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景点介绍

日内瓦 Geneva
日内瓦湖
日内瓦湖（法方称莱芒湖）是阿尔卑斯湖群中最大的一个。湖面面积约为 224
平方英里，在瑞士境内占 140 平方英里，法国境内占 84 平方英里。日内瓦湖是
罗纳冰川形成的。湖身为弓形，湖的凹处朝南。罗纳冰川消溶后，形成罗纳河，
它是吐纳日内瓦湖水的主要河流。日内瓦湖海拔 1230 英尺，长 46 英里。湖面
最宽处为 8.5 英里。湖水最深处 1017 英尺。湖畔和毗邻地域，气候温和，温差
变化极小，建有许多游览胜地。
湖北岸和东西两端分属瑞士沃州、瓦莱州、日内瓦州。联合国欧洲总部及国际红
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等数百家国际机构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他在
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瑞士的人文景观及城
市景观并没有很大的特色，真正吸引人的是其自然景观，如果在瑞士把行程设置
为城市游，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大喷泉
日内瓦大喷泉最早修建于 1886 年，早期喷射高度为 90 米，1951 年翻修后平均
喷射高度提升到 140 米。它渐渐成为日内瓦的象征，也是当地人的骄傲。
地址：Quai Gustave-Ador，Genèv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 2 路或 6 路至 Rue du Lac 站下车；或搭乘 E 路至 Vollandes
站下车；搭乘摆渡船 M2 至 Eaux-Vives 下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 10:00-日落，周五至周日 10:00-22:30(附灯光)。

联合国万国宫
万国宫建于 1929 年，1938 年设定为国际联盟总部，1950 年代起，成为联合国欧
洲总部。万国宫位于由 Revilliod de Rive 家族遗赠给日内瓦市的 Ariana 公园中，当
时的赠送条件是让一些孔雀自由地在公园中活动，而它们今天成为了那里的一道景
观。参观万国宫需要随团并检查护照或其他身份证件，除英语团和法语团外，其他
语言需要提前预约，参观时间为 1 小时。
地址：Avenue de la Paix 14，Genèv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 8、28、F、V、Z 至 Appia 站下车；或搭乘 5、13、11、15
至 Nations 站下车
开放时间：4 月至 6 月 每天 10:00-12:00；14:00-16:00
7 月至 8 月 每天 10:00-16:00
9 月至 3 月 周一至周五 10:00-12:00；14:00-16:00
门票：成人票 12 瑞郎；学生票 10 瑞郎；6 岁以下儿童免费
电话：+41-022-917-4896 或+41-022-917-4539
网址：www.unog.ch

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
建于 1160-1232 年间，是老城区给人隐形最深刻的标志性建筑物。大教堂融汇了多
种建筑风格。原建筑是以罗马式风格修建的，其拱门是哥特式的，而 18 世纪加建
的正面则有着希腊-罗马式的圆柱和类似罗马万神殿的穹顶。
地址：cour saint-pierre, 12O4 Geneva
开放时间：6 月 1 日-9 月 30 日：周一至周五 09:30-18:30，周六 09:30-17:00；周
日 12:00-18:30；10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周一至周六 10:00-17:30，周日 12:00-17:30。
门票：5 瑞士法郎
网址：http://www.mah.ville-ge.ch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世界上最大的粒子物理实验室，拥有大型粒子对撞机 LHC，是小说《天使与魔鬼》
中反物质被制造并被窃取的地方，也是《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向往不已的神目的
地。同时，这里也是万维网(www)的发祥地。在这里，可以参观粒子物理学博物馆
(Microcosm)和粒子宇宙(Universe of Particles)展览，也可以参加有讲解的导览，参
观和了解粒子对撞机。
地址：Route de Meyrin 385, 1217 Meyrin, Switzerland
到达方式：可以从日内瓦主火车站乘坐有轨电车 18 路，CERN 方向，抵达最后一
站“CERN”下车后，就可以看见右手边的球形建筑，那就是 Global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Universe of Particles 展览就在其中展出。而 Microcosm 展览在 CERN
机构的接待处(Reception)旁边，位于 CERN 的 Building No. 33。这栋建筑在球形建
筑的马路对面。
开放时间：Microcosm 周一至周五 8:30-17:30，周六 9:00-17:00; Universal of
Particles 周一至周六 10:00-17:00。
门票：免费
网址：http://www.cern.ch

苏黎世 Zurich
班霍夫大街
班霍夫大街(又称车站大街)是欧洲最长的购物大道，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购物大
道之一，这里遍布世界各地的顶级奢侈品牌，私人银行林立。与纽约第五大道齐
名。位于苏黎世旧城区（Altstadt），前身是旧城墙，直至 1867 年才拆卸改建为
大 街 。 大 街 上 布 满 时 装 名 店 ， 银 行 林 立 。 大 街 由 苏 黎 世 火 车 站 （ Zürich
Hauptbahnhof）前开始，穿过利马特河（Limmat）左岸的商业中心区，直至苏
黎世湖畔的布尔克利广场(Bürkliplatz)(瑞士国家银行、Baur au Lac 酒店)为止，
全长 1.4 公里，大致与利马特河平行，大街两旁种满椴树。

地址：Bahnhofstrasse Old Town 火车站正对面
到达方式：搭乘所有去往火车站方向的公共交通工具均可到达
苏黎世大教堂
这座修道院教堂始建于 1100 年前后，其建筑风格以罗曼式的双塔闻名，并以此作
为苏黎世的地标。这座与圣母大教堂隔河相望的教堂在 16 世纪瑞士宗教改革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苏黎世大学神学院和宗教改革博物馆都设立于此。教堂内
的彩画玻璃是瑞士现代艺术大师贾科梅蒂的杰作。
地址：Grossmünsterplatz，8001，Zürich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 4 路或 15 路至 Helmhaus 站下车
开放时间：1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10:00-18:00;
3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0:00-17:00 (教堂免费开放)
电话：+41-44-252-5949
网址：http://www.grossmuenster.ch

苏黎世湖
瑞士著名冰蚀湖。在瑞士高原东北部，从苏黎世市向东南延伸。湖面海拔 406 米。
呈新月形，由东南向西北延伸 29 公里，宽 1—4 公里，面积 88 平方公里。西北部
较深，最深处 143 米。东南部较浅。湖岸坡度徐缓，遍布葡萄园和果园，向南可以
远眺阿尔卑斯山。湖里有很多水鸟，湖边还专门立了牌子教人认水鸟。水鸟中最出
名也最好认的就数天鹅了。其他水鸟都灰灰小小的，只有天鹅又大又白，胖墩墩地
漂在湖面上。湖畔成群的鸽子、海鸥时而空中翱翔，时而在水上与天鹅嘻戏，时而
又在湖畔广场觅食戏耍。遇有前来喂食的游客总会引来成群的海鸟前来争食。人与
鸟在湖畔的和谐共处构成了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苏黎世圣母大教堂
由查理大帝的孙子 Ludwig der Deutsche 日耳曼人路易创办于 853 年，是一所归正
会教堂。现在屹立在苏黎世的这座圣母大教堂是 12 世纪在原址上面重建的。圣坛
上的玻璃窗是 1970 年马克-夏家耳的杰作。与参观其他宗教场地一样，进入教堂之
后不要大声喧哗，尤其是碰到宗教仪式遵循教堂内工作人员的指示入座或离开。
地址：Münsterhof City Centre btwn Stadhausquai & Fraumünsterstrass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 2 路、4 路、5 路、6 路、7 路、8 路、9 路、11 路、13 路或
15 路至 Paradeplatz 站下车，往桥边走大约 100 米处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10:00-16:00；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0:00-18:00(教堂免费开放)。
电话：+41-44-211-4826
网址：http://www.fraumuenster.ch

卢塞恩 Lucerne
卡贝尔桥
卡贝尔桥（德语：Kapellbrücke）是位于瑞士琉森（Luzern）的一条木结构廊桥，
长 204 米（670 英尺），跨越罗伊斯河（Reuss）两岸，接近琉森湖的出口处。
这条廊桥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是琉森的地标，也是瑞士的一大旅游景点。
因为桥的北岸有一座圣彼德教堂（St. Peters-Kirche），因此叫作教堂桥
（Kapellbrücke，英文：Chapel Bridge）。卡贝尔桥建于 1333 年，本来是为了
琉森的防御需要而建。桥身是棕色的，而桥顶髹上红色。在廊桥的里面有约一百
二十幅于十七世纪时所绘关于琉森历史的画。不幸地，卡贝尔桥的大部份于 1993
年因撞船意外发生的火灾中烧毁，事后很快得以重建，回复原来的样貌。现在所
看到的桥是 1993 年之后重建的。桥中间有一座 140 英尺高的八角形水塔
（Wasserturm），由砖建成。此水塔原本用作监狱、拷问所、瞭望台及金库。
地址：Old Town Downriver, between Kasernenplatz&Mühlenplatz

狮子纪念碑
这只濒死的狮子雕像是 1821 年由丹麦雕塑家雕刻在天然岩石上。这头长 10 米、
高 3 米多的雄狮，痛苦地倒在地上，折断的长矛插在肩头，旁边有一个带有瑞士
国徽的盾牌。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 1792 年 8 月 10 日，为保护巴黎杜乐丽宫
(Tuileries) 中的路易十六家族的安全，全部战死的 786 名瑞士雇佣兵，雕像下
方有文字描述了此事件的经过。当年，瑞士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男子迫于生
计，纷纷到欧洲各国当雇佣兵。瑞士雇佣兵忠于雇主，英勇善战，但荣誉和金钱

掩盖不了雇佣兵制度的残酷，这次事件之后，瑞士停止出口雇佣兵，仅留下在梵
蒂冈为天主教廷服务的近卫军，就是那支著名的瑞士卫队。由于著名的忠勇，教
廷的这支瑞士近卫军一直服务到现在。后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来到卢塞恩，
将“濒死的琉森狮子”誉为“世界上最悲壮和最感人的雕像”。
地址：Denkmalstrasse 6006 Löwenplatz, near the Glacier Garden

琉森湖
琉森湖位于瑞士中部，处于四森林州之间。 四森林州包括琉森州（Luzern）、
乌里州（Uri）、施维茨州（Schwyz）及以前的翁特瓦尔登州（Unterwalden）
（即现在的上瓦尔登半州（Obwalden）及下瓦尔登半州（Nidwalden））。 湖
泊面积大约 115.2km²，是瑞士境内第五大湖泊。琉森湖夹在阿尔卑斯山的群峰
之间，因此形状显得十分不规则。首先罗伊斯河（Reuss）在乌里州的 Flüelen
自南向北流入琉森湖，在乌里州境内的部份称为 Urnersee。然后湖水于施维茨
州与 Muota 河汇流，湖形自此转为东西向。然后加入自下瓦尔登半州流入的
Engelberger Aa 河，转向北方，湖面突然收窄，进入琉森州后变阔成为十字形。
十字形湖面的西南翼由上瓦尔登半州的 Sarner Aa 河流入，东北翼突入施维茨
州，湖水进入西北翼于琉森市流出罗伊斯河。 因为湖岸边有不少的高山，如皮
拉图斯峰、Stanserhorn、瑞吉峰等，湖光山色构成典型的瑞士风景，美不胜收。
不论瑞士人或外国人，都被琉森湖壮丽的风景吸引到来，使之成为旅游胜地，湖
岸上有不少旅店及渡假设施。游客可乘车环湖游览，但路线较为曲折，需花费较
长的时间。另外有多条渡轮航线往来琉森湖上的各大城镇。
网址：http://www.lakelucerne.ch/en.html

瑞吉山 Rigi 阿尔卑斯山的最前沿，被称为山峦皇后，是瑞士中部最有名的了望
台。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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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前期，韦伯、门德尔松、维克多·雨果等文化名人就到访过这里。1864
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也亲临瑞吉山。1871 年这里修建了登山铁道，也是欧洲
的第一条登山铁道，至今仍保留有蒸汽机车。现在，游客可以从菲茨瑙，高尔道，
韦吉斯三处或坐登山列车，或乘缆车上山一览胜景。从卢塞恩码头坐船不到一小
时就能到达在菲茨瑙的登山列车车站。瑞吉山山势幽雅舒缓，山上有 100 多公
里的步行道。各种宾馆、饭店和度假公寓众多。美丽的景观和浓郁的瑞士风情，
每年都吸引众多的游人和商务客人在此举办会议和培训。
到达方式：可以从 Goldau 和 Vitznau 通过一条齿轨铁路瑞吉铁路(Rigi-Bahnen)登
山，也可从 Weggis 乘坐空中缆车。使用瑞士通票可以免费乘坐。有红色和蓝色两
种火车，红色的起点在 Vitznau，也就是坐船直接到达的地方；蓝色的起点在
Arthgoldau。
网址：http://www.rigi.ch/en/welcome.cfm

因特拉肯 Interlaken
少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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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带领各位到达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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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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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不妨在冰河雪地中进行一些室外运动。

图恩湖
因特拉肯在德语里是”湖之间“ 的意思，被誉为上帝的左眼，景色美不胜收。

雪朗峰
瑞士拥有上百座白雪覆盖的山峰，无愧于以其壮丽的高山景色而闻名，但在众多的
山峰中，只有雪朗峰 007 峰给人带来印象深刻的 360 度全景观，可在此饱览 200 座
山峰的壮丽景色。一部 007 系列片--《女王密令》使得雪朗峰在世界上一举成名。
再没有比在雪朗峰 007 峰欣赏庄严的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更好的地点了！千万
不要忘记体验与众不同的旋转餐厅带给您的独特体验。山顶上的眺望台以及 360 度
的全景观旋转餐厅 Piz Gloria 就是为 007 系列片修建的。它设有 440 个座位，每日
提供特色菜及品种多样的自选餐。自 2003 年餐厅还聘请了中国厨师为来自中国的
客人准备美味可口的中餐。此外还设有酒吧和小食品区；纪念品店；免费入场的八
角形展示厅；可观看幻灯片展(12 分钟)并欣赏 007 电影精彩片段(10 分钟)；VIP 贵
宾厅可供您举办私人宴会与活动使用，室外配有宽敞的观景露台。

伯尔尼 Bern
伯尔尼钟楼
这座钟楼原本是西城门的一部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外观，是 15 世纪火灾之后
重建的模样。钟楼上有一组多功能的天文钟，除了显示时间、季节、星象之外，
每逢整点前 4 分钟左右，还会有精彩的玩偶报时秀。
到达方式：由火车站步行前往，约 10 分钟

伯尔尼旧城区
瑞士首都到处充满了迷人的景色。阿勒河环绕着古老的城镇，游客可以漫步其中
欣赏阿尔卑斯山脉的奇景。伯尔尼旧城区被列为世界遗产，路上镶嵌着一块块的
石板，每走三五步就有一处喷泉。传统的房屋建筑和摩登新颖的店家，交织成一
处处美轮美奂的市容。
到达方式：由火车站步行前往，约 1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