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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無雙.
探索策馬特，愛上策馬特



高空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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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洪峰——阿爾卑斯山最迷人的山峰

阿爾卑斯山區擁有許多著名的雄偉山峰，但是沒有一座比馬特洪峰更

令人著迷，更令人讚歎。馬特洪峰被譽為“群山之王”，為它贏得這一

稱號的不僅僅是它 4478 公尺的驚人高度，還有它偉岸的雄姿。馬特

洪峰的獨特形狀，為它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使它具有一種獨特的魅

力，這座雄偉的山峰在鏡頭中呈現出無比美妙的畫面，引人入勝。

策馬特——世外桃源

策馬特海拔 �1620 公尺，擁有 �5600 名居民，四周環繞著38座海拔

4000 公尺以上的雄偉山峰。這裡禁止汽車通行，每年吸引世界各地

的眾多遊客前來遊覽，盡情地欣賞秀麗的自然風光，享受輕鬆的假

期。 馬特洪峰滑雪天堂不僅是阿爾卑斯山區海拔最高的滑雪場，還擁

有世界一流的滑雪設施，並且全年365天開放。

一年四季，熱愛高山和自然風光的人們從世界各地絡繹不絕地來到這

個美麗的度假勝地。景區禁止汽車通行，遠離喧囂，種類繁多的動植

物使策馬特成為一個奇妙的自然天堂。在這裏，您能欣賞到1000多種

阿爾卑斯鮮花，包括雪絨花等珍稀品種。400多公里的策馬特健行小

徑標誌清晰，遊客們可以沿著這些小徑健行，領略夢幻般的寧靜湖泊

和壯觀的冰河。一路上，人們經常遇到土撥鼠、岩羚羊、野山羊和野

鹿；仰頭眺望，山雕在高空中自由翱翔。

策馬特纜車公司 策馬特纜車公司

策馬特纜車公司是瑞士最大的專業纜車公司，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

和遊客們乘坐該公司的纜車，抵達歐洲海拔最高、最令人神往的遊

覽勝地。

美妙的旅程

策馬特位 於在瑞士西南部瓦萊州與義大利交界處，3 0  公里長的

Nikolaital 峽谷盡頭，馬特洪峰的山腳。

策馬特距離蘇黎世、日內瓦和米蘭國際機場只有幾個小時的車程。

行駛時間 乘火車 乘巴士

蘇黎世機場-策馬特 3.5小時 3.5 小時

日内瓦机场-采尔马特 3.5 小時 3.0 小時

米兰国际机场-采尔马特  4.0 小時 3.5 小時

馬特洪峰與策馬特

美夢成真

從�2002 年至今，年至今，策馬特纜車公司在策馬特的投資總額已經達

到 3.2 億瑞士法郎，此舉不僅為了確保您在遊覽期間的絕對安全，還

為了進一步提高運送能力，縮短遊客的候車時間，讓您的旅途更加舒

適和快捷。高額的投資也帶來了回報：我們已打造出一個無與倫比的

滑雪和休閒天堂。

投資策馬特

全新纜車路線: 特勞克納施泰格 –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與馬特洪峰冰

川天堂 – 義大利Testa Grigia
2014年將興建一條平行於現有往來特勞克納施泰格至馬特洪峰冰川

天堂的纜車路線，另外在2015年將興建連接馬特洪峰冰川天堂與義

大利Testa Grigia的纜車路線，未來夏季的旅客也可以從策馬特輕鬆

往返義大利，從策馬特到米蘭更近了。



至洛特峰所需時間: 

35 分鐘(含轉乘)

至馬特洪峰冰川天堂所需時間:  

45 分鐘(含轉乘)

開放時間: 

蘇內加 / 洛特峰: 

5月底 – 10月中，早上8點至下午4點40分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

5月初 – 10月中，早上8點至下午4點30分

旅程資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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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地底的索道纜車每小時可運送2,200
名旅客，快 速抵達策馬特最受歡 迎的陽光

露台。

8人座的小型纜車每小時可運送2,220名旅

客，從纜車內可欣賞馬特洪峰的美景。

中型纜車可容納150名旅客至海拔3,103公尺，

這裡是欣賞馬特洪峰的最佳地點。大型纜車可容納100名旅客，以最快速度經過

萬年冰河抵達海拔3,883公尺。

8人座的舒適小纜車每小時可運送2,800名旅

客，經過富麗與黑湖直達海拔2,939公尺。

自策馬特到特勞克納施泰格我們準備了貴賓

纜車，高級的座椅讓旅程更加完美。

策馬特 – 蘇內加，3分鐘 蘇內加 – 布勞赫爾德，7分鐘 布勞赫爾德 – 洛特峰，3.5分鐘特勞克納施泰格 –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

8.2分鐘

策馬特 - 特勞克納施泰格，21分鐘 想要與眾不同?

兩座美麗的山峰之旅: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與洛特峰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與洛特峰的搭乘方式

3 索道纜車 4 小型纜車1 馬特洪峰快速纜車 2 大型纜車vip 纜車 5 中型纜車



四大高峰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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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餐廳 6 紀念品商店 7 冰川宮殿 8  可搭乘電梯直達冰宮

  
1 歐洲最高的纜車站   2 海拔3,883公尺的觀景台  3 布來特峰全景觀窗 4 玩雪區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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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海拔最高的高山纜車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是歐洲海拔最高的高山纜車。

乘8人箱式的馬特洪峰快速纜車，從策馬特出發，經過富麗和黑湖，直

達特勞克納施泰格。這個歐洲海拔最高的高山纜車把乘客們運送至馬

特洪峰冰川天堂(海拔3,883)，帶領遊客們到一個由群山、冰河和白雪

構成的壯麗世界。

阿爾卑斯山區海拔最高的觀景平臺

岩石中的高山纜車將乘客們送到阿爾卑斯山區海拔最高的觀景平臺，

在那裡，遊客可以全方位地欣賞38座阿爾卑斯山峰的雄姿。全景觀平

臺的海拔高度為3883公尺，遊客可以充分領略海拔4000公尺的群

山，觀賞阿爾卑斯山脈在法國，義大利以及瑞士境內的群峰。此外，少

女峰的美景在這裡也能盡收眼底。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海拔3883公尺

世界上最迷人的冰河宮殿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有世界海拔最高的冰河宮殿，景點設計新穎 ，燈飾

熠熠生輝。遊客可以乘座電梯直達距離地面15公尺的冰宮，欣賞冰川

世界的奇觀。這裡有令人驚歎的冰雪結構，閃耀的冰晶，也有美麗的

冰雕作品，冰川裂縫以及純天然的冰雪滑道會讓每個人都怦然心動。

此時，您可以坐在用毛皮裝點的座位上休憩，盡情體會冰宮帶給您的

舒適，也可以到精心佈置的活動廳體驗奇妙的環境。

歐洲海拔最高、執行最高節能標準的飯店

從2008年12月起，策馬特纜車公司為遊客提供一家舒適的現代化飯

店，新飯店可供登山愛好者中途休息或住宿。這裡的飯店必須同時達

到環保，能效以及舒適度各方面的最高要求，因此遊客服務中心將執

行  Minergie-P® 節能標準，該飯店因此成為執行這一標準海拔最高的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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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馬特洪峰  

乘坐馬特洪峰快速纜車，您只需12分鐘就可以從馬特洪峰冰川天堂 

到達馬特洪峰山腳下的黑湖(海拔2583公尺)。在黑湖邊餐館迷人的

陽臺上，您可以全方位地欣賞策馬特四周群山的壯美景色。遊覽黑湖

將是一次終身難忘的經歷，黑湖是一個寧靜的高山湖泊，湖邊還有一

座小教堂，只需步行幾分鐘便可從這裡到纜車站，您也可以從這裡出

發，開始有趣的主題健行之旅，比如馬特洪峰小徑的樹林小徑。

黑湖，海拔 2583 公尺

的餐廳讓您心情歡欣

旅客搭乘馬特洪峰快速纜車抵達特勞克納施泰格，可以在這裡稍作停

留，這裡很靠近馬特洪峰的東面，前方清楚可見特奧度爾冰河。在勞

克納施泰格有一間名為”冰”的餐廳及紀念品商店，全年開放，當馬特

洪峰冰川天堂維修時，旅客可以在此用餐。

特勞克納施泰格，海拔2939公尺

夏日田園詩. 旖旎風光.

洛特峰，海拔 3103 公尺 

明信片上的美麗風光

從火車站出發，步行只需五分鐘即可到達洛特峰基底站。乘坐地下索道

纜車，僅需四分鐘就可到達策馬特的蘇內加天堂（海拔2288公尺）。

馬特洪峰最美麗的景色

登臨洛特峰，遊客可以欣賞到馬特洪峰最美麗的一面。此外，遊客在這

裡不僅可以盡情觀賞策馬特地區38座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雄峰，還

可享受日出時的美景。從布勞赫爾德出發，沿著一條獨特的鮮花小道，

您可以欣賞到種類繁多的鮮花。走累了，您可以選擇到施德利湖休息，

或是去欣賞日出的景色。

策馬特最美麗的山脈湖泊

乘坐“萊湖 纜車”，您可以快速到達蘇內加的 萊湖，那裡清澈的湖水可

以滌蕩人的靈魂。從布勞赫爾德出發，大約30分鐘後可以抵達風景如

畫的施德利湖。湖面上倒映著雄偉的馬特洪峰，它由此成為策馬特最美

麗的湖泊，所有花卉及攝影愛好者都必定要到這裡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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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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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點30分在馬特洪峰快速纜車

基底站報到

歡迎您參加這個奇妙旅程。

早上9點10分抵達馬特洪峰冰川天堂 

透過全景觀窗欣賞布來特峰，接著至

觀景台眺望38座海拔超過4,000公尺

的阿爾卑斯群山，在神奇的萬年冰宮

中觀賞冰河縫隙，最後前往山上的環

保餐廳用餐。

中午12點自馬特洪峰冰川天堂到洛

特峰

離開萬年冰川往下回到策馬特，經過

蘇內加前往洛特峰。

下午1點抵達洛特峰

在這裡欣賞海拔最高的藝術展，在洛

特峰的餐廳放鬆心情。

下午1點30分健行至施德利湖

從布勞赫爾德健行至策馬特最美麗的

山中湖泊。

下午2點30分發現策馬特的動植物生態

從布勞赫爾德沿著小徑健行到蘇內加，沿

途可見阿爾卑斯高山植物及美麗的馬特

洪峰。

早上8點45分抵達黑湖 
經過美麗的黑湖及附近的小教堂，

繼 續 前 往 特 勞克 納 施 泰 格，在 那

裡 轉乘 歐 洲最高的 纜車直 達 海 拔

3,883公尺。



在洛特峰觀看日出

絢麗的色彩和獨特的全景景觀使洛特峰的日出成為獨一無二的美麗風

景，這個旅遊套裝行程包括從策馬特到洛特峰的單程或往返票車票以

及在舒適的洛特峰餐廳享受一頓豐盛的阿爾卑斯自助早餐。

蘇內加的乳酪馬鈴薯和民俗音樂

想體驗難忘的美食之旅嗎? 來到海拔2288公尺的蘇內加餐廳，您就

能一邊品嘗傳統的瓦萊州乳酪馬鈴薯，一邊全方位地欣賞到周圍海拔

4000公尺的群山的雄姿。

在美麗的馬特洪峰，您將度過一個令人心醉的瑞士之夜。乘坐 蘇內加快

速纜車，您只需要6分鐘就能到達環境優雅的蘇內加餐廳。在那裡，您

可以盡情享受愜意的露臺酒會，悠揚的阿爾卑斯號角會讓您完全折服

於阿爾卑斯世界的美麗。興致所至，您還可以嘗試演奏一下這種獨特的

瑞士樂器。欣賞過阿爾卑斯號角的動人旋律後，您可以在舒適的餐廳裡

品嘗我們精心準備的乾肉拼盤和各種沙拉。當獨特的瓦萊州乳酪馬鈴

薯在口中溶化的時候，傳統的民俗樂團會獻上精彩的曲目為您助興，此

時，窗外的山峰、冰川和草地在夕陽的照耀下呈現出五光十色。最後，水

果沙拉為您的晚餐畫上甜美的句號，你將帶著對群山雄姿的留戀回到

夜色中的策馬特。

蘇內加的阿爾卑斯民俗之夜讓您的冰河列車之旅更加完美! 您於下午抵

達策馬特並前往下榻酒店休息，您有足夠的時間認識策馬特這個環保

村。之後前往蘇內加參加瑞士傳統的阿爾卑斯民俗之夜，在這裡也是欣

賞馬特洪峰的最佳角度!

策馬特群山世界 ：

在天際體驗浪漫與民俗音樂 時代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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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記憶

巴厘和您合影留念

漫步山中，您可以和聖伯納犬合影留念。過去幾十年來，這種溫順的

狗被成功地用作瑞士阿爾卑斯山的雪崩救援犬。因此，聖伯納犬也是

瑞士的特殊象徵。最大且最著名的救生犬是叫“巴厘”的聖伯納犬，這

個傳奇式的英雄也曾被多次搬上銀幕。

人們養殖聖伯納犬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如今，強壯的聖伯納犬被大量

使用在阿爾卑斯山的救援工作中。這種大型犬始終保持著溫順的性

情，擁有敏銳的方向感以及出眾的保護本能。此外，它們可靠、平和、

穩重並且對人友好。

一定不要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在策馬特撫摸一下可愛的聖伯納犬，

與它親切地合照吧!

購物

主街道兩旁有很多精品店，旅遊紀念品應有盡有，您可以找到令您心

動的商品，有雕花的瑞士軍刀，有美味的瑞士巧克力，還有世界名表勞

力士、天梭、浪琴等等，策馬特堪稱您的購物天堂!

鬼斧神工的天然美景.



歡迎您聯繫我們.

Tr
ad

iti
on

al
 C

hi
ne

se

ZERMATT BERGBAHNEN AG 
Postfach 378, 3920 Zermatt, Switzerland, +41 (0)27 966 01 01
matterhornparadise@zermatt.ch, www.matterhornparadis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