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冬季賞景玩雪 7 日深度遊 

行程路線圖 

 

 

 

行程簡介(以週日開始為範例，客人可自選時段) 

 

第 1 天 （周日）蘇黎世 Zurich → 瑞吉.卡爾特巴德 Rigi Kaltbad 

今日亮點：從凝聚歷史精華的國立博物館讀懂瑞士，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裡走街串巷，品嘗只

在瑞士才能享用得到的美味糕點，在海拔 1400 米的雪山小村仰望滿星夜空 

早上 9 點半在蘇黎世火車站集合，在中文導遊的帶領下開始遊覽。先參觀瑞士國立博物館，然

後遊覽蘇黎世古城,  悠閒地漫步於利馬特河兩岸的大街小巷，沿途欣賞蘇黎世著名的三大教堂，

―黃金大道‖ 班霍夫大街附近的林登霍夫山頂是取景拍照的好地方。之後沿著風光旖旎的琉森

湖岸驅車前往著名的瑞吉山，在海拔 1400 米的雪山村莊上享受童話般的夜色山景。 

住宿：瑞吉山半山溫泉度假酒店 

 



 

 

瑞士國立博物館 Swiss National Museum   （此項目包含在團費裡） 

普通話語音導遊器(自費)CHF5 + 抵押身份證 

開放時間： 週二至周日 10.00-17.00 週四 10.00-19.00，節假日開放。 

官網（中文版） https://www.nationalmuseum.ch/m/ 

推薦理由：歐洲重要的文化史博物館之一，從這裡可以多方面瞭解瑞士歷史文化，給瑞士之行

增添一點知識養分。與蘇黎世火車站僅一步之遙，博物館的建築修建於 1898 年，位於一座超

過百年歷史的城堡裡。遊客可以借用引導參觀的 iPad（有普通話版），邊走邊收聽講解，在歷

時四十分鐘的視頻導引中，使遊客在瑞士歷史漫步中輕鬆愉快地受到啟迪。 

 

蘇黎世古城漫步線 

在導遊的帶領下，遊覽蘇黎世古城區，經過的景點/地方有：蘇黎世湖、聖母教堂 Fraumunster、

聖彼得大教堂 kirche St.Peter、世界最奢華的購物街班霍夫大街 Bahnhofstrasse、古老的奧古

斯丁巷 Augustinergasse、林登霍夫瞭望臺 Lindenhof、雙塔大教堂 Grossmunster 等。(無先

後順序，導遊會根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整。) 

 

雙塔大教堂 Grossmunster 教堂免費開放，登塔觀景台收費：CHF 4 （自費專案） 

地址： Grossmünsterplatz, 8001 Zurich   www.grossmuenster.ch 

蘇黎世的三座主要教堂之一，也是蘇黎世最著名的地標式建築。位於利馬特河岸附近，這座羅馬式

教堂始建於 1100 年，之後經過了數次重建和裝修。據傳說，查理曼大帝在這兒發現了這座城市的

英雄 Felix 和 Regula 的墳墓，於是便在此建造一座修道院，以供唱詩班使用。 

 

聖彼得大教堂 kirche St.Peter 教堂免費開放 

地址： St. Peterhofstatt 2, 8001 Zürich   www.st-peter-zh.ch 

教堂毗鄰林登霍夫山 Lindenhof，曾是昔日羅馬城堡的遺址，大約在西元 1000 年前後改建為羅馬

式教堂，1460 年則重建為哥特式教堂，始建於 1534 年的教堂鐘樓上有歐洲最大的教堂鐘面指標盤，

鐘盤直徑有 8.7 米，時針長 3 米，分針長 4 米。 

 

聖母大教堂 Fraumunster 門票：CHF5（自費專案） 

地址： Munsterhof 2, 8001 Zurich  www.fraumuenster.ch 

https://www.nationalmuseum.ch/m/


 

蘇黎世三大教堂之一，創立於 853 年，當時的國王捐建了這座本篤會修女院。教堂參觀亮點之一是

教堂內的五扇花窗玻璃，由俄國著名大畫家馬克·夏卡爾 Mark Chagall 於 1970 年創作。 

 

班霍夫大街 Bahnhofstrasse 

班霍夫大街位於利馬特河西側，從蘇黎世火車站一直延伸至蘇黎世湖畔，全長約 1.3 公里。這是世

界上最昂貴的購物街之一，與紐約第五大道齊名，沿街世界頂級奢侈品店林立。這裡進駐了世界各

國兩百多家銀行，全球十大銀行都在此佔有一席之地，世界上最大的―金庫‖就在這裡，據說瑞士

諸多銀行的黃金就存放在班霍夫大街下方，踩在―黃金大道‖上是否也能沾些財運呢？ 

 

林登霍夫山頂瞭望台 Lindenhof 免費開放 

Lindenhof 是位於蘇黎世古城區內的一個山丘廣場，它周圍的建築和狹小街道充滿歷史古韻，這裡

不僅可以鳥瞰古城美景，也是拍照取景的好地方，也是當地人喜愛的休閒運動場所。 

 

瑞吉山溫泉度假酒店 Hotel Rigi Kaltbad 

酒店位於瑞吉山半山腰的一個村莊 Rigi Kaltbad，地理位置卓越，Hotel Rigi Kaltbad 是該地

區唯一一家帶戶外溫泉的度假型酒店，離上下山的火車站近在咫尺。飯店由知名建築師設計，

這裡的山泉飽含有利健康的礦物質，因此自古以來就吸引著四方遊客，周圍群山環抱。酒店亮

點當屬深受瑞士人喜愛的超大礦泉浴場，浴場分室內和戶外兩部分，彼此相通，即便在厚雪如

被的冬季，一樣可以愜意地泡在室外欣賞周邊雪山的美景，規模很大 SPA，桑拿區，還有天體

桑拿區（封閉區）。另外還有按摩服務（均需單獨付費）酒店附近適合多種冬季戶外運動，從

酒店步行約 30-40 分鐘，可至著名的日落觀賞點，在雪山上觀賞浪漫的日落，終身難忘。 

 

第 2 天（週一）瑞吉山 Mt. Rigi 

今日亮點：在雪山環繞的戶外溫泉中放鬆身心，有膽挑戰天體桑拿麼？搭乘歐洲最古老的齒軌

火車登頂瑞吉山，360 度飽覽阿爾卑斯山脈美景，體驗雪上運動的速度和激情，觀賞雪山浪漫

日落 

堪比自由行的瀟灑一天！早上在酒店用完早餐後，選擇自己喜歡的不同項目盡情玩樂。山區間

的各種小火車、纜車不限次免費搭乘！從酒店門口搭火車登頂瑞吉山只需 13 分鐘，喜歡雪地運

動的遊客，儘管放肆瘋玩，滑雪橇，雪鞋健步......徒步愛好者，有多條徒步雪道讓你置身于明星

片一般的夢幻景色中。喜歡慵懶享樂的，坐坐雪山馬車，或在溫泉奢侈耗上一整天。浪漫的雪



 

山日落更是令人難忘, 讓人美哭！ 

住宿：瑞吉山半山溫泉度假酒店 

- 玩雪橇 Sledging 早上搭乘火車登頂 Rigi Kaltbad-Rigi kulm(瑞吉山頂車站，13 分鐘)。飽

覽山頂 360 度壯麗美景。可以在這裡租用雪橇玩（自費租金：CHF15，不限時）簡單易懂，

無需教練。如果希望玩雪橇一路滑下山，異地歸還雪橇（klosterli 或 Staffel）需另付 CHF20

押金。（歸還後押金會退回） 

- 雪鞋健步 Snowshoeing 早上搭乘火車登頂 Rigi Kaltbad-Rigi kulm(瑞吉山頂車站，13 分

鐘)。飽覽山頂 360 度壯麗美景。可以在這裡租用雪鞋（自費租金 CHF20，不限時）簡單易

懂，無需教練。如果希望玩後隨便在任何一個車站異地歸還，需另外付 CHF20 押金。 

- 山頂賞景+短途20分鐘徒步，早上搭乘火車登頂 Rigi Kaltbad-Rigi kulm(瑞吉山頂車站，

13分鐘)。飽覽山頂360度壯麗美景。然後順著下山下路徒步20分鐘（此段山路風景無敵優

美，且道路十分平坦無障礙，下雪之後均會被做防滑處理，偶爾遇到冰凍期，則會考慮安全

因素而封閉）20分鐘後可以抵達下一個火車小站Rigi Staffel, 車站邊有一家環境優雅的觀景

餐廳Restaurant BärgGnuss,  可以在此喝點飲料咖啡，也可以用午餐，然後在此搭乘火車

返回酒店。備註：建議穿著防滑保暖的鞋子 

 

- 雪地馬車 （付費專案，可以同時乘坐 10 名遊客，分 30 分鐘和 1 小時，具體介紹請點選連

結查看） 

- 徒步愛好者的線路推薦 （雪地徒步 ）瑞吉山區有兩條非常適合徒步愛好者的線路，Rigi 

Classic （間距 4 公里，用時大約 1 小時）, Rigi Staffel – Rigi First  (間距 2 公里，用時約

半小時), 喜歡徒步運動的遊客可以挑戰一下，具體詳情請諮詢導遊。備註：建議注意各種保

暖穿著配飾 

- 不想參加戶外運動的遊客，早上搭乘火車登頂 Rigi Kaltbad-Rigi kulm(瑞吉山頂車站，用

13 分鐘)。飽覽山頂 360 度壯麗美景，在山頂餐廳喝杯熱飲。然後原地搭乘火車返回酒店

Rigi Kaltbad 站，可以全天免費使用酒店的礦泉水溫泉浴場，也可以預約按摩服務（需另

外付費） 

——溫泉浴場詳情 （營業時間 早9-下午6.30，住店客人免費試用浴場、桑拿、蒸氣浴） 

——按摩介紹  

 

- 雪山日落：從酒店徒步約 20-45 分鐘（視個人步行習慣和天氣情況而定）到著名的瞭望台

Kanzeli，觀賞浪漫的雪山日落，之後使用火把徒步返回酒店。備註：1，是否能看到日落，

https://www.rigi.ch/en/Media/Restaurants/mountain-restaurant-Rigi-Staffel-Restaurant-BaergGnuss
https://www.rigi.ch/en/Experience-Mt.-Rigi/Horse-drawn-carriage-rides
https://www.rigi.ch/en/Experience-Enjoy/Winter/Winter-hiking-trails/Winter-hiking-trail-Rigi-classic
https://www.rigi.ch/en/Experience-Enjoy/Winter/Winter-hiking-trails/Winter-hiking-trail-Rigi-classic
https://www.rigi.ch/en/Experience-Enjoy/Winter/Winter-hiking-trails/Winter-hiking-footpath-Rigi-Staffel-First
https://www.rigi.ch/en/Experience-Enjoy/Wellness/Mineral-Baths-Spa-Rigi-Kaltbad/Mineral-Baths-Spa-Rigi-Kaltbad
http://www.mineralbad-rigikaltbad.ch/verwoehnmomente.asp?chglang=en


 

會受到天氣影響。2，冬季每個月的日落時間不同，12 月大概在 17.00 左右，1 月 17.30 左

右，2 月 18.00 左右，3 月 18.30-19.40（夏令時後），以上時間僅供參考。 

 

第 3 天（週二）瑞吉山 Mt. Rigi → 波爾尼 Bern → 施皮茨鎮 Spiez 

今日亮點：空中纜車鳥瞰雪山美景，遊輪暢遊最美琉森湖，造訪噴泉拱廊千年古城（世界文化

遺產），揭開五百年鐘樓的神秘面紗，讓愛因斯坦給你講述一個大時代的激蕩變遷 

早上在酒店用餐後，依舊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各自活動，小火車、纜車依舊不限次免費使用！中

午搭纜車下山，從空中鳥瞰一望無際的雪原美景，下山後改乘遊輪，暢遊如詩如畫的琉森湖。

上岸前往首都伯恩，這個被列入聯合國科教文世界遺產的中世紀都城古韻盎然，有多達一百多

處的街心噴泉。我們的團友獲得伯恩旅遊局的特許，將有機會進入中世紀鐘樓內參觀，零距離

接觸運作了 500 年的古董機械老鐘！之後還有機會參觀伯恩歷史博物館、愛因斯坦博物館。傍

晚前往少女峰山下的圖恩湖。 

住宿：圖恩湖畔的施皮茨鎮或附近酒店 

搭乘觀光遊輪：琉森湖可能是瑞士最獨特的地方之一，湖光山色美到令人窒息，如畫的湖畔村莊

讓人羡慕瑞士人生活環境的優雅，遊船觀光將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古城漫步：在導遊的帶領下，從古城的玫瑰園開始，這裡是俯瞰欣賞古城全景的最佳地點，然

後沿著邊上的小路走下坡到古橋，進入古城遊覽，從古城中心街道步行到大教堂，再到著名的

鐘樓，彷彿置身中世紀的夢幻之中。(部分景點遊覽的先後順序，會根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整) 

 

伯恩中世紀鐘樓  Zytglogge  （此項目包含在團費內） 

地址： Bim Zytglogge 3, 3011 Bern             www.zeitglockenturm.ch 

這是伯恩城最古老的建築物，一座真正的中世紀鐘樓，13 世紀建造伯恩城時，它是作為出入古

城一個城門關卡，先後歷代被作為城門守衛塔、監獄、鐘樓， 城市生活和公民紀念中心。鐘樓

塔上造型各異的小人會在每一個整點前的 4 分鐘旋轉著從 鐘塔中走出來報時，總是吸引著遊人

駐足圍觀。而塔內的機械老鐘則是五百多年前原汁原味的古人傑作，其複雜的機械構造和精湛

的製作工藝至今都令人歎為觀止。 

 



 

伯恩大教堂 Berner Munster 免費參觀 

地址： Munsterplatz 1, 3000 Bern            www.bernermuenster.ch 

這是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始建於 1421 年，其鐘樓高達 100.6 米，直到 1893 年才完成。它是瑞

士最高的教堂，被列為國家文化財產。16 世紀宗教改革後，該堂屬於新教歸正會，1528 年清

除了原有的各種精美聖像，也停止彌撒，改行新教禮拜。只有正門上的一組群雕―最後的審判‖

為改教後唯一被保留的雕塑。 

 

伯恩歷史博物館 Bern Historical Museum （內部有館中館愛因斯坦博物館 Einstein 

Museum）自費方案 

開放時間：週二到周日 10am-5pm, 週一閉館   Helvetiaplatz 5  CH-3005 Bern 

門票：成人 CHF 13 愛因斯坦博物館  CHF 18  http://www.bhm.ch/en/ 

 

第 4 天 （週三） 施皮茨鎮 Spiez /圖恩湖 lake Thun →因特拉肯 Interlaken 

今日亮點：走進明信片一般的湖畔神仙小鎮，像瑞士人一樣享受慢時光，來到瑞士古老的葡萄

園當然少不了美酒品嘗 

堪比天堂的仙境小鎮施皮茨鎮。必須放慢腳步，靜下來，美下去，盡情享受這份世外桃源的寧

靜和安逸。巍峨雄偉的群山在圖恩湖投下美麗的倒影，湖中三五成群的天鵝水鳥，蜿蜒起伏的

百年葡萄園，只有在施皮茨鎮，才能擁有如此人天合一的絕美畫卷。參觀古老的葡萄酒莊，聽

聽古法釀制葡萄酒的介紹，品嘗不同種類的特產葡萄酒，只有深度遊才能讓你如此悠然享受。

下午出發前往因特拉肯。 

住宿：因特拉肯 

 

施皮茨鎮 Spiez 

施皮茨鎮位於圖恩湖南岸，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小鎮，這裡碧水如鏡、雪峰環抱、空氣清新，遠

離喧囂，是瑞士著名的療養勝地。作為地標建築的施皮茨城堡位於湖濱，歷史可以追溯到 11

世紀，如今是一家博物館。城堡周圍成片的古老葡萄園，寧靜而美麗，這裡有著最瑞士的品質

風貌，祥和、寧靜、優雅、迷人。 

圖恩湖 Lake Thun 

有著―上帝之眼‖美譽，因為這裡特殊的氣候和地理環境，深受風帆和滑浪愛好者的歡迎。是

瑞士人喜歡的度假勝地。放眼四周，氣勢磅礴的群山風景如畫，冬季的湖面停泊著各種私家豪

華遊船，讓人羡慕瑞士人悠閒樂哉的享樂生活。圖恩湖畔被譽為最美的歐洲湖畔之一。 

http://www.bernermuenster.ch/
http://www.bhm.ch/en/


 

去古老的葡萄酒莊園品嘗瑞士葡萄酒 

小鎮有悠久的古法釀製葡萄有的傳統，湖畔有著成片的葡萄園，雖然冬季看到不到結實累累的

豐收景象，可不能錯過品嘗當地葡萄酒的難得機會，這裡的葡萄酒因為產量很低，所以基本都

是內銷，了解古法葡萄酒製作的同時，品嘗原汁原味地到的阿爾卑斯山葡萄酒，運氣好的話，

還有機會參觀位於古堡地下的酒窖。 

 

第 5 天 （週四）    因特拉肯 Interlaken → 格林德爾瓦爾德 Grindelwald /菲斯特山 Mt.First 

今日亮點：玩轉夢幻滑雪場，男女老少冰雪總動員，挑戰懸崖空中棧道和索道飛人 

置身滑雪天堂，怎能沒有滑雪！今天又將是盡情戶外玩雪的一天。早上在酒店用完早餐後，前

往著名的滑雪勝地格林德爾瓦爾德，想參加滑雪初體驗，或其他雪場娛樂項目的遊客，夢幻滑

雪場等著你，從專業教練指導的正規滑雪課程，到隨心所欲的雪橇等，男女老少均可以樂在其

中。想登頂菲斯特山遊玩的遊客，可以在此搭乘纜車，山上各種刺激驚險的娛樂項目同樣會讓

你度過難忘的一天。 

住宿：因特拉肯 

 

夢幻滑雪場 

巨大的天然滑雪場位於著名的滑雪勝地格林德爾瓦爾德 Grindelwald, 只需 5 人即可組團，這是

一個男女老少可以共同娛樂的雪上娛樂活動，想體驗一次真正瑞士滑雪的遊客，可以在瑞士專

業滑雪教練的指導下進行 2.5 小時的滑雪課程，同時，滑雪場內的其他玩雪項目多到你玩不過

來！雪橇、輪胎滑雪、雪中健步等等，每個遊客都可以在此度過難忘的一天。 

遊客自費自選專案：成人 CHF149，兒童 CHF119，時間約 8 個小時，5 人成團。含交通、午

餐、滑雪/娛樂所需器材和設備。 

 

菲斯特山 Mt. First 

也在格林德爾瓦爾德 Grindelwald，由此搭乘觀光纜車直接抵達菲斯特山頂，海拔 2166 米。沿

途可以欣賞到壯麗的雪山美景，而山上更有多種刺激的娛樂項目可以體驗：懸崖棧道、索道飛

人、空中滑翔機，菲斯特山還是徒步旅行者的天堂，環繞巴克普湖 200 公里的徒步旅行專道風

景如畫。其實，即便什麼都不做，在山頂的超大餐廳露臺一邊欣賞美景，一邊曬曬太陽，也是

不虛此行。 



 

遊客自費自選專案：每人 CHF56，含往返纜車費（格林德爾瓦爾德—菲斯特山頂）、一份午餐。 

菲斯特山頂收費專案參考： （以下價格僅供參考，以景區實際收費為准） 

神鷹飛索 First glider： 成人 CHF 29, 兒童（15 歲以下） CHF 22 

菲斯特飛椅 First flyer： 成人 CHF 29, 兒童（15 歲以下） CHF 22 

滑雪橇，雪橇租金 CHF15，單程往返各種套票價格不等，以實地報價為准 

懸崖棧道 First cliff walk: 免費  

菲斯特懸崖棧道：這個免費的峰頂環形棧道超級刺激，驚險難忘的全景體驗。 

菲斯特飛椅：全歐僅此一家, 坐在牢固的安全吊帶中，以超過 8 0 公里每小時的速度滑下 800

米長的鋼索。 

菲斯特神鷹飛索：四個人被以每小時 40 公里的速度從 Schreckfeld 飛至菲斯特山頂，再以超過

大約每小時 8 0 公里的速度飛回 Schreckfeld。 

 

第 6 天 （週五）    因特拉肯 Interlaken → 少女峰 Jungfrau → 盧塞恩 Luzern 

今天亮點：搭乘火車抵達歐洲海拔最高的雪山火車站（3454 米），登頂“歐洲屋脊”一睹少女

峰芳容（4158 米） 

來到瑞士，怎能不上少女峰。作為瑞士最著名的雪峰之一，少女峰享有―歐洲之巔‖美譽，登

山火車載你抵達歐洲最高火車站，沿途皚皚雪山美景無敵。山頂觀景台不僅可以飽覽阿爾卑斯

山的壯麗美景以及阿萊奇冰川，還有超級冰宮、阿爾卑斯山震撼體驗館等遊玩項目，山頂上的

多家餐廳、酒吧、商店，吃喝玩樂一併齊全。玩爽下山後，驅車前往琉森。 

住宿：琉森或附近的酒店 

少女峰山頂景點介紹 （以下項目均包含在團費中） 

斯芬克斯觀景台 Sphinx Observatory 海拔高達 3571 米，觀景台包括室內和室外兩部分，室

內觀景台有上下兩層，全玻璃框架結構，可以方便遊客觀賞風景，在室內觀景台的上面，有室

外 360 度全景觀景台。 

阿爾卑斯山震撼體驗館 Alpine Sensation，在斯芬克斯觀景台的下面，遊客站在電梯步道上，

觀看兩邊的影像投影，主要瞭解當初開鑿隧道、修建少女峰鐵路的艱辛歷史，以及瑞士當地人

民的風土人情。 



 

超級冰宮 Ice Palace，位於冰川之下 30 米處。20 世紀 30 年代，登山導遊們憑藉斧頭和鋸條

在少女峰中間建起了走廊和大廳。 如今，藝術家們各展才華，建起了冰宮。 穿越平滑如鏡的

冰雪世界，遊客們可以驚喜地發現隨處隱匿的冰雕藝術作品。  

 

第 7 天 （週六）琉森 Luzern 

今日亮點：跟隨謝霆鋒的腳步，在《十二道鋒味》的拍攝地探索巧克力的大千世界，暢遊瑞士

最具人氣的交通博物館，漫步最美最瑞士的中世紀古城盧塞恩 

在酒店用完早餐後，前往市郊的艾施巴赫巧克力工廠 Aeschbach Chocolatier， 瑞士巧克力舉

世聞名，謝霆鋒和容祖兒就是在這裡拍攝了熱門電視節目《十二道鋒味》之瑞士行，遊客不僅

可以瞭解瑞士巧克力的前世今生，還可以和明星一樣，親自動手製作一塊的巧克力呢。隨後在

導遊的帶領下，遊覽盧塞恩古城區，欣賞教堂橋、獅子紀念碑等著名景點，對博物館有興趣的

遊客，盧塞恩最值得推薦的博物館當屬瑞士交通博物館。下午全程結束。 

教堂橋 Kapellbrücke 免費開放 

音譯卡佩爾橋，是一座長達 204 米的古老木結構廊橋，跨越羅伊斯河 Reuss 兩岸。教堂橋是琉

森的標誌性建築物，它始建於 1333 年，是歐洲最古老的木制廊橋，它本來是為了琉森的防禦

需求而建，廊橋頂部每隔幾米就有一幅關於琉森歷史的彩繪，共有 120 幅，17 世紀所繪。不幸

地，教堂橋的大部份在 1993 年因撞船意外引發的火災中燒毀，不過事後很快得以重建，恢復

原貌。橋中間有一座磚砌八角形水塔 Wasserturm，此水塔原本用作監獄、瞭望台及金庫。 

獅子紀念碑 Löwendenkmal 免費開放 

世界最有名的雕像之一，1821 年由丹麥雕塑家雕刻在天然岩石上。這頭長 10 米、高 3 米多的

雄獅，痛苦地倒在地上，折斷的長矛插在肩頭，旁邊有一個帶有瑞士國徽的盾牌。這座雕像是

為了紀念 1792 年 8 月 10 日，因保護巴黎杜樂麗宮中法王路易十六及瑪麗王后安全而戰死的

786 名瑞士雇傭兵。在石像的上方刻有拉丁文‖HELVETIORUM FIDEI AC VIRTUTI‖，意為―獻

給忠誠和勇敢的瑞士‖。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來到盧塞恩，將這尊雕塑譽為―世界上最令人悲慟

的雕像‖。 

參觀艾施巴赫巧克力工廠 Aeschbach Chocolatier  （此項目包含在團費裡） 

瑞士人使巧克力的製造流程和方法達到了幾乎完美的境界，瑞士人也使巧克力從昂貴的奢侈品

成為了大眾化的消費品。這家巧克力工廠位於琉森市郊，遊客不僅可以通過 Chocoworld Tour

瞭解瑞士巧克力的各種有趣文化和知識，也有機會自己即興發揮做一塊巧克力。熱門節目《十

二道鋒味》瑞士一行中，大明星謝霆鋒和容祖兒就來到了這家巧克力工廠親自動手製作巧克力，



 

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想來到他兩曾經操作過的桌子前，為自己心愛的人製作一款專屬於他的濃情

美味呢？ 

瑞士交通博物館 Swiss Museum of Transport  （自費專案） 

Lidostrasse 5, Lucerne 6006, Switzerland    https://www.verkehrshaus.ch/ 

瑞士交通博物館是瑞士最受歡迎的博物館，也是歐洲最大的移動設備博物館。與其說是個博物

館，更像公園。它位於環境優美的琉森湖畔。在這裡，淺顯易懂的介紹陸、海、空以及交通機

械方面的知識；在機車模擬區，遊客可以親自上陣，體驗駕駛火車的感覺。館內有豐富有趣的

各種娛樂項目，有天文館、巧克力大冒險，2D/3D 電影院。適合親子遊的好地方。 

票價：成人 CHF 30.- 青少年(6-16 歲) CHF 15.- 兒童 (6 歲以下) 免費，館內部分專案另外收

費，具體收費標準以實地博物館為准。 

 

https://www.verkehrshau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