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景点介绍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王宫
斯德哥尔摩王宫即瑞典皇宫，其历史始于中世纪，最早是一个军事堡垒，17 世
纪末期经过逐步改造、扩建，成了今日的皇宫。虽然现时王室已经搬出到郊外的
皇后岛宫，但斯德哥尔摩王宫仍是瑞典国王的官方居所。除了用作王室居所的楼
层外，王宫其余部份还有其他用途，如古斯塔夫三世文物馆(Gustav III:s
antikmuseum)、宝藏展览厅(Skattkammaren )、军械展览厅(Livrustkammaren )
和位于地底的三王宫博物馆(Museum Tre Kronor)。
地址：Slottsbacken Gamla Stan, 11130
到达方式：地铁：绿线/红线，Gamla Stan 站，往 Stortorget 大街或者 Västerlpnggaten
大街向城中心的方向走 5 分钟； 地铁蓝线 Kunsträdgården 站，过 Strömbron 桥走
约 10 分钟； 巴士：2/43/55/71/76/96 线 Slottsbacken 站。
开放时间：冬季：9 月 15 日–次年 5 月 14 日，周二-周日 10:00–16:00 夏季：5
月 15 日–9 月 14 日，每日 10:00–17:00 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后的周一、圣诞前
夜以及圣诞节关闭
门票：成人：150 克朗 学生，7-17 岁儿童：75 克朗 7 岁以下儿童：免费
电话：08 402 61 30
网址：http://www.kungahuset.se

瓦萨沉船博物馆 瓦萨是一艘古战船的名字，它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于 1625
年开始建造的。这艘战船本来是单层炮舰，可是国王得知当时瑞典的海上强敌丹麦

已拥有双层炮舰，便不顾当时本国的技术条件，下令把炮舰改造为双层，1628 年首
航几分钟便沉没，直到 1961 年才重见天日。之后船体经过数十年的精心修复，船
上精美的雕塑作品，非常值得参观。
地址：Galärvarvsvägen 14， Djurgården， Stockholm
到达方式：巴士乘坐 44 路，Nordiska museet/Vasa 站；有轨电车乘坐 7 路(推荐
其中的古董电车)到 Nordiska museet/Vasa 站下车；或渡船从 Slussen 到 Djurgården
站，左转 500 米(推荐渡船方式，可以观赏沿途风景)。
开放时间：冬季 9 月至次年 5 月 除周三外 10:00-17:00，周三 10:00-20:00；夏季
6 月至 8 月 每日 8:30-18:00；12 月 31 日 10:00-15:00；1 月 1 日、12 月 23 日-12
月 25 日关闭。
门票：成人 130 克朗；学生 100 克朗；18 岁以下免费；9 月至次年 5 月 17:00 以后
入场 100 克朗。
电话：+46-8-51954800
网址：http://www.vasamuseet.se

斯德哥尔摩大教堂
斯德哥尔摩大教堂是斯德哥尔摩老城最古老教堂，瑞典风格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也
是 2010 年瑞典大公主和 2013 年小公主举行皇家婚礼的地方。教堂内的圣乔治与龙
的雕像非常值得一看。
地址：Trångsund 1, 111 29 Stockholm
到达方式：紧邻皇宫，在皇宫的西南面。巴士：2/43/55/71/76 线，Slottsbacken 站
地铁：绿线红线，Gamla Stan 站
开放时间：9:00-16:00 6 月工作日延长至 17:00 7、8 月工作日延长至 18:00
门票：成人：40 克朗/5 欧 18 岁以下：免费
电话：+46-8-7233016
网址：http://www.stockholmsdomkyrkoforsamling.se/page.php?p=481

皇后岛宫
从 1981 年起成为瑞典王室的私人宫殿，位于斯德哥尔摩省、梅拉伦湖畔埃克尔市
卓宁霍姆(王后岛)。卓宁霍姆皇宫目前已列入世界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遗
产名册中。这座建于十七世纪的城堡 不仅是当今保存最完好的皇家宫殿，也是全欧

洲宫廷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加上富异国风情的中国宫殿、宫廷剧院和华丽的
宫廷花园，更为皇城打造出无与伦比的整体感。
地址：Drottningholms Slott, Drottningholm, Stockholm
到达方式：公共汽车：177/178/301/323 线，Drottningholm 站
开放时间：12 月 12-30 日关闭 12 月 31 日-1 月 8 日 12:00-15:30 1 月 14 日-3
月 29 日 周六日 12:00–15:30 3 月 30 日-4 月 30 周五六日 11:00–15:30 5 月-8
月 10:00–16:30
9 月 11:00–15:30 10 月 周五六日 11:00–15:30 11 月–12 月 9 日 周六日
12:00–15:30
门票：成人：120 克朗
优惠：60 克朗 7 岁及以下儿童免费
电话：+46-8-4026280
网址：http://www.kungahuset.se

哥德堡
海神波赛东雕塑
林荫大道的南部终点是哥塔广场（Götaplatsen），这个广场是哥德堡的文化中
心。广场中心有一个喷水池，池子中上矗立者瑞典雕刻家米勒斯制作的希腊海神
波赛冬（Poseidon）的巨大雕像，这个雕像是在 1931 年建成的，是哥德堡城海
洋时代权力标志。男性海神虽不英俊，但躯体十分壮硕，右手紧握一条刚捉到的
大鱼，左手则托着一个大大的贝壳。大鱼的口中和贝壳中都流出涓涓的清泉，好
像不断的向人们提醒着，哥德堡是个海洋的城市。

哥德堡大教堂
古典风格的大教堂于 1815 年竣工，真实的反应了瑞典的建筑风格。
地址：Västra Hamngatan, 哥德堡瑞典
到达方式：坐有轨电车至 Göteborg Domkyrkan 可到达
开放时间：8:00am-18:00
门票：免费

里瑟本主题乐园 Liseberg
在里瑟本(Liseberg)游乐场，无论您是 3 岁的孩子还是 83 岁的老人，总有一些
东西适合您的需求。夏季，游乐设施最为吸引游客。如果 Balder 或 Kanonen 对
您来说显得过于狂野，那么还有其它更多游乐设施可供选择，例如孩子们最喜欢
的小型旋转木马（Pony Carousel）和经典的“激流勇进”冲浪。

地址：Örgrytevägen 5, 412 51 Göteborg, 瑞典
到达方式：乘坐有轨电车至 Göteborg Liseberg 可到达
开放时间：4 月 24 日 - 10 月 10 日
门票：SEK 70 (6.12-8.15 SEK 80)；7 岁以下儿童：免费
网址：http://www.liseberg.com

马尔默
旋转大楼
马尔默地标性建筑。直译为“扭动的腰”，共 54 层高 190 米，共分 9 个区层，每
区层旋转少许，使整栋大楼旋转了 90 度。2012 年曾经被美国 Travel&Leisure
杂志评为“2012 年摩天大楼全球前五强”
地址：Malmö Turning Torso, Hamnen, 马尔默市瑞典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外围参观免费

马尔默大广场
这是城里最古老的广场。470 多年前由当时的市长库克下令兴建的。他的故居就在
广场附近，是座典型的汉萨风格的棕红色建筑。广场东侧的市政厅（Rådhuset）建
于 1546 年是幢荷兰文艺复兴式样的建筑。广场中间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世的骑像，
就是他占胜了丹麦把马尔默彻底变成了瑞典的城市。

地址：Stortorget, Gamla staden, 马尔默市瑞典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基律纳
基律纳大教堂
基律纳大教堂是瑞典最大的木建筑之一，建于 1907-1912 年。被评为瑞典 1950
年代以前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开放时间：11:00-15:45
门票：免费开放。
Sarek 国家公园
Sarek 国家公园位于 Jokkmokk Municipality 内，环境优美，保持着原有的自然
生态。这里是登山爱好者和徒步者的天堂，但是不太适合初学者，因为没有划分
出有特殊标记的步道，也没有旅馆等住宿的地方。国家公园内的山脉一般都在
1,800 米以上，有 13 坐超过 2000 米海拔的山峰，重峦叠嶂，天然风貌美丽迷人。
地址：Jokkmokk，Sweden
到达方式：由附近的 Jokkmokk 城可自驾到达。
电话：+46-971-222-50

冰旅馆
基律纳的冰旅馆，完全用冰块建造。
到达方式：距离基律纳 17 公里，在基律纳汽车站有班车前往。
开放时间：每年 11 月到 5 月，10:00-18:00 开放参观。
网址：http://www.ice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