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系列：瑞⼠士⼋八⽇日世界名校⾛走访之旅

行程特色亮点
❖

❖

❖
❖
❖

❖

汇聚瑞士德语区以及法语区五所世界著名的瑞士国际私立学校走
访， 让孩子开阔眼界；
瑞士具有专业教育背景的专业教育人员提供咨询和陪同参观名校， 解答
问题 ，协助办理申请入学资料；
乘坐360度旋转观景缆车， 登顶瑞士中部之巅：铁力士山；
畅游中世纪西涌古堡， 穿越历史长廊；
莫泊桑，大仲马，马克吐温，毕加索情有独钟的温泉养胜：洛伊克巴德
享受温泉浴；
精品6人团旅行，和家人与朋友一路小聚，让行程安排更自由，更周
到， 更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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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

瑞⼠士私⽴立国际教育享誉全球，和瑞⼠士银
⾏行，瑞⼠士钟表⼀一样，是巅峰品质的代表；

❖

❖

⽐比美国学校更安全、教学更为精英化，⽐比
英国学校更国际化，更开放；

❖

⾼高端国际化的教育，培养适应德、法、
意、美、英的教育体系的学⽣生，能获得全球
竞争⼒力与成功,特点极其明显；
瑞⼠士拥有众多重要的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
总部,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培训和就业机会；

❖

瑞⼠士IB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其⾼高中⽂文凭IB DP是唯⼀一被全球范围所认同
并受到全球所有⼀一流⼤大学推崇和认可，⽆无
论美国⻓长春藤联盟的⾼高校或英国⽜牛津、剑
桥等名校，都优先录取瑞⼠士IB的学⽣生；
帮助中国优秀学⽣生有效规避美国名牌⼤大学
招⽣生中的地区配额困扰；

❖

❖

瑞⼠士的寄宿制学校致⼒力于真正理解社会
精英的精神内涵和思维素养的培养，是精
英及贵族社会圈⼦子的摇篮；

❖

强⼤大的名⼈人精英校友⽂文化，带给学⽣生不
仅是⺟母校的荣誉和归属感，更是今后事业
发展的保证，终⽣生受益。

世界⼗十⼤大贵族寄宿学校中，瑞⼠士独占了前
9席位；

❖

❖

瑞⼠士寄宿制学校是“贵族摇篮”，全球的名
流精英与皇室⼦子⼥女的私校。

学校介绍
布⾥里蒙国际学校 （Brillantmont International
School，Lausanne Switzerland)
1882年建校。学生共130名来自35个国家的12-18岁学生
（其中100名住校生）校区位于洛桑市中心，距离日内瓦40分钟
路程，住宿条件温馨优越受到国际学校委员会（CIS）、新英格
兰学校协会（NEASC）认证。小班化教学，师生比例为1:4，平
均每节课9-15位同学。授课语言为英语，同时提供法语、西班牙
语、德语、意大利语课程，可申请开设其他语言。毕业时将授予
国际普通中学教育文凭（IGCSE）普通教育高级水平证书（A
Level）或美国高中毕业证书，提供大学先修课
（AdvancedPlacement）、SAT、雅思、高中毕业规划课程, 为
学生就读大学做好充分准备。

瑞⼠士楚格蒙⼤大拿学院（Institut Montana Zugerberg)
世界顶级名校——坐落在瑞士美丽的楚格山上的“楚格蒙
大拿学校”，秉承创始人Max Husmann博士于1926年提出的具
有前瞻性的国际化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以悉心关注个体成长、启
发学生的潜能、培育精英人格和气质、创建国际化视野为百年宗旨。
现任美国国务卿John F. Kerry先生、瑞士钟表领导企业斯沃琪集
团CEO Nicolas Hayek jun.先生、瑞士银行协会主席及Mirabaud
银行所有者Pierre Mirabaud先生、世界级电影导演Marc Forster
先生均是这所国际名校的校友。拥有来自世界30多个不同国籍的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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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莱⾟辛美国学校（ LAS）
美丽令人窒息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莱辛留下了众多
名人的足迹和传奇故事。LAS瑞士美国莱辛学校的IB高中校区。
1960年，满怀热情的创始人Fred和Sigrid Ott夫妇来到美丽、安
全的瑞士法语区的莱辛，开创了瑞士的第一所美式国际寄宿学校。
LAS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社区，目前全校的340名学生来
自于5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极具多样性的学生群体共同构筑
了富有活力的社区。每年来自世界70多个知名高校定期前来LAS
给学生进行咨询和面试。学生被录取的名校包括哈佛大学、斯坦
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等众多
世界顶级名校。

瑞⼠士艾格隆学院（Aiglon College)
1949年，毕业并从事于苏格兰名校Gordonstoun的教育
家John Corlette先生在瑞士法语区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秀美，环境
怡人的Chesieres-Villars镇上创始了现在以优秀闻名于世的瑞士
国际寄宿学校Aiglon。秉承John Corlette先生的教育信念，Aiglon
始终致力于“完整和均衡的人”的教育宗旨。“完整和均衡的人”
意味着教育不仅限于在优质的知识传授，还必须在品格、体格和
人文精神上全面发展。60多个国籍的国际化的人文环境尤为学生
提供了强有力的多元文化体验。Aiglon一直受到英国皇家成员的
青睐，阿尔巴尼亚王子，著名影星罗杰.摩尔，索菲亚.罗兰，赛车
明星Jackie Stewart等名人曾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学校学习和深造。

瑞⼠士莱蒙国际学校（Collège du Léman)
莱蒙国际学校是瑞士少数已通过两大国际认证的学校之一，
包括国际学校理事会和新英格兰地区高等院校协会。在莱蒙国际
学校，最先进的教学技术和一流设备使学生获益良多。教学楼配
备了最新科技设备、新图书馆和多媒体中心、表演艺术教室和多
功能阶梯式讲堂。此外，学校还配有8栋别墅，供250名寄宿学生
居住。每栋别墅形成一个紧凑的封闭社区，并迅速演变成学生们
的异乡之家。
建校50年来，莱蒙国际学校集双语学前教育、小
学、中学教育于一体。来自120多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1900多名
学生参与该校的走读和寄宿项目。莱蒙国际学校是瑞士最大的私
有盈利性K-12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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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行程
第一天
中国 // 日内瓦
机场汇合， 乘坐国际航班赴瑞士日内瓦， 当日抵达后， 安排接机送酒店休息， 调整时差。
第二天
日内瓦 － 莱蒙学校 (11 KM)－ 日内瓦
早餐后，赴【莱蒙国际学校】， 地址：Route de Sauverny 74 PO Box 156, CH-1290
Versoix 参观， 午餐后日内瓦游览：游览花种公园，参观名表店，日内瓦湖，联合国大使外
观等。
第三天
日内瓦 －布里蒙国际学校 (65 KM) －艾格隆学院（58KM）－ 蒙特勒
（29KM）
早餐后，赴洛桑， 参观走访【布里蒙国际学校】，地址：Avenue Charles-Secrétan 16,
1005 Lausanne, 午餐后， 赴【艾格隆学院】参观走访， 地址： Avenue Centrale 61,
1885 Chesieres, Suisse, 夜宿蒙特勒，城市位于日内瓦湖的东岸。以气候舒适的度假胜地
闻名。
第四天
蒙特勒－ 莱辛美国学校 (35 KM) －西庸城堡 (35 KM) － 洛伊克巴德
(101 KM)
早餐后， 赴【莱辛美国学校】， 地址：Chemin de la Source, 1854 Leysin 参观， 午餐
后， 乘车赴【西庸城堡】(Château de Chillon)是一座瑞士的中世纪水上城堡.城堡历史悠
久，坐落在日内瓦湖东端的小岛上，由一座廊桥与岸边相连。城堡内的中世纪古迹相当丰
富， 参观后， 赴洛伊克巴德， 这里从古罗马时期就因温泉而闻名， 这里还有瑞士最纯净的
空气，是瑞士的疗养圣地， 在这里， 享受阿尔卑斯山最大的高山温泉浴场中心， 解除旅途
疲劳。
第五天
洛伊克巴德 － 伯尔尼 （191 KM）－ 苏黎世（124 KM）
早餐后，赴瑞士首都伯尔尼，游览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世界遗产名录的老城， 午
餐后赴苏黎世， 喜欢足球的孩子们， 可以到【FIFA足球世界】和父母一起亲子娱乐。
第六天
苏黎世 －楚格蒙塔纳学院 （45 KM）－ 铁力市山（80KM）－ 卢塞恩 (
42 KM ) -苏黎世 （55KM）
早餐后， 赴【楚格蒙塔纳学院】， 地址：6300 Zug, Suisse参观， 午餐结束后，乘车赴雪
山， 乘坐360度旋转观景缆车， 登顶瑞士中部之巅：【铁力市】峰。后赴卢塞恩。卢塞恩
是卢塞恩州的首府，位于瑞士中部，罗伊斯河出口与四州湖的汇合处，市区人口只有7万人。
号称是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卢塞恩是座文化名城，艺术家们在此得到了不尽的
灵感。历史上，很多著名作家在此居住和写作。后返回苏黎世酒店休息。

第七天

苏黎世 // 中国

早餐后， 根据客⼈人航班时刻， 安排送机，返回中国。

第⼋八天

中国

安全抵达中国， 结束⾏行程。

＊ 备注： 我们保留根据实际学校预约情况⽽而相应调整⾛走访学校的权利。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安排您的和孩⼦子的出⾏行时间；如果您希望
⾛走访我们⾏行程安排之外的学校， 我们可以为您预约， 并替换或调整⾏行程；参观⾛走访学校期间， 请穿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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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细节
针对群体： 孩子年龄在6-16岁的中国精英家庭
6人团价格：（请联系您的项目经理， 根据您的出发时间不同， 为您报价）
您的报价将包含：
瑞士境内4星酒店双人间， 包含早餐，以及居住税， 6夜；
行程内的五所学校的访问安排服务费用， 校方专业人士陪同， 中文翻译；
奔驰8座商务车， 中文司机兼导游；
行程内中式午晚餐， 并穿插一次特色奶酪火锅， 一次西式三道式正餐；
行程内景点： 铁力市山360缆车，西庸城堡门票， 洛伊克巴德公共浴场洗温泉，苏
黎世FIFA世界门票；
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司机兼导游的服务小费
价将不包含：
瑞士签证费用， 往返国际机票以及旅行保险；
行程内不包含的门票以及所有个人消费；
如有超工作时间， 司导常规工作时间之外的加班费；
行程内未提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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