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旅行交通證 Swiss Travel Pass

適用範圍：在指定有效期内，無限次

乘坐瑞士境内的火車、巴士和遊船，

包括豪華全景觀快車，以及超過90座

城鎮的公共交通工具。未滿25歲的青

年旅客購票時更可享正價7折優惠。

有效期：連續3天、4天、6天、8天或

15天的乘車天數。額外優惠：大部分

山地交通半價，免費参觀全瑞士500

多家博物館。

瑞士旅行交通證（彈性）

Swiss Travel Pass Flex 

適用範圍：與瑞士旅行交通證相同。

區别：彈性旅行通票可在一個月内任

意選擇3天、4天、6天、8天或15天使

用。

瑞士半價卡 Swiss Half Fare Card 

適用範圍：持卡者可以半價購買瑞士

全境的火車、巴士和遊船，以及大部

分山地交通和90多座城鎮的公共交通

工具。有效期：一個月。

瑞士家庭交通卡 Swiss Family Card 

適用範圍：旅客購買任何瑞士交通系

統票證時，均可申領免費的瑞士家庭

交通卡。持有此卡，在至少一名持

有瑞士交通系統有效票證的家長陪同

下，6歲至未滿16歲的隨行兒童可以

免費搭乘瑞士公共交通工具。

瑞士交通系統票證.
持有瑞士交通系統票證，除可以自由乘坐火車、巴士和遊船，輕鬆遊遍瑞士全
境，還可以免費參觀博物館，乘坐山地交通亦可以獲享折扣優惠。

一條路線，無盡精彩.
踏上瑞士環遊火車之路，體驗最精華的全景觀路線，欣賞湖光山色，走遍大城
小鎮，探訪地標景點。

瑞士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探索彌足珍貴的遺產和自然景觀。

了解更多：GrandTrainTour.com #grandtraintour線上購票，發現瑞士的另一面：ourheritage.ch 

瑞士交通網絡四通八達，要深入境内

每個角落，只需乘坐火車、巴士、遊

船和登山鐵路，即可輕鬆抵達目的

地。候車時間會很長嗎？高山國家瑞

士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會! 火車

才剛停站，不遠處的巴士和遊船已經

在靜候您步行前往換乘。瑞士旅行，

就是這樣簡單輕鬆。

啟程出發！
歡迎來到瑞士，這裡擁有全球最為密集的公共交通網絡，覆蓋全國各地，帶您
遊遍瑞士。

更多精彩，盡在這裡：MySwitzerland.com/swisstravelsystem

沉醉於自然風光

開啟瑞士環遊火車之路，感受如畫風光阿萊奇冰川——UNESCO世界遺產“瑞士阿爾卑斯少女峰-阿萊奇”

一張通票，遊遍瑞士，還可觀賞歐洲最大瀑布！

湖上航行，舒適寫意

火車全年運營，美景從不停歇修道院圖書館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聖加侖修道院”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近距離觀賞巍峨山峰。

乘坐登山火車，輕鬆攀登陡峭山峰史前木樁遺址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阿爾卑斯周邊的

史前湖岸木樁建築”

探尋瑞士精彩，美景全年無休 

11座湖泊、4種語言、5處世界文化

遺產和1,280公里的精華景觀火車路

線：踏上瑞士環遊火車之路，輕鬆欣

賞體驗瑞士境内最精華的景色，一年

四季，從不間斷。馬上開啟旅程，安

坐車廂之内，盡享沿途精彩。

瑞士境内一共有4處自然奇觀、9座文

化遺蹟登上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遺產名錄，它們無一不是值得世人珍

護的世界自然文化遺產，每一處都代

表着真實、品質和多樣性，將由子孫

後代世世繼承傳揚，更是塑造瑞士人

身份與價值觀不可或缺的部分。

立即購買瑞士世遺票證World Heritage 

Ticket，邁進瑞士歷史之河，探索歷

史遺蹟，欣賞自然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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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應用程式在手，隨時接收實時旅遊資訊

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升級瑞士行程！
瑞士交通系統開發了兩款手機應用程式，協助旅客充分利用火車、巴士和遊
船，探索瑞士所有精彩景點。手機應用程式在蘋果應用商店或安卓商店均可免
費下載。

Swiss Travel Guide App
■	 電子旅遊攻略，提供瑞士地圖及各

種交通工具的時間表
■	 超過 500 個瑞士特色旅遊景點推介
■	 電子優惠券

Grand Train Tour of Switzerland App
■	 瑞士環遊火車之路導覽介紹
■	 精彩景點資訊推送
■	 收集和分享印章及獎狀
■	 優惠券及禮物
■	 沿途所有路段的時間表資訊

社交平台

通過社交平台，添加#瑞士交通系統

# (#swisstravelsystem#)  和 #瑞士環

遊火車之路#（#grandtraintour#）標

籤，分享瑞士旅途精彩點滴。

        @SwissTravelSystem

        @swisstravelsystem

        @Media_STS

        Swiss Travel System AG

        @SwissTravelSystem
瑞士高山的壯闊全景 

公共交通深入瑞士各處
乘坐火車、巴士、遊船，體驗瑞士交通系統
瑞士擁有全球密度最大的公共交通網絡，暢遊全境，輕鬆自在

點到點車票及一日通票

旅客可以購買一等或二等車廂的單程

或往返車票。如打算在某一地區或瑞

士境内一日遊，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

一日通票。點到點車票和一日通票均

有超值早鳥票銷售。

跨境車票

跨國列車每日運營，從歐洲鄰國進入

瑞士市中心可謂輕鬆簡單。不論從那

個歐洲國家前來瑞士，都可以選購不

同的火車票。每個歐洲國家均有銷售

常規火車票及超值早鳥票。

歐鐵通票

布拉格上車，蘇黎世下車，出行就是

如此簡單。歐洲乘火車便利快捷，歐

鐵通票絕對是出行良伴，陪您自由暢

玩30多個歐洲國家。

更多交通票證.
在瑞士旅行，除瑞士交通系統票證外，亦有其他票證可供選擇，盡享火車、巴
士和遊船的方便快捷。

更多票證資訊：MySwitzerland.com/tickets

從歐洲隣國輕鬆前往瑞士 

購買瑞士交通系統票證：MySwitzerland.com/rail

廣告廣告 廣告

海拔3,454公尺的觀景台 讓您將阿爾卑斯山的動人魅力盡收眼底：壯觀的冰雪和岩石盛景，

攝人心魄的曼妙景致。搭乘火車，舒適抵達歐洲最高火車站，深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

產地“瑞士阿爾卑斯少女峰-阿萊奇”，體驗瑞士之旅不容錯過的亮點。

艾格快線 − 全球最具現代化的3S纜車

坐上3S纜車艾格快線，15分鐘便可從格林德瓦樞紐站抵達艾格冰河站Eigergletscher。這條

直通路線將少女峰-歐洲之巔旅程整整縮短了45分鐘。

少女峰 − 歐洲屋脊.
少女峰是歐洲山峰遊覽的第一選擇，是探索冰雪樂趣的最佳地點，全年365天
開放参觀。

少女峰地區其他特色景點，如格林德瓦-菲斯特、徐尼格觀景台或

哈德昆，使用瑞士旅行交通證，享5折優惠。jungfrau.ch

超級冰宮

少女峰 (Jungfraujoch) — 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冰川天堂 阿爾卑斯勝景 冰雪樂園

使用

瑞士旅
行交通

證

享75折優
惠

   最新
纜車：

艾格快
線

走入城市，登臨高山，飽覽無邊美景

瑞士環遊火車之路不止於火車體驗：

路線穿過山谷，跨越山隘，深入瑞士

大城小鎮，帶領旅客領略瑞士的自然

本色。乘坐火車或登山纜車近距離觀

賞大自然奇景，輕鬆攀臨高山峰頂，

俯瞰無限風光。

通過不同方式，感受瑞士之美：乘坐

復古齒軌登山火車，車窗及頂的景觀

火車，或是現代摩登的遊船。交通準

時，環境舒適，配以特色美食 − 讓你

開啟妙不可言的瑞士交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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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 bus and boat
at a glance

Mode of transport

Version: 12.2021
Due to lack of space not all lines are indicated. 
Subject to change.

0 10 20 30 km

1 : 1.25 m

Area of validity Swiss Travel Pass
Swiss Travel Pass Youth | Swiss Travel Pass Flex | 
Swiss Travel Pass Flex Youth

A seat reservation and/or supplement is required to travel 
on some trains/buses/boats such as the Glacier Express, 
Bernina Express, Gotthard Panorama Express, 
Palm Express, etc.

Premium panoramic trains

Area of validity Swiss Half Fare Card

Lines with reductions (50%)

Lines with reductions (50%) No reductions

Lines for unlimited travel

Lines with reductions (50%,     25%) No reductions

Also valid for local public transport Railways Buses Cable cars Boats

Bernina Express

Glacier Express

GoldenPass Panoramic

Gotthard Panorama Express

Luzern–Interlaken Express

手持瑞士旅行交通證，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瑞士交通系統2022年價目表.
一張通票，暢遊瑞士：憑著瑞士旅行交通證，旅客可無限次乘坐火車、巴士和
遊船，暢遊瑞士各地，盡享旅途精彩。

非瑞士居民及非列支敦士登居民方可購買及使用瑞士交通系統票證。

瑞士居民可登入以下網站，了解適用於瑞士居民的票証資訊：sbb.ch

6至15歲的兒童旅客在持有有效票證的父/母的陪同下，憑瑞士家庭交通卡可免費搭乘公共交通；如無家長陪同，購買瑞士交通系統
票證乘車可享半價優惠。

未滿6歲的兒童旅客可免費乘坐交通工具。

上述内容有變更的可能。

通過此連結即可購買瑞士交通系統票證：MySwitzerland.com/rail

瑞士旅行交通證（連續） 二等車廂 一等車廂

    3天 232 瑞士法郎 369 瑞士法郎

    4天 281 瑞士法郎 447 瑞士法郎

    6天 359 瑞士法郎 570 瑞士法郎

    8天 389 瑞士法郎 617 瑞士法郎

    15天 429 瑞士法郎 675 瑞士法郎

瑞士旅行交通證青年票（連續）1) 二等車廂 一等車廂

  3天 164 瑞士法郎 260 瑞士法郎

  4天 199 瑞士法郎 315 瑞士法郎

  6天 254 瑞士法郎 402 瑞士法郎

  8天 276 瑞士法郎 436 瑞士法郎

  15天 307 瑞士法郎 479 瑞士法郎

瑞士旅行交通證（彈性） 二等車廂 一等車廂

  1個月任選3天 267 瑞士法郎 424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4天 323 瑞士法郎 514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6天 384 瑞士法郎 610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8天 409 瑞士法郎 649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15天 449 瑞士法郎 706 瑞士法郎

瑞士旅行交通證青年票（彈性）1) 二等車廂 一等車廂

  1個月任選3天 189 瑞士法郎 299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4天 229 瑞士法郎 362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6天 272 瑞士法郎 430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8天 290 瑞士法郎 459 瑞士法郎

  1個月任選15天 321 瑞士法郎 501 瑞士法郎

瑞士半價票

  1個月 120 瑞士法郎

瑞士家庭交通卡

  1個月 免費

1  適用於未滿25歲的青年旅客（7折票價優惠）

行
駛
在
瑞
士
中
部
地
區
弗
倫
的
聖
哥
達
全
景
觀
快
車

2022年
瑞士交通系統地圖 MySwitzerland.com/swisstravelsystem
欣賞鐵力士山宏偉的冰川景觀

鐵力士山冰川之旅 − 歡迎光臨瑞士心臟地區的
最高峰！
來海拔3,000公尺之上冰雪世界度過精彩的一天！

登入 titlis.ch/en 汲取更多啟廸
持瑞士旅行交通證，可以免費乘坐琉森(Lucerne) 
和英格堡 (Engelberg) 之間的天使之鄉快車。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暢行無阻，甚至能抵達高山之巔

壯麗的全景觀

使用

Swiss Travel Pass 

瑞士旅
行交通

證

可享受
50％的折扣

鐵力士旋轉纜車ROTAIR − 世界上首

架可做360°旋轉的纜車

切勿錯過搭乘全球首創的全程旋轉式

纜車！從史坦德 (Stand) 站往上駛向

海拔3,020公尺高的山頂。而且奇特

的是: 在全程5分鐘的行駛路程，纜車

會繞著自己的中心軸旋轉一圈，山崖

峭壁、碎裂冰川和山峰等全景盡收眼

底，令人震撼。

鐵力士凌霄岩道 − 歐洲海拔最高的懸

索橋  

讓您屏住呼吸。想要大膽接受挑戰

嗎？漫步於海拔3,041公尺高的深谷

上令人膽戰心驚，狹長的吊橋是您試

膽量的最好方式！保證帶給您走150

步心跳飆速的難得有趣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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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1   伯爾尼納快車：從庫爾到蒂拉諾或盧加諾

這趟頂級全景觀快車將歐洲南北連接起來，途經被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雷蒂亞鐵路。快車多次攀

升與下降，沿途景色無與倫比，為遊客呈現壯

闊動人的山川冰河，棕櫚成林的多彩景色。

2   冰川3000，海拔2,971公尺

這座山峰位於瑞士西部，海拔約3,000公尺，全程景觀引人入

勝。步行懸索橋長107公尺，連接了兩座山峰，漫步天梭巅峰趣

味無窮。

3   冰川快車：從聖莫里茨到策馬特

冰川快車將為旅客帶來感官盛宴：火車由聖莫里茨出發，穿過萊茵大

峽谷，攀越上阿爾卑山隘，駛向歐洲最有名的

山峰 − 位於策馬特的馬特宏峰。一切美景皆

匯聚於這趟全球最慢的全景觀快車之旅。

4   黃金全景觀快車：從蒙特勒到茲懷斯文

日内瓦湖、葡萄梯田、雄偉城堡：黃金全景觀快車接通了瑞士的

“里維埃拉”地區與連綿不絕的高山，登上火車，靜靜欣賞窗外不

斷變幻的美景。

5   聖哥達全景觀路線：從盧加諾到琉森

聖哥達全景觀路線絕不止於沿途的風光：旅程結合了火車及遊船兩種

交通工具，連接瑞士兩個語區，帶給旅客獨特體驗。由提契諾出發，列

車沿歷史悠久的聖哥達全景路線行駛，途經

著名的琉森湖，最終抵達迷人的琉森。

6   高納葛拉特峰 Gornergrat，海拔3,089公尺

這座名峰是毋庸置疑的瑞士景點之最。齒軌登山火車帶領旅客從

策馬特車站出發，登上峰頂，沿途風光旖旎，猶如一張張精美明

信片，令人讚嘆不絕。

7   琉森–因特拉肯快車：從琉森到因特拉肯

在瑞士中部踏上火車，安坐於車廂内，經過兩小時的旅程後便可

抵達少女峰地區。乘坐琉森-因特拉肯快車，沿途欣賞層見叠出

的清澈湖泊和壯美瀑布。

8   少女峰 Jungfraujoch，海拔3,454公尺

歐洲屋脊，長年被冰雪覆蓋的高山樂園。這裡擁有魔法般的魅

力，令人深深着迷，天氣晴朗之日的風光由其動

人，是您不可錯過的短遊景點。乘火車由因特拉

肯出發，只需一個半小時便能登臨山頂。

9   瑞吉山 Rigi，海拔1,797公尺

瑞吉山被喻為“山巒皇后”，乘坐火車、巴士和遊船均可輕鬆抵

達：一共有9條登山鐵路可以通往這座風景秀麗的山

峰，山頂有長達120公里的徒步小路供旅客遊覽。持

瑞士旅行交通證可免費遊覽。

10  琉森湖遊船體驗

琉森湖遊船無疑是現代與過去結合的典範。不論是乘坐歷史悠久

的蒸氣輪船，還是極具現代氣息的内燃機船，都能在横越琉森湖

的過程中，沉浸式體驗瑞士的湖光山色。持有

瑞士旅行交通證，更可享免費乘船體驗。

11  雪朗峰 Schilthorn，海拔2,970公尺

Piz Gloria 是全球第一座高山旋轉餐廳，山峰全景宏偉壯觀：在

雪朗峰山頂，飽覽阿爾卑斯山的動人美景，盡賞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艾格峰、僧侶峰和少女峰的壯

麗景致。

12  鐵力士山 Titlis，海拔3,020公尺

鐵力士山坐擁瑞士中部唯一允許旅客進入遊覽的冰

川，還有歐洲最高的繩索吊橋，冰川地貌令人驚嘆不

已。乘坐空中旋轉纜車直通山頂，體驗畢生難忘的旅

程。

精彩不斷的瑞士交通體驗. 
“一定要來體驗一次！”這句話直接說出了以下瑞士公共交通的精彩之處 − 每條
路線都能帶來與眾不同的體驗！

更多體驗：MySwitzerland.com/swisstravelsystem

安坐車廂之内，享受窗外風光

無可比擬的火車觀景體驗.

瑞士環遊火車之路集合瑞士多條全景觀快車，組成一條引人入勝的精彩旅遊路
線。路線全長約1,280公里，全年無休，穿越瑞士各座魅力城市，深入人氣超
高的阿爾卑斯山，探索歷史悠久的世界文化遺產，經過數不勝數的世界知名景
觀和地標性景點，為旅客帶來一場驚喜連連的鐵路冒險旅程。 

各段路線：

蘇黎世 – 琉森 – 因特拉肯 | 琉森 – 因特拉肯快車
因特拉肯 – 茲懷斯文– 蒙特勒 | 黃金全景觀快車
蒙特勒 – 菲斯普 – 策馬特
策馬特 – 聖莫里茨 | 冰川快車
聖莫里茨 – 蒂拉諾 – 盧加諾 | 伯爾尼納快車
盧加諾 – 琉森| 聖哥達全景觀路線
琉森 – 聖加侖 | 阿爾卑斯山麓快車
聖加侖 – 沙夫豪森 – 蘇黎世

鐵力士山

少女峰

雪朗峰

拉紹德封/力洛克, 
鐘錶製作城規劃

阿爾卑斯地區史前樁欄建築遺址

阿萊奇冰川-少女峰

貝林佐納三座城堡

薩多納地質結構區

聖加侖修道院

雷蒂亞鐵路阿爾布
拉/伯爾尼納線

米施泰爾的聖約翰
本篤修院

聖喬治山

西庸城堡

阿爾卑斯山麓快車

聖哥達全景觀線路

冰川快車

伯爾尼納快車

琉森-因特拉肯快車

聖加侖-沙夫豪森-蘇黎世

琉森湖遊船

瑞吉山

黃金全景觀快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