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ECTION OF ACTIVITIES 

美丽都度假酒店及Spa坐落于瑞士里维埃拉中心地带，其周边地区有很多令人惊叹的自然

景观、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还有非常丰富历史名胜资源。这份活动列表是由我们挚爱并非

常熟悉周边区域的员工精心制作，为您筛选出了最精彩的活动，并附上详细建议供您参考

以便您拥有一次难忘的旅行体验。 

美丽都度假酒店及Spa团队 

活动选择 

儿童小贴士 商务团队游玩建议 个人游玩建议



酒店内部 

我们的团队可以为你组织很多运动项目，教练可以给您提
供专业指导。运动中心开设课程每月会更新，你可以在我
们的网站上找到具体信息。教练会经常组织登山，山地自
行车以及雪鞋徒步。 
 

我们很乐意为您的团队组织雪山徒步、雪上观光、户
外瑜伽以及更多有趣的活动。 

运动 

养生护理和按摩 

我们的纪梵希Spa中心位于云层之上安静舒适如天堂般地
方。欢迎了解更多护理和按摩的信息。 

水池对儿童每日开放。«Pin-up in duo» 是提供给妈
妈和公主们的美甲套餐 

可以在Day Spa 房间里举办多达10人的单身聚会 

 
在Day Spa 房间可和一位朋友一起享受按摩或者一个
小时单独的桑拿,土耳其沐浴和浴缸按摩 

糕点培训课 

来参加我们的糕点培训吧，和我们热情有活力的糕点团队
一起你会发现很多乐趣而且会学到如何制作最棒的糕点以
及杏仁饼。 

 
课程适合儿童参加 
 

     小组参加可以多达8人 



酒店内部 

直升机短途旅行 

我们酒店楼顶有私人直升机停机坪 

带着家人或情人享受一次非常特别的空中短途旅行
吧，欣赏日内瓦湖以及阿尔卑斯美景。 

通过酒店组织一次日内瓦湖上空飞行，让你们的会
议或研讨会真正的与众不同。 

  

品酒 

在酒店内部品酒交流会或者我们的合作酒庄里品尝拉
沃当地盛产的美酒。 

结束会议的时候可以品尝一杯当地美酒以及美味的
奶酪切盘。 

我们可以帮您组织拉沃斯葡萄园的两人短途旅行 

和我们的调酒师学习怎样制作鸡尾酒。种类繁多的新
鲜果汁、苏打水和雪碧可以帮你你制作出自己的鸡尾
酒作品。非常适合和同事或朋友一起参加。 

具体活动视要求而定，团队参加需6人以上 

鸡尾酒调制 



户外活动- 夏天 

热气球飞行 

像拥有了一双翅膀飞翔，在空中和过往的鸟儿打招呼
并且拥有360度视角欣赏美景。还有什么能比乘坐热
气球到沃州或者代堡——国际热气球周的故乡吃一顿
丰盛的午餐更好的主意呢？ 

可以组织团队乘热气球吃午餐，需8人以上 

拉沃高尔夫球场 

从酒店驾车15分钟到达, 拉沃高尔夫球场提供不同套
餐选择以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 

儿童课程适合3岁半以上孩子参加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舰艇！ 
 
日内瓦湖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优雅和最齐整的侧轮桨
艇的故乡。品一杯美酒，吃一顿晚餐或者仅仅是坐在
其中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舰艇上面欣赏周边湖光山色
都将是一番绝佳的体验。 

湖上游船–美好时代舰队 

     9 洞 (2 小时)   瑞士法郎75. - 每人 

    18 洞 (4 小时) 瑞士法郎120.- 每人 



户外活动- 夏天 

滑翔伞 

离酒店只有一步之遥，一个令人激动的方式去发现非常
难得的天堂般的近水美景！ 
 
降落场地非常大也很适合初学者。 

飞翔结束后带着刚刚的飞行照片和视频作为纪念品
回家吧 

徒步 

酒店附近区域有非常多适合徒步的线路。我们很乐意与
您一起定制最适合的路线。 

Astro Pléiades 是一条以植物和宇宙为主题的线路 
 
位于Braye的Mike Horn线路是对探险家们的途径地很
好的展示。 
 
Château d’Pex上面的路线Ant则很好的展现了一些
和我们共存在大自然里的神奇的生物。 

在酒店周边骑行、越野骑行或者电力骑行有无尽的选择。
Swiss Riviera地区以及周边 Pays d’En-Haut或者
Valais 有风格各异适合不同水平的骑行路线。 
 

从Bouveret出发前往瑞士Vapeur主题公园或Aquaparc 
 
Mont-Pèlerin之旅让您可以直接从酒店地址穿过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葡萄园。 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活动选择。 

骑行 



户外活动- 夏天 

日内瓦湖潜水 

在教练员引领下探索日内瓦湖最漂亮的潜水点。潜水结
束后会有桂肉和橙花免费相送！ 
 
需要具备PADI 潜水证。 
 
冬天的时候，体验一下冰下潜水吧！ 

水上滑水板 

在这种别出心裁的水上工具上探索日内瓦湖会是一次很
有趣的体验

 
设置有儿童课程 

有团队优惠套餐可选，至多20人 

在滑水板上尝试一下瑜伽课程 

团队活动的极佳方式! 租上一天或者半天小船在格施塔
德附近的伯尔尼台地河流里漂流，保证你会非常开心！ 
如果您想体验更多的乐趣就去红林湖乘独木舟吧。 

年龄限制：漂流需8岁以上，独木舟需6岁以上 
 
提供团队特别价格及活动 
(组装船/ 比赛 / 游戏, 等) 

 

漂流和皮划艇 



户外活动- 冬天 

滑雪和单板滑雪 

在纯净无暇的雪地里来场刺激的滑雪怎么样？乘坐酒店
的直升机出发到达任何一个你想去的滑雪点都在再简单
不过了。或者乘车从酒店出发20分钟就可抵达滑雪点。 

勒特斯或者维拉尔的瑞雪儿童村非常适合4到8岁的
孩子去认识这项极具魅力的雪上运动 

冬天的时候在雪橇上体验一下让北极狗带着你跑的感觉
吧。夏天的时候可以坐在卡丁车里让狗狗带你玩。地址
在离酒店20分钟车程的Paccots。 

儿童享有优惠票价 
 
团队套餐包含芝士火锅和烤奶酪 

雪鞋徒步是呼吸新鲜空气以及欣赏阿尔卑斯山美景的最
佳方式。代堡,勒特斯和莱森离酒店都在一个小时车程以
内，都足以让你发现这个安静又非常有魅力的雪上运动
方式。 
 
徒步结束后在雪屋里享用一顿瑞士国菜芝士火锅是一个
非常棒的家庭或者团队活动选择。 

雪鞋徒步 

狗拉雪橇 



户外活动- 冬天 

雪橇 

维拉尔,莱迪亚布勒雷或者莱斯帕科茨都有很棒的雪橇滑
道。 
 
尝试一次带着火炬晚间滑行吧，将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体
验。 

在充气船上从雪坡顺势滑下，这是一种新鲜甚至可以说
是疯狂的滑雪方式，并且从酒店出发只要40分钟到达莱
森 。 
 

 有适合5岁以下儿童的小充气船 
 

      团队享有优惠价格 

瑞士有很多世界顶级越野滑雪场地。花上一个下午时间
去体验下这种把户外风景和身体运动完美结合在一起的
项目吧。滑雪场地位于莱斯帕科茨, 勒森蒂埃, 莱迪亚
布勒雷和莱莫斯，离酒店20分钟车程。 
 
还可以和家人、朋友或者同事享受晚间越野带来的乐趣。 

越野滑雪 

平底雪橇公园 



在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拉沃葡萄园内 

拉沃酒庄 

这里有多种的葡萄酒选择，你可以品尝到产自当地5种
不同品种的葡萄酒。 
你还可以体验到该地区有特色的多孔板 : 一次真正的
瑞士经历！ 

瑞士法郎13.起 - 每人 

覆盖面积830公顷，拉沃斯是瑞士最大的连片葡萄园地
区。自2007年以来，其构建的山坡露台已受到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保护。从格朗沃到科利再到吕特里, 葡萄园
自然风景绝对让你赞不绝口而且这里非常适合和家人、
朋友或者情人野餐，还可以品尝沿路当地自产的葡萄酒。 
 
不要犹豫赶快向我们的前台信息处了解更多并定制适合
您的最佳线路和景点吧。 

如果你对徒步不感兴趣，可以预订拉沃斯快车。 小火车
将带您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址的所有斜坡。 
 

这是个非常适合孩子的选择，儿童享受优惠价格 
 

      团队享有优惠价格 

拉沃专线 

徒步 / 野餐 



烹饪盛宴 

瑞士巧克力火车 

搭乘1915年的“美好时代”铂尔曼汽车舒适的上等座或
者在现代全景汽车里欣赏蒙特勒和中世纪格鲁耶尔葡萄
园的壮丽景色。 

一份特价99瑞郎套餐可以让您在乘车同时享用咖啡和
牛角包，并且参观芝士工厂和格鲁耶尔巧克力工厂。 
 

           
     儿童享有特价优惠 

谁不曾梦想着参观一下巧克力工厂呢?  
加入一个互动参观小组，你会发现巧克力制作的奥秘。  

巧克力制作坊对团队开放，10人以上享有特价优惠 
 
巧克力制作坊对个人开放 
 
巧克力制作坊对6到12岁的儿童开放，16岁以下儿童
免门票 

凯雅巧克力工厂 

格呂耶爾之家以教学方式向您介绍格呂耶爾芝士的制作
秘密。每人7瑞士法郎起。 

10人以上团队享有优惠价格 
 
参观格呂耶爾城堡个人票有售 

 
     家庭票有售 

芝士制作 



回味时光 

西雍城堡 

西雍城堡，一个美若宝石般的历史建筑，位于日内瓦湖
畔和阿尔卑斯山麓右侧。 
这个拥有超过1000年历史的建筑一直激励艺术家和作家。
从让·雅克·卢梭到维克多雨果和拜伦勋爵，从德拉克
洛瓦到库尔贝，都曾对这座城堡十分钟爱。 

20人以上享受团队价格，40人以下导游带领参观. 
 
6岁以下儿童免费，15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适合家庭参观 

卓比林博物馆的创建出于展示其极具创作性艺术作品的
目的，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家展览馆。14公顷的卓别林
及其家人曾居住的领域被用作为博物馆、解说中心和神
话般的主题公园，供卓别林电影、影像和人文主义的众
多粉丝参观。 

15人以上可以参加团队旅游 
 
6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卓别林展览馆 

贝克斯盐矿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几千公里对公
众开放，是瑞士一个有独特吸引力的地方。乘坐矿车去
亲自一探究竟吧！ 
如果你更具冒险精神， 为什么不远离导游带领的常规旅
行团来一次探险，去去发现这个古老“画廊”的面纱呢？ 

20人以上可参加团队旅游 
 
4岁以下儿童免费，15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盐矿 



文化和娱乐-里维埃拉 

瑞士游戏博物馆 

这座可追溯到13世纪的沃维小军事堡垒也因作为瑞士游
戏博物馆的故乡而闻名，在该博物馆里成人和儿童都可
以通过探索棋盘游戏的历史而找到乐趣。 
 

可为团队组织参观和研讨会，尝试这种特别的游戏。 
 
为7岁以上孩子组织交流会尝试这种特别的游戏。 
6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这里曾经是雀巢公司管理部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是沃
韦一个关于食品非常有教育价值的博物馆，同时这里也
会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 

 
团队厨艺作坊 
12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价格 
 

   成人厨艺作坊 
 
儿童作坊开放，家庭票有售 
5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食品博物馆 

为了庆祝成立150周年，雀巢公司在沃韦建立了雀巢博
物馆。在探索中心里孩子和家长都会找到很多乐趣，并
且可以在3000平方米的展览中发现亨利之前工作过的地
址。 

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价格

6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雀巢博物馆 



文化和娱乐-洛桑 

州立动物学博物馆 

特色博物馆 

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与体育以及奥林匹克运
动有关的永久和临时展品。  

10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价格 
 
6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家庭票有售 

奥林匹克博物馆 

特色博物馆提供健康领域的教育展览，主题包括“恐
惧”,“寄生虫” 和“味道” 。 

可组织团体旅游，享受团队价格 
 
7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家庭票有售 

博物馆坐落在令人愉快的佛罗伦萨宫殿里，里面收藏了
大量的动物标本，以及关于动物的临时展览。 

可组织团体旅游，享受团队价格 
 
儿童免费 



文化-洛桑 

阿尔布吕特美术馆 

爱丽舍博物馆 

艾米达日艺术博物馆 

该美术馆收录了来自外部艺术家的7000多件作品。 我
们鼓励您参加导游，了解并享受这种不寻常的艺术形式。 

可安排团队导游，6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价格 
 
16岁以下免费入馆 
儿童可在入口领取特殊活动相册 

艾米达日基金会艺术博物馆坐落在一栋美丽的19世纪住
宅内，致力于举办美术临时展览。 它周围是一个宏伟
的公园，永久向公众开放。 

可安排团队导游，10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价格 
 
6岁以下儿童免费，18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博物馆公园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咖啡厅 

爱丽舍博物馆是国际上认可的，完全致力于摄影的最重
要的博物馆之一。 

可安排团队导游，10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价格 
 
16岁以下免费入馆 



动物 

自然与野生动物保护区塞尔维翁动物园

水族馆 

塞尔维翁动物园 

塞尔维翁动物园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洛桑，是一个很棒
的一日游目的地。 它里面有数量惊人并且多种多样的
动物。 

 
6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在网站上您可查到喂食时间表  

就靠在塞尔维翁动物园右边，自然与野生动物保护区里
有很多热带动物，它们生活在恒温25摄氏度的特殊保护
馆里。 

 
 
 
6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在网站上您可查到喂食时间表  
 
10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价格

2017年夏季开放的洛桑水族馆与动物园邀请游客探索世
界各地的动植物。 



娱乐 – 从酒店出发不到30分钟车程 

密室逃脱 

快乐星球  

蒙特勒赌场 

如 果 你 喜 欢 Deep Purple 的 歌 曲 “ Smoke on the 
water”，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蒙特勒赌场。 事实上，这
座建于1971年的建筑因这首歌曲而出名。 它现在是
LucienBarrière集团的一部分，并提供许多不同的游戏
和节目。不要忘记带上您的身份证件。 禁止18岁以下
未成年入场。 

在勒纳的快乐星球，拉丁车是最受欢迎和激动人心的活
动。 600米的室内赛道全年都在等着你。 还有室内保
龄球，迷你高尔夫和激光游戏。 

在网站上查看您的孩子是否已达到开卡丁车要求的身
高。只对10岁以上的孩子开放。  

位于沃韦，在2到7人的团队中选择两个概念游戏。 
你会设法走出房间吗？ 



娱乐 – 从酒店出发不到30分钟车程 

发明空间 

老鹰冒险公园 

仙女洞 

夏天的时候在公园度过愉快的一天。 里面的活动对于
小孩和成年人都很有趣。 
 
 

4-7 岁儿童特殊游戏路线，15岁以下享受优惠价格 
 
非常适合公司活动，11人以上团队享受优惠价格 
 
非常适合举办单身派对 

位于圣莫里斯附近的那些被称之为“仙女洞”的洞穴里
面充满了传说，并且里面有一个水下湖。 要主意，里
面只接受现金消费 

 
适合孩子玩寻宝游戏，她们需要寻找5个隐藏的仙女。 
 
提供团队导游服务 

仅限孩子参加。该地区为儿童提供临时教学展品，位于
洛桑附近的一个漂亮的公园内，位于洛桑。 

16岁以下享受优惠价格 



娱乐 – 从酒店出发不到40分钟车程 

拉维温泉浴 

水上乐园 

瑞士蒸汽公园 

水上公园是一个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游乐场，位于布夫雷，
距离酒店仅有30分钟的路程。 
     
 
    家庭票有售 

在夏季开放的瑞士蒸汽公园拥有欧洲最负盛名的微型铁
路公园之一。 坐上其中一个电动蒸汽火车，享受骑行！ 
 
 
 
    4岁以下儿童免费，16岁以下儿童享有优惠价格 

拉维温泉的特点是瑞士最热的温泉水。 在夜间，灯光
使它看起来像童话故事。 它还设有北欧馆，东方空间
和水下水池。 

4岁以上儿童可以入场，15岁以下儿童享受优惠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