lilla Torg 9， 211 34 Malm�， Sweden

北欧现代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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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北欧现代设计中心的色彩、造型和设计风格。北欧现代设计中心位于马尔默Lilla Torg小广场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未来的设计风格走向，可以前往参观该设计中心。每年

大约有20场关于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和手工艺品展览在此展出。您在这里还可以参观到瑞典最

好的家居、纺织、灯饰和艺术作品。北欧现代设计中心的特色之一是您可以订购任何参展的作品

，即使不是该中心设计的作品。在您满意的参观完设计之后，您可以在“文学咖啡厅”享用一杯

浓香的咖啡。您很可能发现自己不由自主的鉴赏起杯子的设计，同时考虑如何重新设计您的起居

室。当您离开北欧现代设计中心时，您会有一些新的设计想法，并考虑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您周围

的事物上——这就表示您不虚此行。

门票：免费

地址：st jnannesgatan

开放时间：周二、周三和周五11:00-17:00，周四11:00-18:00，周末11:00-16:00

   

4、乌普萨拉——充满幻想的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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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乌普萨拉市是瑞典第四大城市，人口19万。其建市于公元1000年左右，曾一度是瑞典的首都

及政治和宗教中心，1252年斯德哥尔摩建城后迁都。乌普萨拉大教堂是瑞典最大的教堂，其始建

于1260年，为哥特式建筑风格。整个教堂用砖砌成，两座尖塔高119米，是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

乌普萨拉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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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普萨拉古城对于想象力丰富游客来说是不可错过的游览乌普拉萨古城虽然是一个短途的游

程但是，游走古城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现在的古城在市区的北面4公里处。

门票：免费

地址：Gamla Uppsala， 乌普萨拉

开放时间：全天

乌普萨拉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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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普萨拉城堡最初是由古斯塔夫瓦萨建于16世纪中叶，这里有一个国事厅有些过往曾经在这

里登基还有一位女王曾经在此退位。

门票：70克朗

地址：Slottsbacken， 752 37 Uppsala

电话：46 18 727 24 85 �

开放时间：13:00-15:00

乌普萨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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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闲情北欧

　　乌普萨拉博物馆可以帮助游人更好地了解乌普萨拉，到了这里可以了解更多的神话、传言和

一些关于遗迹的科学发现，这个博物馆内展示从古城遗迹中出土的许多古老的工艺品。

门票：50克朗

地址：Disav�gen， 754 40 Uppsala

电话：48 23 93 00

开放时间：6月-8月11:00-17:00，9月-5月12:00-15:00

乌普拉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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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普拉萨教堂是这里主要的建筑，它在城中的地位非常之高。乌普萨拉主教座堂（Swedish:

Uppsala domkyrka）是一座主教座堂，位于瑞典城市乌普萨拉的市中心，始建于1287年。目前的教

堂重建于1885-1893年，哥特复兴风格。乌普萨拉主教座堂的高度达到118.7米，是斯堪的纳维亚最

大的教堂建筑。最初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用于瑞典君主的加冕和安葬，自从宗教改革以后

，属于路德宗的瑞典信义会，目前是瑞典信义会总主教驻地。

门票：30克朗

地址：Domkyrkoplan�753 10 Uppsala

电话：018-430 35 00

开放时间：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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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www.uppsaladmkyrka.se

   

5、全国美景——彰显多彩北欧风姿

韦克舍——水晶王国 

　

　　这里是闻名于世的瑞典水晶工厂的家园，共有11家水晶工厂，每一家水晶工厂都独具特色。

您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来此参观水晶工厂，了解技术娴熟的水晶制造工人将炽热的玻璃溶液

吹制成漂亮的水晶玻璃制品和色彩鲜艳的艺术品的全过程。玻璃商店出售有轻微瑕疵的次等品，

价格非常诱人。手工制作的每件水晶玻璃制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展示柜中的所有玻璃制品始终保

持着玻璃工厂的高质量水平。展览和工艺品博物馆中，新颖前卫的设计商品和独特的古董水晶不

断的被展出。

斯科讷——富饶慷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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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讷是瑞典最南部的地区，也是北欧最富庶的农业区，通常这里会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

原野和广阔平整的地平线。斯科讷部分地区确实如此，尤其是东南部。但纵观斯科讷，从西北部

枝叶茂密的森林、引人入胜的岩石海岸、一望无际的原野，南部地区绵延数英里的白色沙滩，西

部平缓起伏的丘陵和绿林，到西北茂密的景观的丰富性。

斯莫兰——红房子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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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莫兰是拥有瑞典湖泊数量最多的地区。斯莫兰在瑞典语中的意思是“小城镇”。追溯至古

代，斯莫兰仅由十个独立的小乡村组成，每个乡村的交通都十分落后，但如今迷人的斯莫兰地区

交通已十分便利。迷人的斯莫兰地区交通十分便利！景区资源十分丰富！斯莫兰会带丰富多彩的

游览经历，这里有广茂的森林，繁茂的绿色丛林、众多的湖泊、瀑布，以及成群的由白色支柱支

撑的红木屋。人们将斯莫兰特殊的红色称为“斯莫兰红”。

哥特兰岛和厄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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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墙环绕的城市，风暴肆虐的岛屿，再加上一点伯格曼式的氛围——哥特兰岛和厄兰岛是

瑞典夏天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哥特兰岛和厄尔岛是瑞典东海岸的两座大岛。它们独特的自然风景

之美和罕见的氛围使其成为广受瑞典人欢迎的旅游胜地。但对国际游客而言，它们还稍显默默无

闻。这两座岛屿是瑞典人最早的定居点之一，岛上有瑞典最古老、也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历史景点

。

拉普兰——追寻萨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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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米人居住在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部。他们是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欧洲人，也是世界

上人口最少的种族之一，约有七万五千人，其中2万人居住在瑞典。尽管萨米人在许多方面已被瑞

典现代化社会完全同化，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尽管如今萨米人定

居生活，但其传统游牧生活方式仍在。夏季，牧民及其家族还会在森林、山林中放牧驯鹿。

斯韦阿兰——领略纯粹的瑞典风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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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韦阿兰是瑞典首屈一指的传统手工艺品中心，也是瑞典的象征——达拉木马的发源地。达

拉木马的绘制采用典型的库别茨（kurbitz）技术，绘有五彩缤纷的花型图案。这种优雅的风格被

运用到各种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手工艺品上，包括木艺、铁艺、纺织、陶瓷、珠宝、甚至发艺——

一种运用人类头发进行编织的独特技术！当然，您也可以在绚丽夺目的地区民族服装里发现这种

典型的达拉风格。在节庆期间，尤其是仲夏日节，该地区的老老少少都会身着民族服装，瑞典其

它地区则没有如此具有宏大传统特色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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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瑞典美食

   

1、美食

瑞典肉丸（K�ttbullar）

 

?

???????????????????????????“?????”?????????????????????????????????????????????????????????????????????????????????????????????????????????????????????????????

????Raggm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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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vlaxs???????????????????????????????????????

??? 

????????????????????????????????????????????????????????????????????????????Punsch Liqueur(???????)?????????

??????Viltwallenberg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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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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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itost?????????????????????????????????????????????????????

???? 

??????????????????????????????????????????????????????????????????????????????????????

????Svampsoppa?

                                             66 / 109



�������

瑞典：闲情北欧

　

　　菌菇汤在瑞典菜肴中不如蘑菇汁、蘑菇煎蛋卷、奶油蘑菇、炖蘑菇等菜肴那么常见，但瑞典

人的确采摘并食用野生菌。温度适宜的湿润夏天过后，瑞典的森林里就会长满可食用的蘑菇。而

漂亮的“卡尔�尤汉” 蘑菇（牛肝菌）产量丰富，甚至用于出口。

在夏天即将结束之际，瑞典人喜欢出去采(鸡油菌)蘑菇。即使没能在森林中采摘到蘑菇，人们也

会去露天市场购买，那儿总能买到。

醋汁鲱鱼（Silltallrik）

　　醋汁鲱鱼，或称之“鲱鱼盘”，可以视为瑞典更奢侈的“鲱鱼餐”的一个缩影。北海肥美的

鲱鱼是瑞典食谱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人们捕食鲱鱼。为了能保证长时间食用鲱鱼，人们通常

将生鲱鱼用盐腌制储存。预先以醋浸泡的鲱鱼片可以用多种配制法食用。经典配制法有洋葱醋渍

鲱鱼（l�ksill）、香鲱鱼（kryddsill）以及芥末鲱鱼（senapsill）。近年来，蒜汁鲱鱼等也越来越得

到人们的青睐。配菜很简单，因为鲱鱼是明摆着的主角。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加一些点缀性的配

菜，如一块老奶酪、少许酸奶油、一片杂粮面包或者新鲜烹煮的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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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酱吐司

　

　　虾酱吐司是将虾和其他配料混合后涂抹于嫩煎过的小片面包上的美味食品。出自瑞典著名烹

调大师托拉�利特曼（Tore Wretman）之手。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托拉�利特曼比其他任何人都

努力发扬瑞典的烹调传统。在家庭烹饪开始衰退，逐渐被国外快餐取而代之的年代，托拉�利特

曼还将瑞典经典菜肴引入高级餐厅的菜谱，把它们提升到崭新的高度。

詹森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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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森的诱惑”——奶油土豆鳀鱼焙盘——据说取自20世纪早期的一位美食家、瑞典歌剧演

员佩勒�詹森（Pelle Janzon）的名字。其配方于1940年首次出版公布，很快成为瑞典圣诞节大餐

中的经典菜肴。不过“詹森的诱惑”可在一年中任何时候方便地制作享用。这道菜仅以土豆、洋

葱、鳀鱼和奶油制成，却能如此美味可口，实在是妙不可言。

黄莓冻糕（Hjortronparfait）

　　黄莓冻糕是许多以野生或栽种浆果为基本食材的瑞典甜点之一。瑞典人通常以树莓、蓝莓、

草莓、黑醋栗和醋栗制作果酱、果汁、蜜饯和果冻；当然也用作蛋糕派和蛋糕的调味品。将这类

浆果冷冻，用以给冬天的甜品调味，是瑞典人的通常做法。在冰淇淋上淋上温热的果酱，味道极

其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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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果汤（Nyponsoppa）

　　玫瑰果汤是一道常见的瑞典经典甜品。再在上面加上一抹掼奶油，配上几块蛋白杏仁饼干或

杏仁薄片，玫瑰果汤摇身一变就成了一道聚会食品。玫瑰果富含维生素C，汤色艳红。在瑞典因

为太冷，而且冬夜漫长，不适宜培植柑橘，所以能喝上玫瑰果汤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肉桂面包卷（Kanelbullar）

　　肉桂面包卷是常见于瑞典咖啡聚会上的经典食品。在家庭焙烤盛行的黄金年代，咖啡聚会常

变成狂欢，无节制地狂吃发酵甜面包、小饼干、带馅面包、酥皮糕点和蛋糕等。这一传统仍然可

以在瑞典看到。如果瑞典人邀请您到家里喝咖啡，您一定也会品尝到肉桂面包卷、小饼干或者蛋

糕。而在咖啡馆，美味的小饼干继续在与超级大的美国松饼竞争。

藏红花小面包（Saffransbullar）和姜饼（Pepparkakor）

　　藏红花小面包和姜饼均为瑞典的传统圣诞食物。圣诞期间享用的发酵甜面包卷都用金色藏红

花和深色葡萄干调味，通常制成“露西亚猫”形状（lussekatter）。按照习俗，姜饼会做成小人形

、猪形或者心形，并且通常会以糖霜点缀。孩子们常常也会用姜饼面团制作小房子，以庆祝圣诞

节。不过在瑞典不加藏红花的甜面包整年都能吃到，通常是制成肉桂面包；姜饼也是如此，虽然

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家庭自制，而且通常只是圆形。

开胃酒（Snaps）

　　开胃酒和圣诞酒属于瑞典烹饪传统的一部分。不喝开胃酒的和精心挑选喜爱的开胃酒的人都

懂得，瑞典餐桌上的乐趣之一就是喝这种伏特加。传统上这种开胃酒是用小高脚酒杯喝饮，这些

酒杯当然都是由瑞典著名的玻璃水晶制品厂所生产制造。

　　开胃酒（德国人有时称之为schnapps）可以是大杯或小杯，但都是以谷物或土豆酿制，并且

会加入各种取自大自然的调料，例如苦艾、香菜、圣约翰蓟草、泥沼桃金娘以及黑醋栗等等。

　　餐桌上有鲱鱼时，瑞典人习惯上会替客人斟上开胃酒。在享用莳萝煮龙虾的晚夏聚会上，或

在瑞典式圣诞老人出来助兴的圣诞节期间，这种开胃酒也是常见的配角。瑞典人通常边饮开胃酒

边吟唱传统祝酒歌，其中最为流行的一首是“Helan g�r”（祝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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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酒（Gl�gg）

　　圣诞酒是一种温热的红酒，加香料和糖。在瑞典，这种酒几乎只在圣诞期间饮用，通常会加

入葡萄干和去壳杏仁。人们喜欢用一种带柄的特制小酒杯喝圣诞酒。

三明治蛋糕

　　三明治蛋糕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瑞典节庆食品。 它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人们通常把鸡

蛋和蛋黄酱作为底层，然后再码放上肉末、橄榄、海虾、火腿、鱼子酱、和烟熏三文鱼。通常作

为甜点食用，是一种冷菜，上桌的时候通常像蛋糕似的切成小块。

   

2、美食地推荐

斯德哥尔摩

Café Art 

这是一个穹顶的咖啡吧，古色古香，与古城的气氛相得益彰。

电话：4117661

地址：Vasterlanggatan 60

参考消费：小吃35-65克朗

Hermitage

一家面向素食者的餐馆，将世界各地精美的素菜荟萃一堂。

地址：Tel411 9500;Stora Nygatan 11

参考消费：65-85克朗午餐十分经济合算（65瑞典克朗）。

Hotorgshallen

有很多地中海风情的风味小吃店。对面的Kungshallen（Hotorget）也有很多小吃摊，不仅有各国风

味，而且价格便宜。两座楼之间还有一个露天市场，出售很多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对于“夜猫子们”，位于Vasagatan街和Kungsgatan街交汇处，靠近中央车站的Kebab

house每天营业到凌晨5点，是一个理想的去处。那里的烤肉串和牛肉饼味美价廉。

Ostermalm Sturek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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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的咖啡馆，室内布置着老式装饰品和古董。在这里静静地享受一杯下午茶，煞是惬意。

电话：6111612

地址：Riddargatan 4

参考消费：三明治35-70克朗

Creperie Fyra Nnop

这是一家别致的小馆，内部有很多小屋，提供可口佳肴。

电话：640 7727

地址：Svartensgatan 4

参考消费：薄烤饼36-74克朗，小菜60克朗

Hermans

这是一家景色宜人的餐馆，可以在长廊上一边品茶功能佳肴，一边欣赏美景。

电话：6439480

地址：V�stra Tr�dg�rdsgatan 11， 111 53 Stockholm

参考消费：午餐68-98瑞典克朗

Jerusalem Royal Kebab

这是一加很有特色的快餐店，喜欢快餐人不可错过哦。

地址：Got gatan 61

参考消费：烤肉加沙拉三明治仅25瑞典克朗

哥德堡

Cyrano

颇受赞誉的法国风格餐厅，有地道的法国菜。

电话：143010

地址：Prinsgatan 7

参考消费：主菜65-190克朗

Smaka

Smaka意为“风味”，供应传统的瑞典家常菜。如鲱鱼、肉丸、熏鲑鱼（gravadlax）等。

电话：13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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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Vasaplatsen 3

参考消费：主菜89-195克朗

Eva‘a Paley

这是一家很不错的参观，有烤土豆、意大利面食、沙拉以及味道极佳的松饼。

电话：163070

地址：Kungsportsavenyn 39

参考消费：主菜40-60克朗

Aldardo

提供正宗的意大利快餐——比萨饼和意大利面。

电话：132300

地址：Kungstorget 12

参考消费：小吃25-55克朗

Saluhallen

这个古色古香的超市里有不少美味。还有不少小吃店，价格不高于40瑞典克朗。

地址：Kungstorget

马尔默

Lilla Torget

小广场风景如画，四周有很多餐厅酒吧。Mollevangstorget周边地区折射出这个地方多元文化的特

点，附近有很多地方可以有便宜的小吃。

可以在位于市中心的Masterlivs超市（Engelbrektsgatan；Time7am～9pm）购买食品和日用品。

Saluhallen

用午餐的最佳地点之一，可以品尝到丰富的佳肴。有意大利面食、日本寿司、印度烤肉和越南美

食。

地址：Lilla Torg

Krua Thai

开了很久的泰国餐馆，物美价廉，有咖喱饭、汤和面条。既可以就餐，也可外卖。

电话：12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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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Molievangstorget 14

参考消费：午餐55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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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瑞典特产及购物

   

1、特产

彩绘木马 

　

　　购物别忘到Hamingatan上的游客服务中心报到，这除了可取得斯德哥尔摩的各种旅游数据外

，还有纪念品发售及咖啡阁，在这购买瑞典特产手工艺彩绘木马，较其他纪念品店便宜一点。彩

绘木马很漂亮，工艺很精细，又带有浓郁的北欧情怀，相信你一眼看上去就会喜欢她的。

瑞典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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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烛是瑞典特产，创作灵感完全取材于大自然启发的北欧设计。近10年来逐渐引起各国游人

的兴趣，即所谓的斯堪地那维亚风潮。这些简单创意的线条设计，勾勒出简洁、温馨、自然以及

令人愉悦的色彩，正持续不断地发光发热、引领风骚。

不锈钢用品

　　瑞典的不锈钢用品质量好，样式美观，不要不信喔。瑞典出产的汽车VOLVO就以坚固耐用著

称，闻名于世，由此可以看出瑞典炼钢的技术是十分高超的。就算买了回就觉得不适合自己用，

作为摆设也是不错的摆设品，因为瑞典多数的不锈钢用具都倾向于复杂的样式，以营造一种高雅

的气氛。

皮具

　　持久耐用的瑞典皮具系列深受各界推崇。硬币包、钱包、手袋、旅行袋等各种款式的品质都

有一定的保证。当然，这有些多外国知名品牌进驻这里，来销售自己的产品。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瑞典所卖的皮具可都是不便宜的，购买时要量力而行。

银器

　　多得美得让你无法置信，有个人饰物，有皇家样式的餐具，民间家庭的摆设品等。有许多大

银器品牌的商店，但是这里建议可以去私人的小店子里发掘一下，说不定会有令你惊喜的意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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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喔，而且价钱也可能会便宜一点，更是爽哉的事还可以侃侃价，这才是购物的终极乐趣。

火柴 

　

　　瑞典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品牌，但让瑞典人最自豪的却是小小的火柴。他们认为，最初是火

柴把瑞典工业推向了世界舞台。瑞典人很多商店都有火柴专柜，到瑞典旅行的人都不忘带几包火

柴当作旅游特色产品，瑞典人也很喜欢把火柴当礼物送给外国朋友。

玻璃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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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制品是瑞典的一绝，它一定会把它投射出来的光芒射向你的眼球，让你情不自禁的购买

。这里的玻璃制品的魅力已经很难形容了，只能说它是天堂的恩赐。

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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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有代表性的玻璃制品有为诺贝尔宴会制作陶瓷器的罗谢特兰德、朴素大方却时髦的哈格

奈斯的盘子和咖啡具。装饰着时髦图案古斯塔夫斯贝利的咖啡杯.和茶杯. 后来与罗谢特兰德合并

以后就没有生产出有保存价值的产品，但到经?营收藏品的店铺可能看到。另外，瑞典60～70年代

的产品中的几何图案令人怀念。

家具/家居装饰品/橱具 

　　摩登的设计和古典的洛克克风格家具。根据预算的多少，选择范围从奢侈的豪华家装到简朴

实用的家具一应俱全。便宜但时髦的家具店有宜家。奢侈豪华的家具店有诺尔格维尔、诺尔蒂斯?

格雷里耶特、卡尔?玛尔穆丝登、格雷利?阿丝布伦德等。

手工艺品 

　　这里的手编织物闻名。朴素而温暖的织物，搭配和谐的颜色加上设计独特，很受欢迎。还有

木制碗、黄油刀、手编毛衣等手工艺品。有名的店铺有赫姆斯罗依登、昆斯特哈恩特圭尔卡那。

   

2、购物地推荐

斯德哥尔摩

　　Nordiska Kompaniet 瑞典最著名的百货公司，北欧百货(Nordiska Kompaniet)简称 NK，成立于1

913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一座堪称可与伦敦哈洛兹媲美的大型百货公司。在北欧百货内，所

卖的商品以中高档商品为主，商品几乎无所不包，从鞋类、运动装备、男女服饰，到玻璃陶瓷器

皿、珠宝、香水应有尽有。百货会公司内甚至有眼镜行、邮局、旅行社、快速冲洗店，对于观光

而言非常方便。

　　旧城购物大街 到旧城购物挖宝寻奇由斯德哥尔摩本岛长达数公里的皇后街(Drottninggatan)，

一直延续到旧城的购物大街 Vasterlanggatan、及StoraNygatan

大道，是斯德哥尔摩是商店最为密集的购物大道。

哥德堡

　　哥德堡是一座拥有极佳购物环境的城市，多数商店和百货公司均位于市中心，步行即可到达

，非常便利。而且瑞典西海岸的自豪之处在于，商品的丰富性足以让你有置身于国际大都市的感

觉。哥德堡主要购物区有：Nordstan购物中心， Innerstaden购物中心 和 Avenyn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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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购物指南

商店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9.30 am - 6.00 pm

周六

9.30 am - 2.00/4.00 pm

大城市的商场营业至晚7点或更晚。部分商店周日12：00-16：00仍营业。如遇公共假期，商店一

般提前关门。

   

4、购物/增值税

　　瑞典现代化设计全球领先：高质量刀具、瓷器、运动装备、纺织品、手工艺品、皮具、水晶

、珠宝、银器、精密玻璃制品、陶器、家具、高档轿车和移动电话。

　　打折商品－请留意促销专用标识。“REA”表示促销；红色价签“Extrapris”表示折扣10％以

上；“Fynd”标签则表示特供商品。

最佳购物推荐：

　　

瑞典全国均有高品质玻璃和水晶制品。大型玻璃制品商店很容易讨价还价，如斯莫兰的Orrefors，

Kosta Boda等商店。南瑞典赫加奈斯（H�gan�s）地区Nya

H�gan�s-Keramik商店陶瓷品折扣价格高达普通市场价的40％。

　　瑞典各地，甚至小乡村均有手工艺品商店，可购买传统手工艺品，如针织品、针线品和木雕

。瑞典全年举办传统集市和乡村集市。其中一些大型集市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请前往当地旅游

办公室了解所在地的集市。

　　在瑞典，商品购买价格通常包含增值税。非欧盟居民离开欧洲时可通过全球回报集团（Globa

l Refund）获得退税。

免税购物

　　如果您是非欧盟国家的公民，您可享受购物退税政策。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商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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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含增值税。

　　全球回报集团（Global Refund）购物退税服务十分便捷，离开欧盟国家时即可办理。您可获

得最高达消费总额的17.5％的退税。最低消费额度是200克朗。

瑞典全球回报集团

V�stmannagatan 8

SE-111 24 斯德哥尔摩，瑞典

Tel电话: +46 (0)8 545 28 440

Email: taxfree@globalr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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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瑞典交通

   

1、入境交通

航空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开通有北京至哥德堡

航班。瑞典北部航空公司开通有北京至斯德哥尔摩航班。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奥地利航空公司、芬兰航空公司开通有上海至哥德堡航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

公司、奥德里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开通有上海至斯德哥尔摩航班。

　　瑞典最主要的机场是斯德哥尔摩的Arlanda机场（电话08-79706000；www/lfv.se），拥有到斯堪

那维亚、欧洲其他部分和北美的一些城市的直航航线。哥德堡的Landvetter机场（电话031-941000

）和马尔默的Sturup机场（电话040-613

1000），以及其他一些相对比较小的机场也有一些国际航线。

旅人提示：情请可登陆北欧航空 http://www.flysas.com.cn

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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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国家

　　Tallink（电话08-66660001；www.tkllink.ee

）经营从瑞典奥爱沙尼亚的航线，每天一班，有两条路线；从斯德哥尔摩到塔林（285瑞典克朗起

，15小时），从Kaoellskar到帕尔斯基（Paldiski；205瑞典克朗起，10-11小时）。

　　Riga Sea Line（电话08-51001500；www.rigasealine.lv）从斯德哥尔摩到拉脱维亚的里加（310瑞

典克朗起，17.5小时，每周三班）。

　　Lisco Line（电话0454-33680;www.shiooing.Lt）往返与立陶宛的克莱佩达（klaipeda）和瑞典南

部卡尔斯克鲁纳（Karishcona）附近的卡尔斯港（Karishamn；400瑞典克朗其，14小时，每周3-4班

）。

　　丹麦: 

最快捷和最频繁的航线是从赫尔辛格（Helsingar）到赫尔辛堡（helsingbrg；20-22瑞典克朗，仅用2

0分钟）。共有三家渡轮公司在经营着这条繁忙的航线。

　　Stena Line（电话031-7040000；www.stenaline.se ）每天有5-10班渡轮往返于哥德堡和腓特烈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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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kshavn；100瑞典克朗起，约3.25小时）。该公司同时也有3-班渡轮往返于丹麦格雷诺（Gr

ena）和瑞典瓦尔贝里（Varberg；1000瑞典克朗起，4小时。从晚10点到早6点，或从周一到周四乘

船要便宜一些。夏天时价格会上涨。

　　Bornholms Trafikken（电话0411-558700;www.bornholmstrafikken.dk）经营从于斯塔德(Ystad)到

伦纳（Ronne）的航线。有常规的2.5小时航班和70分钟快速航班，每日2-9班（途径挪威南部城市

克里斯蒂安桑）。

　　芬兰: 

斯德哥尔摩至图尔库和斯德哥尔摩至赫尔辛基这两条线路全年运营均途径奥兰群岛。请注意，在

瑞典语中赫尔辛基叫做“Helsingfors”，图尔库叫做“Abo”。该线路上共有两个主要的运营商，

周四到周六和夏季价格会稍高一些。两家公司都提供港口的接送服务。

　　Silja line（电话08-222140；www.sija.com）昼夜运行与斯德哥尔摩至赫尔辛基（395瑞典克朗，

月15小时）和图尔库（约11小时）之间。

　　Viking line（电话08-452 4000;www，vikinglie.fi）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的票价约284瑞典克

朗。从德歌尔摩至图尔库票价为126瑞典克朗（日间），162瑞但克朗（夜间）。

　　此外，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Kapeliskar和格里斯勒Grisslehamn到奥兰群岛，还有便宜路线。

再往北，RG line(电话090-175200;www.rgline.com)经营从于默奥（Umea）到瓦萨Vaasa的线路（270-

450瑞典克朗，4小时，每天都有）。

　　德国:特雷勒堡（trelleborg）是主要的交通枢纽。TT Line（电话0410-56200;www.ttline.se）经营

从特雷勒堡到特拉沃明德（Trvemunde；7小时）和特雷勒堡到罗斯托克（5.5小时）的线路。票价

均为180瑞典克朗起。Scandlines（电话0410-65000.www.scandines.se）经营从特雷勒堡到罗斯托克（

170瑞典克朗，5.3小时）和萨斯尼茨（Sassnitz；100瑞典克朗。3.2小时，每天都有）的班次。

　　Stena Line（电话031-704 0000；www.stenaline.se）开通了夜间从歌德堡到基尔（340瑞典克朗，

13.3小时，每天都有）的班次。

　　挪威:Color Line（电话0526-62000；www.colorline.com）经常从斯特伦斯塔德（Stromastad）到

桑衲菲尤尔（Sand-efjord；150-180瑞典 ，2.5小时，每日2-6班）的航线。

　　DFDS Seawas（www.dfdsseaways；Gothenburg电话031-650650；Helsingborg电话042-266000）运

营从哥本哈根到奥斯陆（途经赫尔辛基的线路）。从赫尔辛基到奥斯陆的票价根据不同季节和每

周的不同日子，从725-1025瑞典克朗浮动。该公司同时还经营从哥德堡到克里斯蒂安的航线（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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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瑞典克朗，7小时，每周三班）。

　　波兰:Polferries（电话040-121700；www.polferries.se

）运营从波兰希维诺乌伊希切（Swinoujscie）到于斯塔德（465瑞典克朗，9小时，每日都有）和从

格单斯克到尼奈斯港（Nynashamn；510瑞典克朗，18小时，每周三班）的渡轮。

　　Unity Line（电话0411-556900.www.unityline.pl）也运营希维诺乌伊希切至于斯塔德线（450瑞典

克朗，9小时，每日都有）。Stena Line（电话0455-366300;www.stenaline.se）运营从格丁尼亚到卡尔

斯克鲁那（Kariskrona；290瑞典克朗起，10.5小时-12小时，每天1-2班）的线路。

　　英国: DFDS Deawaus（电话031-650650；www.dfdsseaways.com）经营从哥德堡到纽卡斯尔（

高峰期698瑞典克朗，低谷期

198瑞典克朗，1.5小时），途经克里斯蒂安桑（krisicnsand，挪威）。

　　长途汽车和火车 

　　你可以通过公路交通从挪威，芬兰和丹麦直接进入瑞典——从丹麦走要经过厄勒（Oresund）

收费桥。瑞典和欧洲大陆直接暗夜可以乘火车或公共汽车——它们都能直接上渡轮。

　　长途汽车运营公司Eurolines（电话031-100240；www.eurolines.com

）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都设有办事处和车站。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价格均为单程价。

　　欧洲大陆: 

Eurolines运营从瑞典到很多欧洲城市的长途汽车。从斯德哥尔摩到伦敦线（105-1318瑞典克朗，约

30小时，每周2-5班）途经马尔默。哥本哈根、汉堡和阿姆斯特丹或布鲁塞尔。从哥德堡到柏林也

有车次（573瑞典克朗，约12小时，每日两班）。

柏林晚间特快（Berlin Night Express；www.berlin-night-express.com）是从柏林到马尔默的夜班直达

火车（硬卧/软卧750/1000瑞典克朗或85/120欧元，8.5小时，每周3-7班）。

　　丹麦: 

Eurolines运营着从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460瑞典克朗或370丹麦克朗，9小时，每日2-4班和哥德堡

到哥本哈根285瑞典克朗或230丹麦克朗，4.5小时，每日3-5班的长途汽车。Swebus Express(电话020

0-218218；www.swebusexpress.se)和Safflebussen(电话0771-151515；www.safflebussen，se)也运营相同

线路，周一到周四提供折扣价。所有学生，青年(26岁以下）和老年人也享受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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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是最快的交通方式，特别是从瑞典南部，以及从哥本哈根到马尔默（85瑞典克朗，35分

钟，每20分钟一班）途经厄勒大桥。

　　X2000列车往返于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5小时，每日14班），途经诺尔雪平（Norrkoping

）、林雪平（Linkoping）、隆德和马尔默，有三班告诉列车往返于哥本哈根和哥德堡（3.5小时）

，途经赫尔辛基、隆德和马尔默（稍慢一些的InterCity城际刘彻月4.5小时，每日7班）。价格取决

于你买票的时间——所有要向低价购票，最好提前至少一天购买。欲知更多信息，请联系瑞典国

家铁路公司Svergesjarnvag(SJ;电话0771-757575；www.sj.se)。

　　芬兰: 瑞典和芬兰两国的河界线上共有七个交叉点。瑞典的公共汽车运营服务由Lanstrafiken

Norrbotten（电话020-470047）提供，他同时运营Bothnian Arc Xpress特快列车，沿北海岸线进入芬

兰，从谢莱夫特奥（Skelleftea）或吕勒奥（Lulea）出发，途经哈帕兰达（Haparnda），托尔尼奥

（Tornio）和凯米(Kemi)，最终到达奥卢Oulu，从吕勒奥到凯米的单程票价为155瑞典克朗，到奥

卢为260瑞典克朗。

　　Tapanis Buss（电话0922-12955，08-153300）经营从斯德哥尔摩到托尔尼奥（Tornio），途经哈

帕兰达的长途汽车（480瑞典克朗或55欧元，15小时，每周两班）。

　　前往芬兰的或策划乘客只能到达瑞典北部的布登（Boden）或吕勒奥，由此转乘公共汽车。

　　挪威: 

各主要公共汽车公司经营的线路包括：从斯德哥尔摩到奥斯陆和从哥德堡到奥斯陆（从奥斯陆到

哥德堡这条线路很多都会延伸到马尔默和哥本哈根）。

　　Eurolines经营从奥斯陆到哥本哈根的线路。途经哥德堡，赫尔辛基和马尔默。哥德堡到奥斯

陆的票价为225瑞典克朗或205挪威克朗（4.25小时）。

　　Swebus Express（电话0200218218， www.swebusexpress.se）经营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间（265瑞

典克朗，7.5小时，每日三班）与歌德包和奥斯陆间(160瑞典克朗，4小时，每日六班以上)的线路

。

　　Safflebussen（电话0771-151515;ww，safflebussen.se）经营斯德哥尔摩到奥斯陆每日五班、哥德

堡到奥斯陆每日10班的线路，价格比SwebusExpress略低。

　　很多交通运输网在挪威境内也有若干公里的公共汽车路线。Lanstrafiken Norrbotten（电话020-

47004在夏季经营基率纳Kiruna到纳尔维克Narvik的线路（191瑞典克朗，2.5小时，每日1-2班）。

　　主要的铁路线包括：从斯德哥尔摩到奥斯陆、从哥德堡到奥斯陆、从斯德哥尔摩到厄斯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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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Ostersund和斯图利恩（torlien）从吕勒奥到基率纳和纳尔维克。

   

2、境内交通

　　在瑞典，当地交通一般都和各地区的Lanstrafik系统相连——室内公交车的规章和价格与长途

汽车可能稍有不同，但地区优惠票在城市和农村线路上都能使用。城市里的价格一般为15-16瑞典

克朗。 斯德哥尔摩拥有庞大的地下交通系统，哥德堡也有良好的有轨电车和城市渡轮服务。

火车 

 

　　火车是进行周边游览的最快方式，尽管北方有些地区没有直达火车。

　　国家联运公司Sveriges

Jarnvag（SJ；电话0771-757575；www.sj.se

）经营着大多数的主干线，特别是在南方地区。最具标志性的是时速可达200公里的X2000列车，

从斯德哥尔摩驶往很多大城市。InterCity城际刘彻也运行于许多这样的线路，票价相对更便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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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时稍长。

　　Connes（电话0771-26000；www.connex.se

）经营最北方的线路，同时还有从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最远到达基率和挪威的纳尔维克的线路

。很多小的地方公司也经营一些地区间的线路。

　　根据旅游时间的不同，票价变化很大，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提前多久预订。全额票价一般

都很昂贵，如果至少提前一天预订的话，一般可以享受较大的折扣。26岁以下的青年在标准成人

价基础上享受30%的优惠。所有SJ公司的票价在夏天，即6月下旬到8月中旬，还有高峰时段（周一

至周四早10点到下午2点和晚7点后；周五和周日至中午；周六全体）都会降价。

轮船

　　一个广大的轮船航线网络从斯德哥尔摩群岛展开，在斯德哥尔摩西部的梅拉伦湖（malaren）

，航运在夏季十分繁忙。每天都有轮船从歌德兰岛出发，开往尼奈斯港和奥斯卡港（Olkarshamn

），夏季有很多轮船到达周围的一些小岛。

公共汽车

　　瑞典拥有安全、可靠和广大的公共汽车网络。去北部的旅游者，主要依靠公共汽车。如果你

不满26岁，或者是学生或老年人，还可以享受打折。除了Swebus

Express，所有公司都需要提前预订。

　　Safflebussen（电话0771-151515.www.safflebussen.se）是一个较小的联运公司，主要负责每日的

主要ianl运营（如斯德哥尔摩到马尔默、斯德哥尔摩到哥德堡。哥德堡到马尔默），也有到奥斯陆

、哥本哈根和柏林的车次。周一到周四提供30%的优惠。

　　Svenska Buss（电话0771-218218.www.svenskabuss.se）将斯德哥尔摩和很多南部小城连在一起。

　　Swebus Express（电话0200-218218.www.swebusexpress.se）拥有全国最大的公共汽车联运网络，

但它主要负责南方路线的运营，最北只到达拉纳省（Dalarna）的穆拉（Mora）。多数时候，行程

超过100公里的线路在大多数星期的周一到周四之间会有30%的折扣（非公共或学校假期）。

　　Ybuss（电话0771-334444；www.ybuss.se

）日常线路是从斯德哥尔摩沿海向北，最远到达于默奥，途经乌普萨拉、耶夫勒（Gacle）、松茨

瓦尔（Sundsvall），或者到厄斯特松德。

旅人提示：Resplus systern系统可查询相关信息电话0771-878787;www.resplu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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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

　　租车至少要年满20周岁（有些地区要求25周岁）需要出示经过认证的驾照和信用卡。在瑞典

的许多城市都有国际租车机构的办公室，在一些大的加油站往往可以得到很优惠的租车价格。

自行车 

　　斯科纳地区Skane和歌德兰岛非常适宜骑自行车。南方5月到9月为最佳季节，北方7月和8月子

宜人。绝大多数地方都有专业的自行车租赁公司。很多乡村地区，城镇和城市都有特别的自行车

道——欲知详情可询问当地旅游局或参照地图。

小汽车和摩托车 

　　瑞典的路况很好而且没有收费公路和收费桥。只要你持有正式的驾驶执照就可以租车。如果

驾驶自家车，你需要提供相关的注册证明，推荐使用保险绿卡。

　　瑞典国家摩托车协会是Motormannens Riksforbund（电话020-211111，08-690

3800；www.motormannen.se；Sveavagen159，SE-10425 Stockholm）。

　　国际租车连锁公司价格相对比较昂贵，每天600瑞典克朗起，但可以货比三家，周末或夏季背

包客也可能享受折扣价。所有的大公司（比如Avis、Hertz、Europcar）在主要城市都设有办事处

。

　　Mabi Hyrbilar（电话020-110 1000；www.mabirent.se）是一个国有公司，在很多城市都设有分公

司。很多加油站也提供汽车租赁业务，并且价格公道。

公共汽车优惠卡

　　一天或一周有效的优惠票非常的超值，通常都可以从当地或交通局购买到，如果您待得时间

长很多地区还销售30天有效的优惠票，或是在夏季高峰时期出售的旅行特别优惠卡。

火车优惠票

　　瑞典铁路优惠票（Sweden Rall Pass）、欧陆通（Eurodomino）和InterRall、Eurall以及斯堪的那

维亚铁路（ScanRail）的优惠票在瑞典都可以使用，多数运营商承认这些优惠票，但当地的Stors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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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mslokaltraflk公司（SJ）的斯德哥尔摩环线除外。

　　X2000列车和一些晚间列车需要另外支付50瑞典克朗（含坐席预订费）。一些非X2000列车（

如InterCity城际列车）可能不需这一费用，地区联运的Lanstrafik也不需要这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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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瑞典住宿

斯德哥尔摩住宿

Scandic阿尔维克饭店

　

一个全新的酒店，房间从18平米到88平米。套间有露台，11楼以上可以欣赏到斯德哥尔摩的城市

风景。周边有Torg市场，可以步行前往各式各样的商店，附近有码头、网球场、剧院、高尔夫球

场。距离Bromma机场7公里，亚兰达机场45公里，斯德哥尔摩市中心5公里，距酒店50米就有地铁

和公共汽车。

电话： 46-08-51766100

地址：Gustavslundsvagen 153 167 51 Bromma， Stock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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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scandic-hotels.se/alvi

参考房价：双人间129欧元

Scandic 塞尔格尔广场饭店

位于塞尔格尔广场南部的现代化大型饭店。宽敞开放的大堂，聚集着世界各地商务人士和游客，

非常热闹。内装饰为欧洲风格，明亮清洁。距地铁站和商业区极近，购物逛街很方便。

电话：08-51726300

地址：Brunkebergstorg 9

网址：http://www.scandic-hotels.com

参考房价：单人间750克朗

第一大饭店雷森

面向格姆拉斯丹东岸的湖泊而建的饭店。18世纪创业的饭店，保留着部分17世纪要塞的遗迹。钢

琴吧是当地人聚会的场所。

电话：08-223260

地址：Skeppsbron 12

网址：http://www.rsthotels.com

参考房价：双人间850克朗

Clarion 斯德哥尔摩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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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饭店拥有可同时容纳1000人的超大宴会厅，此外还有观景台、西餐厅、酒吧等设施，是一座

现代感超强的大型饭店。饭店内还经常展示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充满现代气息的酒吧不仅吸引游

客，在当地年轻人当中也及受欢迎。另外还有多种多样的自主早餐。

地址：Ringvagen 98

网址：http://www.clarionstockholm.com

参考房价：单人间600克朗

拉迪森Blu皇家维京饭店

与中央车站北侧邻接的现代化建筑，是斯德哥尔摩最高级的饭店之一。饭店面向客流量极大的大

街，客房明亮、宽敞，有空调、浴室有暖气地板。房间风格各异，选择余地大。顶楼的空中酒吧

可俯瞰夜景。

地址：Vasagatan 1 Box 234

电话：08-50654000

网址：http://www.radissonbl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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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房价：单人间1600克朗

斯德哥尔摩斯拉森希尔顿饭店

度过横跨格姆拉斯丹以南的大桥，位于桥头的高级饭店。可以看到湖泊和格姆拉斯丹、新市区。

现代化建筑，有开放的空间和宽敞的游泳池。客房明亮，内饰欧洲风格、装备齐全。

地址: Guldgrand 8

电话：08-51735 00

网址: http://www.hilton.com

参考房价：单间800克朗

丽佳老城饭店

位于格姆拉斯丹，利用建于17世纪建筑改建的小饭店。客房于1998年改装为18世纪风格。

地址: Lilla Nygatan 25

电话：08-7237250

网址: http://www.rica.se

参考房价：双人间600克朗

北欧饭店

摩登、而且有个性的饭店。分为北欧之光饭店和北欧之海饭店，其设计风格各不相同。但均地处

市中心十分方便。以海洋为主题的现代饭店，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饭店内的”冰吧“，游客们可

以体验一把在冰世界中饮酒的感觉。

地址: Vasaplan

电话：08-50563000

网址: http://www.nordichotels.se

参考房价：双人间1400克朗

哥德堡住宿

STF Vandrarhem Slottssk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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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瑞典最好的青年旅舍之一，所以要提前预订。其优点有：24小时接待入住，有自助早餐

，提供自行车租赁，有洗衣房和桑拿浴室，有休息厅。

电话：424820

网址：www.sov.nu

地址：Vegagatan 21

参考价格：宿/单/双 155/285/390克朗

Masthuggsterrassens Vandrarhem

这是一家房间清洁、交通方便的小酒店。

电话：424820

网址：www.mastenvandrarhem.com

地址：Masthuggsterrassen 10H

参考价格：宿/单/双 160/290/400克朗

STF Vandrarhem Stigbergsliden

电话：241620

网址：www.hosTel-gothenburg.com

地址：stigbergsliden 10

参考房价：宿/单/双165/295/390克朗

Goteborgs Vandrar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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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酒店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是您在旅途中休息的好场所。

电话:401050

网址：www.gotaborgsvandrarhem.se

地址：Molndalsagen 23

参考房价：宿/单/双170/400/450克朗

City HoTel

如果想领略丰富的夜生活，这里是理想之地——离Kungsportsavenyn大街不远。

电话：7084000

网址：www.cityhoTelgdg.se

地址：Lorensbergsgatan6

参考房价：单/双495/595克朗，带独立卫生间的单/双 795/995克朗

瑞典酒店及其它住宿方式介绍

大型酒店

瑞典国内有为数众多的酒店供您选择，从高端的豪华酒店到普通的连锁酒店，丰简由人，一切随

您所选。

更多信息，请登陆：http://www.gtahotels.com

http://www.stayinsweden.com

城堡和庄园

想要零距离感受瑞典的历史气息？也许您选择的城堡过去就属于一个国王或者一个领主，当您在

城堡中穿梭时，不知您是否已经感受到那里曾经的辉煌？

更多信息，请登陆：http://www.countrysidehotels.se

农场假日

放轻松，来一次惬意的农场假期。瑞典全国各处都有农场为您提供机会。回归田园的选择，也许

您还可以为农场主充当一次农忙时的好帮手。

更多信息，请登陆：http://www.bopalantgard.org

露营

想要更多地了解瑞典美丽的大自然，恐怕没有什么比露营更好的方式了。瑞典的露营地遍及全国

各地。远离城市的喧嚣、彻底融入自然的怀抱，感受瑞典人民的朴实、真正融入一次自然之旅。

更多信息，请登陆：http://www.camping.se

客栈/青年旅馆

如果您正在计划来一次瑞典环游之旅，那么我们一定要向您推荐瑞典各地的小客栈。在这里您一

定能够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旅游伙伴。不失为一种经济实惠的住宿选择。

更多信息，请登陆：http://www.svenskaturistforeningen.se

http://www.svif.se

B&B

如果您不喜欢奢华的酒店或者连锁旅馆，那么英式的床+早餐形式恐怕会成为您的首选。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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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瑞典本地人住在一起，融入瑞典人的日常生活，为您的假期平添一份温馨和惬意。热情好客的

瑞典人会以自己的方式提供给您一次完美假期。

更多信息，登陆：http://www.daysinswed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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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瑞典3日精华游

行程设计：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

D1：伴着清晨的阳光属于荷兰文艺复兴风格的斯德哥尔摩王宫，国王的办公室可在这里哦。之后

参观于1923年建成，混合了多种建筑风格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然后游览陈列着许多经典作品斯

德哥尔摩现代博物馆了解这里的现代气息。午饭后前往独具特色的瓦萨博物馆，了解瑞典的船舶

史。之后前往世界首座露天博物馆斯堪森民俗博物馆。探访瑞典的点滴生活。

D2：与朝阳为伴前往哥德堡市，到达后首先前往著名的里瑟伯格游乐园。它是北欧最大最美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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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也是瑞典人最喜欢的景点之一。咱里瑟伯格游乐园玩累了之后前往北欧地区最大、最好的

植物园——哥德堡植物园，在鸟语花香中漫步。午后前往沃尔沃汽车博物馆了解这个知名的世界

企业的造车理念。之后前往展示从维京时代到现在的船舶及造船业、介绍有关渔业情况的海洋博

物馆，了解北欧人民对海的感情。

D3：前往瑞典通往欧洲的门户马尔默。抵达后先参观马尔默的地标性建筑“马尔默旋转大楼”，

它将令您惊叹。之后参观纳维亚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马尔默胡斯城堡。中

午在Lilla Torg小广场逛上一圈，体验一下最瑞典的生活。午后游览北欧现代设计中心，这里所展

现的新奇将令您不虚此行。

   

2、瑞典6日体验游

行程设计：斯德哥尔摩→乌普拉萨→斯韦阿兰→拉普兰→哥德堡→韦克舍→马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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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伴着清晨的阳光属于荷兰文艺复兴风格的斯德哥尔摩王宫，国王的办公室可在这里哦。之后

参观于1923年建成，混合了多种建筑风格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然后游览陈列着许多经典作品斯

德哥尔摩现代博物馆了解这里的现代气息。午饭后前往独具特色的瓦萨博物馆，了解瑞典的船舶

史。之后前往世界首座露天博物馆斯堪森民俗博物馆。探访瑞典的点滴生活。

D2：一早前往瑞典的古城乌普拉萨，首先在古城中逛上一圈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之后前往瑞典

最大的教堂——乌普拉萨教堂。午饭后前往建于16世纪中叶乌普萨拉城堡观赏古代城池。最后参

观乌普萨拉博物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乌普萨拉。

D3：前往斯韦阿兰，领略纯粹的瑞典风格魅力。在斯韦阿兰有着众多的瑞典工艺制造中心。此外

该地区的老老少少都会身着民族服装，瑞典其它地区则没有如此具有宏大传统特色的场面。

D4：前往北部的拉普兰，在这里你可以追寻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欧洲人萨米人的文化。更能在冬季

体验雪地风筝的刺激和冰旅馆的炫酷体验。

D5：与朝阳为伴前往哥德堡市，到达后首先前往著名的里瑟伯格游乐园。它是北欧最大最美的游

乐园，也是瑞典人最喜欢的景点之一。咱里瑟伯格游乐园玩累了之后前往北欧地区最大、最好的

植物园——哥德堡植物园，在鸟语花香中漫步。午后前往沃尔沃汽车博物馆了解这个知名的世界

企业的造车理念。之后前往展示从维京时代到现在的船舶及造船业、介绍有关渔业情况的海洋博

物馆，了解北欧人民对海的感情。

D6：前往瑞典通往欧洲的门户马尔默。在途中可以顺道游览瑞典自豪的水晶王国——玻璃制造。

抵达马尔默后先参观马尔默的地标性建筑“马尔默旋转大楼”，它将令您惊叹。之后参观纳维亚

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马尔默胡斯城堡。中午在Lilla Torg小广场逛上一圈，

体验一下最瑞典的生活。午后游览北欧现代设计中心，这里所展现的新奇将令您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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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实用电话及网站

瑞典官方门户网站：www.sweden.se

瑞典政府网站（可通过这一网站查询政府各部门电话）：www.sweden.gov.se电话：0046-8-4051000

瑞典外交部网站：www.ud.se/inenglish电话：0046-8-4055001

瑞典移民局网站：www.migrationsverket.se电话：0046-11-156000

瑞典警察局网站：www.polisen.se电话：0046-8-4011900

瑞典学会网站（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及授予来瑞留学生奖学金事务，网页上有瑞典所有大学的链接

）：www.si.se

瑞典税务局网站：www.rsv.se/folkbokforing

瑞典社会保障局网站：www.fk.se

瑞典公路局网站：www.vv.se

瑞典旅游网站：www.visitsweden.com

瑞典急救、火警、匪警电话：112

瑞典查号台电话：118118

瑞典机场问询电话：0046-8-7976000

SAS航空公司网页：WWW.SAS.SE

   

2、生活提示

本攻略中所涉及的价格仅供参考，均以实际价格为准。

驾车：

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在瑞典交通是靠右行驶的。合法驾驶年龄是18周岁，并且开车时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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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携带驾照。外国驾照的有效期最高是一年，从你在当地税务局登记之日算起。一年后你需要获

得瑞典驾照。关于醉酒驾驶的法律是很严的，醉酒驾驶这种行为也是不为社会所接受的。

优惠卡

哥德堡通卡 

如果在哥德堡旅行时能够申请到一张“哥德堡通卡”将会对你的旅行起到很大的帮助。无论是游

乐园、市内的美术馆、博物馆、观光景点还是公共交通、国营停车场，都可以免费使用。在商店

购物或是在餐厅就餐时还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哥德堡Pass卡的种类以及费用、使用方法 24小时用： 245 Kr （16岁以下170 Kr） 48小时用： 390 Kr

（16岁以下270 Kr）

哥德堡通卡可以通过网络购买，也可以在市内各旅行社以及主要饭店中购买。一经使用便会在卡

上刻印开始时间，从该时间开始直至有效期结束。

斯德哥尔摩卡 

使用：持有斯德哥尔摩卡，可以免费游览75个观光景点，免费乘坐城市观光巴士、地铁、巴士、

郊区火车，在全部公共停车场享受免费停车。斯德哥尔摩卡使用方便，需要时出示即可。

购买：在游客信息中心、车站和青年旅社都有斯德哥尔摩卡出售。

种类:第一次使用时，卡上将被打印时间，有效期从该时间开始计算。

乌普萨拉KORTET卡

这是一种非常方便有效期为3天的打折卡售价为（125kr）持卡可以在乌普萨拉市区的绝大多数旅

游景点免费参观或是打折，此外还能免费搭乘当地的公交车和公共汽车，免费停车。6-8月可以在

旅游局购买，最多可供一个成人和两个小孩使用。

马尔默优惠卡

优惠卡可在旅游局购买。持打折卡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免费在街边停车，免费参观受优惠的

博物馆和在一些其他景点和一些观光团队中享受折扣。1/2/3天的优惠卡的售价分别为130/160/190k

r，包含最多一个成人和两个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酒类管制

Systembolaget酒类专卖店是归瑞典政府所有的酒类商店，通常在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以及周六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营业，有一些商店营业时间更长。

在 Systembolaget买酒的年龄限制是20周岁。如果你低于25周岁，请在买酒时带上你的护照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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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件。如果你不能出示你已年满20周岁的证明，你将不能买酒。为被法律禁止饮酒的人买酒

是不允许的，会受到惩罚。在酒吧和餐馆里面，合法的饮酒年龄是18周岁。

抽烟限制

大多数市内公共场合、机场以及其他公共交通设施上都不允许抽烟。百货商店，小店，饭店，酒

吧和其他公共建筑物内也不允许。有些宾馆会为吸烟者提供特殊的房间。

饮用水

在瑞典的大多数地方，自来水都非常好喝，绝不不亚于你花钱买的瓶装水。

   

3、礼节与禁忌

礼节

1、瑞典人与宾客相见时，一般惯以握手为礼。他们也施接吻礼，但不很多见。瑞典的拉普人见面

以互相擦鼻子为礼节；萨摩亚人则以鼻子彼此嗅闻为礼。瑞典的爱斯基摩人熟人间见面，喜欢用

拳头捶对方的头和肩，以示礼貌。

2、准时赴约是必须做到的，特别是在你应邀去瑞典人家里作客时。

3、款待与馈赠，给女主人送上一束鲜花将是受欢迎的。瑞典是个半禁酒的国家，所以酒是不可作

为礼物送人的。

4、由于酒后驾车会受到严厉惩罚，在社交聚会上通常指定一人担任驾驶员，此人不得饮酒。

5、祝酒的形式比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较为正规。举例来说，如果你了解下列这些老派的礼仪，

便会给主人留下较好的印象。千万不要在你的东道主或比你位高年长的人向你祝酒之前先给他们

祝酒。要等主人说了"Skoal"（干杯）之后才能喝酒。严格地说，干杯的动作是这样的；把酒杯从

腰部朝上举向齐眼处，正视对方，说声"Skoal"，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底朝向主人，再把空杯放回

桌上。

6、谈论的话题可以涉及许多方面，但不要去批语瑞典的文化或政治。瑞典人忌讳陌生询问他们的

政治倾向、家庭经济情况、年龄、宗教信仰、行动去向等问题。因为这是他们的私事，不需要他

人知道。

禁忌

1、忌讳"13"，认为"13"只会给人带来灾难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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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别忌讳黄、蓝色组颜色。

3、忌讳有人在众人面前擤鼻涕或抠鼻孔，认为这是不体面和不道德的行为。

4、忌讳有人伤害鸟类及猫、狗等动物，认为这是一些应该受到保护的动物。

5、他们对众目睽睽之下出现的过分亲昵的言行是看不惯的，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

6、忌讳在公共场合随便吸烟。认为这样有害于他人的健康。

7、不喜欢油腻太大的食品；有些人还不吃鸡蛋。

   

4、相关影音典藏

电影：《永恒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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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发展徐徐而进，稍显缓慢，但不沉闷，可谓波澜不惊——常常是仿佛风暴要来了，但

却被现实的妥协或者说是家庭这一情感+社会纽带给不声不响地冲淡了。但正是在这种不紧不慢

的节奏中，细腻的情感散溢出画面。

《对话自然-瑞典》 

　

　　书通过朴实的语言，流畅的文笔，打开饱览世界之窗，让旅游者和读者在尽享各国秀丽的自

然景色、精彩纷呈的风土人情、色彩斑斓的名胜古迹和引人入胜的奇闻异趣的同时，也能深受良

风益俗和文明亮点的启迪，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较强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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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A组合 

　

　　ABBA是瑞典的流行组合，成立于1973年。乐队名称来自于四名成员的姓名前字母的缩写的组

合，这两男两女在事业走上坡路时曾是两对夫妻，在事业开始下坡时又分别劳燕分飞，是流行音

乐史上著名的夫妻组合也是著名的离婚组合。

   

5、签证所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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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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