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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旅游规划组织专业人士的实用手册 
 

« 里 昂 旅 游 中 文 指 南 » 
 
世界美食之都，欧洲最佳周末度假目的地：里昂欢迎您 ! 
 
里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除了是世界电影文化发源地，拥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人类
文化遗产的文艺复兴建筑群，举世公认的世界美食之都，法式优雅生活的代表之外，也因为
其人性化的城市规模，和青山绿水和谐的自然环境，在2016年9月被世界旅游大奖评选为 
“欧洲最佳周末度假目的地”！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欧洲大陆的终点，里昂和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唯一
的海外大学-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就从一个世纪前开始，在里昂担负着中法间
教育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重任。 
  
里昂旅游发展联盟(ALTC)成立于2017年，期待在里昂市政府及旅游部门支持下，深度挖掘
里昂及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Auvergne-Rhône-Alpes)旅游资源，和法国的华人旅游
业者共享合作，共同推进里昂及其周边地区的旅游发展。 
 
里昂旅游中文指南的推出，目的在于给中文导游，旅行社，旅游专业人士，旅游爱好者提供
一个关于详细介绍法国里昂，实用和全面的中文旅游指南！ 
 
Président de l’ALTC: Pierre Edmond DESVIGNES 
里昂旅游发展联盟主席：皮埃尔 艾德蒙 - 德维涅（先生） 
 
Vice-président de l’ALTC: Bin WU 
里昂旅游发展联盟副主席：吴斌（先生） 
 
电话: +33 (0)6 51 47 85 15 
电邮: info@youlyon.com 
 
更多信息参考游里昂网站： 
www.youly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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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旅游发展联盟 
 ALTC: Alliance Lyonnaise pour le Tourisme Chinois 

2017年成立的里昂旅游发展联盟， 
旨在团结愿意推动里昂中国旅游市场发展的中法人物和机构： 

 
-整合里昂的特色旅游资源及独特文化历史遗产，服务于旅行社，导游等中国旅游业者和旅游爱好者 
-发展开拓里昂旅游宣传的市场工具，旅游产品，为中国旅游爱好者提供更好，更专业和全面的服务 

游里昂－最齐全的里昂中文旅游平台！ 

40处景点，15个博物馆，60家酒店，120个餐
馆，140个店铺，200个实用地址… 

星级酒店 

Hôtels 

博彩娱乐 

Jeux et loisirs 

美食之都 

Gastronomie 

电影艺术 

Cinéma et art 

展览展会 

Expos & Salons 

美食餐饮 

Restaurants 

旅游购物 

Shopping 

红酒, 特产 

Vins et terroir 

商务会议 
Seminaires & 

Meeting 

文化遗产 
Patrimoine &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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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lyon.com/%E9%A6%96%E9%A1%B5/al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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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文化遗产协会 
 Association HISTORICAL-CITIES.ORG 
 

里昂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区域：1998年12月5日里昂
中心城区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指定为世
界文化遗产，面积达427公顷的里昂中心区域（右图深
橙色区域）包括了富维耶山丘，里昂老城，大部分里昂
半岛区域，及橙红十字丘；还有其周边323公顷的延伸
区域（右图浅橙色区域）成为了里昂的文化标志和骄傲。
这个中心区域由于其介于罗纳河及索恩河的独特地理位
置；悠久的人类居住历史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建
筑技艺高超且保存完整的欧洲最大文艺复兴建筑群等众
多因素，使里昂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 

里昂文化遗产协会HISTORIAL-CITIES.ORG: 成立于2004年，目的在于通过对里昂老城区等世界文化遗产
主要区域及旅游景区的文化资料整理收集，图片和录像准备，3D旅游参观工具制作等方式，从文物保护和
旅游的角度来宣传里昂的这些文化遗产。在经过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准备和数码宣传工具制作后，协会旗
下的多个网站获得了空前关注：www.vieux-lyon.com, www.patrimoine-lyon.org 成为了法国及欧洲各国
游客了解里昂，参观景点的重要工具，日浏览量高达900多次。其中文版网页给华人游客前来里昂旅游提供
了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料和众多实用信息。里昂文化遗产协会是里昂旅游网的战略合作伙伴和发起人之一。 

里昂文化遗产协会开发的参观游览里昂工具有：  
里昂遗产六种游览指南；360度全景摄影；3D视频三种主要线上工具，  

帮助每个游客全面认识里昂景点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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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概况 Lyon Hier et Aujourd’hui 

拥有130万人口，500平方公里的面积，里昂是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都市圈和经济文化中心。今日
里昂在政治、经济、人口、工业和旅游等领域拥有毫无争议的地位。另外处于法国和意大利、瑞士
等国的交界处，及水路空法国南北交通枢纽的必经之路，古代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终点： 里昂的独
特地理位置及其战略地位，使得里昂被誉为“欧洲的十字路口”。 
  
里昂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法国的10%，其化工、医药、生物、丝绸、纺织、畜牧业、农业等行业是
法国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极丰富的物产和文化资源，里昂政府把旅游作为21世纪发展的战略产业：
在商务展会旅游、美食红酒旅游、绿色旅游、体育旅游等主题游和深度游方向作重点挖掘，让里昂
同时作为文化遗产和旅游城市来迎接世界游客。 

里昂历史：曾经的高卢文化首都，如高卢罗马博物
馆和富维耶圣母院大教堂所见证的：里昂是法国首
先把罗马文化、以及天主教文化传播给整个法兰西
的重要城市。在法国历史上，里昂的地位犹如百花
广场上路易十四雕像所示，一直是法国政治和经济
的副中心。另外，里昂历史上也担负了欧亚之间的
贸易重任，地中海国家商品就是在这里集中交易。 

里昂名人：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和雄厚的工业基
础，再加上发达的商业贸易和良好的文化传统、
宜人的生活环境，里昂一直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科学家安培、电影发明者卢米埃兄弟、作家圣
埃克苏佩里、皮埃尔神父、保罗-博古斯厨神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里昂人给法国和欧洲
的科学、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甚至美食文
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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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旅游 Visiter Lyon 

欧洲最佳周末度假目的地： 
里昂每年接待550万游客 , 稳居法国第三大旅游城市。2016年被世界旅游大奖 (WORLD TRAVEL 
AWARDS)评选为“欧洲最佳周末度假目的地”！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和法式优雅生活的代表：里昂的
美食文化、古老建筑、艺术氛围、青山绿水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里昂的自然景致：里昂是个有山有水、物产丰富、且人居环境极佳的城市。罗纳河及索恩河流淌经过
里昂市内；得益于阿尔卑斯山融化的雪水，里昂北面的安河造就了罗纳河山谷地区丰饶物产。里昂也
被多个上百公顷的绿地森林公园围绕，其西郊还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温泉城市。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多样的地质形态，使里昂地区拥有法国最丰富的植物，树种，花草，
和虫鸟种类；除了牛羊成群之外，里昂山脉的野生动物也是本地区的自然财富。博若莱金色石头地区
的众多小镇上，有着中世纪以来的教堂，碉堡，塔楼；土特产丰富的集市；鲜花盛开，溪水潺潺的乡
间小路... 这些都值得好奇的游客前去探访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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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建筑 Architecture Patrimoine 

里昂的建筑艺术：拥有法国的罗马之美称，里昂老城拥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齐全，最壮美的建筑群；
而位于金头公园附近的里昂国际城，汇流博物馆等里昂地区的现代建筑更把里昂的未来作了良好规划！ 
 
品味过去，享受当前，探寻未来让里昂建筑艺术的丰富性得到了充分体现。除了步行参观里昂老城这样
的文艺复兴建筑集中区域外，也可以通过夜游里昂来发现这座城市建筑的惊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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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丝绸 Soie et Atelier de Tissage  

丝绸之都里昂：作为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终点，里昂自古以来一直是奢侈品丝绸的重要出产地。早
在15世纪，里昂的丝织工人就已经成功织出了许多独一无二的丝绸面料，如：缎、塔夫绸、天鹅绒
、镶嵌金银丝布料。 
 
巴黎凡尔赛宫内的豪华丝绸装饰是从里昂制作的，法国奢侈品集团爱马仕（Hermès)的主要生产基
地位于里昂地区，另外法国经典奢侈品牌香奈儿（Chanel） 也在里昂投资了四家专业丝织品供应
商，足见里昂丝绸制品的高端品质和其工艺水平的高度。 
 
从法国皇室和贵族的专用丝绸用品制造，到今天法国奢侈品业高档丝绸产品，里昂仍然是法国高端
丝绸的生产城市。里昂丝绸不容错过的参观项目为：里昂丝绸博物馆，加达涅博物馆，里昂丝织工
人之家，现代丝绸协会。  

里昂丝绸历史：世界上最早的丝绸来自中国，欧洲国家的贵族曾经以拥有昂贵的丝绸布料衣物为荣。
中世纪晚期，法国仍从意大利进口丝绸。考虑到里昂靠近意大利的优越地理位置，路易十一于1466
年决定在里昂大规模发展法国丝绸工业。1540年里昂获得了全法国进口原丝的垄断权，当时里昂有
12000人以织造业为生。成功织出许多独一无二的丝绸面料：绸缎、天鹅绒、镶嵌金银丝布料。 
  
随着大型织布机的兴起，17到18世纪迎来了整个丝织业的大生产时代。丝绸曾是里昂经济财富的基
础：在1788年的丝织业，曾大约有15000个织布机和28000个织工。到了18世纪，丝绸业转向出口
以寻求发展，出口到欧洲各国的皇室宫廷。 
  
19世纪是里昂丝绸业的“黄金时代”。拿破仑通过一系列的皇家订单重新激活了里昂丝绸业。提花
织布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1840年起，化学染料的引进也使得丝绸业得以发展。1868
年丝绸业在里昂工业中占了四分之三的位置，有400家丝绸企业和105000提花织布机。在19世纪，
里昂重要的丝绸纺织工人（Canuts）群体出现，在1834年曾经由于报酬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和起义。到19世纪中叶，里昂丝绸业有865个企业和125000架织布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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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丝绸 Soie et Atelier de Ti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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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博物馆和协会 
  
加达涅博物馆 
地址：1 place du Petit Collège - Lyon 5e  
博物馆由两部分组成：里昂历史博物馆和世界木
偶博物馆，特别是以丝绸为主题的展品：织布机、
丝绸工人、布袋木偶等。
http://www.gadagne.musees.lyon.fr 
  
里昂丝绸博物馆 
地址：34 rue de la Charité - Lyon 2e 

博物馆由里昂工商会管理，通过120万个展品和
一个修复工作室和一个专业图书馆，为参观者展
现4500年的纺织历史。http://www.mtmad.fr 
  
里昂丝绸工人之家 
地址：10 rue d'Ivry - Lyon 4e  
为游客展现丝绸、织布和雅卡尔提花织布机的历
史，有现场织布演示，也可购买丝织品。
http://www.maisondescanuts.com 
  
现代丝绸协会 
地址：21 rue Richan  - Lyon 4e 
里昂唯一保存丝绸文物的协会。为游客现场演示
文物织布机工作，织布的技巧，织布专业知识和
文物档案。http://www.soierie-vivante.asso.fr 

丝织品商店和工作室 
  
Tousoie 丝织品商店 
地址：19 rue Auguste Comte, Lyon 2e  
这个商店为大家提供有名的里昂丝绸设计师的丝
绸作品。该品牌与全世界许多高档奢侈品牌合作。
提供独一无二的创意丝织品，包括：围巾、丝巾、
披肩等。http://www.tousoie.com 
  
Brochier 丝绸工作室 
地址：16 rue du Boeuf, Lyon 5e  
自1890年以来，BROCHIER家族延承十六世纪的
传统，制造独特的高品质丝巾和艺术家设计的印
花方巾。你可以在圣让丝绸商店买到围巾、方巾
和领带。 
http://www.brochiersoieries.com 
  
Atelier de Soierie 丝绸工房 
地址：33 rue Romarin - Lyon 2e  
里昂独具特色的传统平框丝质印刷技术展示和丝
绸商店（长围巾、方巾、绸巾、长披肩、交叉式
披肩等里昂特产丝绸产品）。众多选择：无论是
斜纹丝绸、缎纹丝绸，还是绉丝、雪纺，又或是
天鹅绒织物、山羊绒织物......总有一款适合您！
http://www.atelierdesoierie.com 

http://www.gadagne.musees.lyon.fr/
http://www.gadagne.musees.lyon.fr/
http://www.mtmad.fr/
http://www.maisondescanuts.com/
http://www.soierie-vivante.asso.fr/
http://www.soierie-vivante.asso.fr/
http://www.soierie-vivante.asso.fr/
http://www.tousoie.com/
http://www.brochiersoieries.com/
http://www.atelierdesoierie.com/


里昂老城 Vieux Lyon 

光明之城里昂：公元前43年罗马人用拉丁语Lugdunum（太阳神之丘或光明之丘）来给这座城市命名，成
为了今天里昂城市名字的由来。其实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索恩河畔已经有了人类生活的痕迹。罗马军队
对高卢的征服也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和地中海文化交流，使得后来索恩河边出现了大量意大利商人，丝绸贸
易商和银行家。 
 
文艺复兴建筑群：这些建筑群得益于里昂当年的丝绸、布匹、香料、金属商业集市的繁荣，里昂老城逐渐
发展成了当时欧洲重要的银行中心。正如今天老城区色彩斑斓的15世纪文艺复兴建筑群一样，里昂历史上
曾经的辉煌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1998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迷宫胡同，家常菜馆：里昂老城穿街走巷的迷宫胡同(Traboules)是里昂最重要的特色景观之一。这些迷宫
般的老胡同非常具有实用价值：当年里昂的繁荣来自于大量商品的运输和交易，这些胡同给狭窄的老城街
道提供了极大便利。另外老城随处可见当地特色的家常菜馆（Bouchons Lyonnais）：价格公道，气氛融
洽，服务周到：今天的家常菜馆成为了品尝里昂美食不可错过的好地方！  

交易所教堂  
Temple du Change 

地址：2 Rue de la Loge- Lyon 5e  
 
弗朗索瓦一世的15世纪，由于货物集
市和贸易的繁华，里昂曾是欧洲最重要
的银行和金融中心，这座交易所负责兑
换商业贸易的金银币。 

部留之家  
Maison du Bullioud 

地址：8 Rue juiverie- Lyon 5e  
 
刚从意大利游学归来的建筑师菲利贝尔，
在着手枫丹白露城堡和卢瓦尔河谷舍农
索城堡之前创作了长鼻型走廊，成为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代表。 

狮子之家  
Maison aux Lions 

地址：23 Rue juiverie- Lyon 5e  
 
这 是 当 时 极 其 富 有 的 杜 卡 斯 家 族
（Famille Dugas）的宅邸。通过装
饰在该建筑正面的若干狮子头，讲述
着炼金术士曾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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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之家 
Maison des avocats 

地址：60 Rue Saint-Jean- Lyon 5e  
 
圣-让街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
建筑物虽然看上去色彩斑斓，这里曾经
是中世纪黑暗恐怖氛围下，无赖律师和
贵族滥用法律呼风唤雨，让老百姓恐惧
的地方。2005年开始成为了袖珍和电
影 博 物 馆 (Musée Miniature et 
Cinéma)。  
 

夏玛黑之家  
Maison du Chamarier 

地址：37 Rue Saint-Jean- Lyon 5e  
 
建于14世纪，教会的达官贵人夏玛黑家
族曾住在这里。夏玛黑家族曾监管安全，
司法，路政要职：他们掌管城墙防御门
钥匙，负责征收交易会期间的税款。窗
户的花饰和石刻小尖塔非常细致，螺旋
型楼梯是哥特式建筑混合文艺复兴的建
筑风格，清新亮丽。 
 

考古公园  
Jardin Archéologique 

地址：Rue Mandelot- Lyon 5e  
 
圣-让大教堂北侧，这个同时以里昂数
学家Girard Desargues 
命名的露天考古遗址为24小时开放，
展示了曾经另外两座毁坏教堂的遗址
（一直到18世纪，里昂主教在此集会
宣教），以及众多四世纪时期的高卢-
罗马文物。 
 

圣-保罗教堂  
Eglise Saint-Paul 

地址：3 Place Gerson- Lyon 5e  
 
里昂有"第二个罗马"之说：可见其在
欧洲宗教上的地位。认识里昂老城历
史，最好的办法也许是从圣-保罗教堂
(Saint-Paul)开始。教堂于549年开始
建造，它代表了当时的中产阶级、商
业和金融中心。 
 

菲利贝尔走廊  
Galeries de Philibert de l'Orme 
地址：8 Rue Juiverie- Lyon 5e  
 
著名建筑师菲利贝尔的终身杰作。1536
年建成的菲利贝尔走廊，其罗马风格的
弧形空中走廊始开先河，而内部华丽的
壁画和拉丁文装饰让人叹为观止。 
 

托马森之家  
Maison de Thomassin 

地址：2 Place du Change-Lyon 5e  
 
始建于1298年的托马森之家，曾是
一 位 里 昂 布 匹 商 人 的 家 庭 住 所 。
1493年重修了哥特式的外墙，几经
修葺后获得今天的华丽外观。托马森
之 家 位 于 交 易 所 广 场 (Place du 
Change)。 
 

里昂老城 Vieux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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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景点 Visiter Lyon 

富维耶圣母院 （富维耶圣母大教堂） 
Basilique Notre Dame de Fourvière 
  
富维耶圣母院雄踞在富维耶尔山顶，是里昂的象
征。圣母院有四个主塔和一个钟楼，其顶部为圣
母的镀金雕像。精致的马赛克，绚丽的花窗玻璃
，手持长矛的圣米歇尔战神青铜雕塑，让富维耶
尔圣母院这个宗教建筑物成为了里昂城市历史和
文化的象征，里昂人的守护者。 
  
教堂建筑反映了天主从一切灾难中拯救他子民的
仁慈：教堂外部显示天主教信仰给我们的无限力
量；教堂内部犹如一个黄金殿堂，象征着天主的
美善和荣光的彰显。圣母院内部的6个大型主题
马赛克墙画寓意深远，其中有圣女贞德解救奥尔
良 ， 还 有 里 昂 的 第 一 位 主 教 圣 波 廷 （ Saint 
Pothin）的殉教等法国和欧洲宗教史上重要的场
面，以纪念天主教在法国的传播。 
  
地址：8 Place de Fourvière, 69005 Lyon  
网站： www.fourviere.org  

高卢罗马古剧场 （古罗马剧场） 
Théâtre et Odéon antique Gallo-Romain 
  
位于富维耶圣母院几步之遥的里昂高卢罗马古
剧场，约建于公元前43年，是法国最老的古罗
马剧场之一。公元前15年时剧场空间有11000
个座位，公元100年时音乐台可容纳3000名观
众，可见当时演出的盛况。经里昂的考古学者
研究，重建了当时可以增进音响效果的舞台结
构，其等比例缩小模型展示在博物馆中。古罗
马半圆形剧场，及音乐台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来这里参观可以追溯时光，欣赏日落和眺望里
昂城市。 
 
剧场旁还有藏品丰富的里昂高卢-罗马博物馆，
所以这里除了供游客欣赏法国最丰富的高卢罗
马出土文物，了解罗马文化对于高卢的影响，
还可以参加定期举办的音乐会、演奏会等室外
演出。 
   
地址：6 rue de l'Antiquaille- Lyon 5e  
交通：索道Funiculaire到Minimes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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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昂国际城 Cité Internationale de Lyon 
  
位于罗纳河与金头公园之间, 2000年落成的里昂国际城是里昂市的现代城市标志性建筑，也是里昂市政
府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建筑方案的产物。由设计了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的意大利建筑师Renzo Piano，
园林设计师 Michel Corajoud 共同设计完成的国际城是目前全欧洲最具规模，也是最让人惊艳的工程
之一。际城是人们生活、工作、集会、演出的繁华的多功能区域，包括会议中心、办公楼、住宅区、停
车场、电影院、当代艺术博物馆、餐厅、酒吧、酒店和娱乐场，常被大家称为“城中城”。 
 
地址：70 Quai Charles de Gaulle , 69006 Lyon  

金头公园 Parc de la Tête d’Or 
 
占地105公顷，这个当年的皇家公园是今天法国最大的城市公园 。由布勒兄弟设计，于1857年正式向公众
开放（和纽约中央公园同年开放），公园总体大致呈三角形，最北边为玫瑰园，西北临近罗纳河，即著名
的里昂国际城。公园内不仅景点众多，适合进行各种体育休闲活动，而且还有古董级的旋转木马、豪华气
派的热带植物花房，拿破仑爱妻约瑟芬捐赠的玫瑰园，非洲特色动物园…...      
 
地址：Parc de la Tête d'Or , 69006 Lyon  

特色景点 Visiter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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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岛  Île Barbe：巴布岛位于里昂北郊的索恩河中，名称由原来的拉丁语巴巴拉岛(insula barbara) 演变而
来，是一座世外桃源般的神秘小岛,被列为了法国历史文化遗产。岛上有一座罗马时代的圣母院以及以美食闻名
法国的米其林餐厅。公元前700年凯尔特时期就有人居住在这个岛上，并以神鸟HOYA的名字给小岛起名。 
 
直到三世纪开始居住着与世隔离的宗教信仰者，12世纪开始岛上教堂和修道院成为了里昂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天
主教祈祷圣地。查理大帝曾在此祈祷，并带来了他征服欧洲各国战争中获得的众多宗教书卷存放于此。1977年
，作家菲利柯斯-本诺阿（Félix Benoît）由于过于喜好这里的环境，甚至在占据这里之后自己发行货币，宣布
巴布岛为独立国家。传说中查理大帝麾下的罗兰骑士，所拥有的神奇宝剑就埋藏在这里。  
 
地址：Place Notre Dame, Ile Barbe , 69009 Lyon  

特色景点 Visiter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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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名人墙画 Fresque des Lyonnais  
2 rue de la Martinière– Lyon 1e  

纺织工人墙画 Mur des Canuts  
36 bd. des Canuts– Lyon 4e  

里昂墙画(Murs Peints et Fresques)： 作为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里昂老城区，
有约150处色彩鲜艳， 栩栩如生的墙画，所以里昂也是欧洲著名的墙画之都。橙十字丘的纺织工人巨幅墙
画面积达1200平米， 以当年这里生活和工作的纺织工人为题材，重现了当年里昂作为丝绸之都的繁荣生活
场景！而位于索恩河边的里昂名人墙画有800平米。世纪厨神保罗-博古斯(Paul Bocuse)等历史上里昂的
24位和法国的6位名人都在这幅画上得到体现，如同穿越历史长河的名人大舞台。 



里昂博物馆 Musées de Lyon 

里昂汇流博物馆  
Musée des Confluences 

  
里昂最现代的博物馆：四个人类历史的主题性展览：人
类起源、人类社会、族群和永恒，以及众多艺术精品。 
  
地址：86 Quai Perrache - Lyon 2e 
交通：T1 抵达Musée des Confluences 
官网：www.museedesconfluences.fr 
 
 
 

 
 

里昂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位于国际城，不可错过常年固定展和众多当代和现代艺
术家的展览！ 
  
地址: 81 Quai Charles de Gaulle– Lyon 6e 
交通: 公交C1、4到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站 
官网：www.mac-lyon.com 
 
  
 
 

 
袖珍和电影博物馆  

Musée Miniature et Cinéma 
  
拥有袖珍道具和电影艺术两个不同主题的博物馆, 为你
展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地址：60 rue Saint Jean -- Lyon 5e 
交通：地铁D线Vieux-Lyon站；公交Vieux-Lyon站 
官网：www.museeminiatureetcinema.fr 
 
  
 
 

里昂高卢罗马博物馆  
Musée Gallo-Romain de Lyon  

  
里昂作为高卢首都，在古罗马时期文化碰撞和民族融合
的历史，法国最丰富的高卢罗马考古文物收藏。 
  
地址：17 Rue Cléberg – Lyon 5e 
交通：上山索道Funiculaire到Minimes站下车；或从
富维耶圣母院直接步行可达。 
官网：www.museegalloromain.grandly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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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印刷博物馆  
Musée de l’Imprimerie 
  
里昂作为曾经的书籍之都，印刷技术演变和书籍插图出
版的历史。 
  
地址：13 rue de la Poulaillerie – Lyon 2e  
交通：地铁A线Cordeliers站；公交9、18、25、27 
官网： www.imprimerie.lyon.fr  
 
 
 
 
丝绸装饰艺术博物馆  
Musée Tissus & Arts Décoratifs 
  
了解里昂丝绸和丝织文化，及里昂地区装饰艺术历史的
两个博物馆。 
  
地址：34 rue de la Charité –Lyon 2e  
交通：地铁A线到Victor Hugo站 
官网：www.mtmad.fr 
  
  
 
  
里昂工艺美术馆  
Musée des Beaux Arts 
  
拥有２００多年历史的工艺美术博物馆：了解里昂文化
的最好窗口。 
  
地址：20 place des Terreaux- Lyon 1e  
交通：地铁 A线和C线Hôtel de ville站 
官网：www.mba-lyon.fr 
  
  
 
卢米埃电影博物馆  
Musée Lumière 
  
电影发明者－了解卢米埃兄弟给世界电影诞生所做出的
杰出贡献。 
  
  
地址：25 rue du Premier Film, 69352 Lyon, 
交通：地铁D线Monplaisir-Lumière站 
官网：www.institut-lumiere.org 
 
 

里昂博物馆 Musées de Lyon 

第17页 

http://www.imprimerie.lyon.fr/
http://www.mtmad.fr/
http://www.mba-lyon.fr/
http://www.mba-lyon.fr/
http://www.mba-lyon.fr/
http://www.institut-lumiere.org
http://www.institut-lumiere.org
http://www.institut-lumiere.org


新中法大学  Nouvel Institut Franco-Chinois  

里昂中法大学： 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的创立得益于19世纪中国西学的开放政策。法国教育工作先驱李石
曾，创办并组织的勤工俭学运动，为一代中国青年留学法国创造了条件：通过此运动来法的中国人数目接
近2000人，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蔡和森等。在勤工俭学运动的时代背景下，里昂被选中成
为了建立中法大学的城市，里昂中法大学在军事要塞圣依雷内堡安家。自1926年起，中法庚子赔款的部
分资金开始资助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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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法大学  Nouvel Institut Franco-Ch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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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里昂中法大学是中国唯一在海外设立的大学，曾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学生当中杰出人物
比比皆是：常书鸿、戴望舒、虞炳烈、郑大章、敬隐渔、林克明、潘玉良、苏雪林、张若名、朱锡侯等。
里昂中法大学在中法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法国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同时，
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所以说中法大学是里昂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和中法友谊的象征！  



实用信息： 
 
地址：Résidence universitaire André-Allix，2 
rue Sœur-Bouvier, 69005 Lyon 
交通：索道缆车：SAINT JUST, 或 公交：C20E、
46、49 (“St-Irénée”站) 

开放时间： 
  
时间：周一至周五：10H00－18H00 
电话：0033-(0)4 72 40 56 09 
邮件：contactifc@investinlyon.com 
官网：www.ifc-lyon.fr 
 

里昂新中法大学（博物馆）： 
 
今 天 的 里 昂 新 中 法 大 学 Nouvel Institut 
Franco-Chinois是根据法国1901年协会法建
立的非营利性组织，由里昂-中国关系促进中
心，和里昂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组成。此项
目由里昂大都会区政府，里昂市政府和里昂
经济发展署(ADERLY)发起，以经济，学术，
文化和旅游四类关系为核心，里昂新中法大
学将为今日中法友谊建筑起一座坚实的桥梁。 
 
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将中法文化交流作为
主题，以时间为轴线把中法大学的历史发展
和沿革用图片及文字史料的形式，向参观者
展示了当年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面貌。 
 
另外除了在高等教育和学术交流方面做出贡
献外，新中法大学积极弘扬中国现当代艺术
和文化。  

新中法大学  Nouvel Institut Franco-Ch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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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大学历史上的的两个时期： 
 
由中法大学主导的中法科技文化交流历经了各
为 三 十 年 的 两 个 时 期 ，即 1921-1950 年 和
1980年至今，其间曾有三十年的停滞以及两
个时期不同的运行方式。 
 
截止2008年，里昂中法大学接待了220名中
国进修学者。这些年轻学者受到里昂各个高等
教育机构的培训后成为中国培训技术骨干，或
高水平学者（硕士、博士、 博士后），进修
助学金由法方赞助。目前中法大学以协会性质
存在，包括了一个中法大学博物馆和中文图书
中心。 
 
正是由于历史上中法大学的存在，及如今新中
法大学项目的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
平先生于２０１４年3月从里昂开始他对法国
的国事访问，并专程参观了中法大学，为中国
－里昂关系促进中心揭牌。 
 

mailto:contactifc@investinlyon.com
http://www.ifc-lyon.fr/
http://www.ifc-lyon.fr/
http://www.ifc-lyo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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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秘密之一 ：里昂歌剧院  
OPÉRA DE LYON 
  
历史悠久的里昂歌剧院最早建于1831年，1989年开始
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让·努韦勒(Jean Nouvel)设计，
对老剧院舞台设施和外部建筑等进行全面改造，于1993
年建成了一个集古典与现代一体的里昂歌剧院，所以也
被称为新里昂歌剧院。歌剧院的建筑构想是以“戏剧的
奇幻旅程”为设计概念，设计师认为戏剧带给人们的是
回到童年的冒险精神与想象空间，所以整座建筑物外壳
屋顶以外婆的百宝箱作为设计重点，以唤起外婆变魔术
的童趣。 
 
地址：1 Place de la Comédie, 69001 Lyon 

 

 
 
 
 
 
 
 
 
 
 
 
 

里昂秘密之二 ：沃土广场  
PLACE DES TERREAUX 
 
沃土广场堪称里昂的心脏，是里昂市行政经济和文化机
构最集中的广场。广场上著名的喷泉由纽约自由女神像
设计师巴特勒迪Bartholdi于1891年设计，将法国描绘
成一个坐在自由战车上的女子，控制着四匹骏马，代表
了法国的四条大河：塞纳河、罗纳河、卢瓦尔河、加龙
河（此作品曾为波尔多设计，由于价格昂贵，故交付于
里昂）。今天沃土广场周围有银行、高级酒店、餐馆和
酒吧林立，是当地人约会和体验夜生活的最好场所之一。 
 
地址：Place des Terreaux, 69001 Lyon 

 
 
 
 
 
 
 
 

里昂秘密之三 ：旧司法宫  
PALAIS DE JUSTICE HISTORIQUE DE LYON 
 
里昂旧司法宫（司法大楼）被里昂人称为24根柱子，是
个充满历史故事的地方！建于1835-1842年的这个司法
建筑没有按照通常4-6根柱子的做法，大胆使用的24根
柱子使得司法宫成为了欧洲最大气的新古典主义司法建
筑。这24根柱子象征着每天的24小时。 建筑物使用的
众多动植物装饰意味深长，例如狮子自古希腊罗马时代
就代表了力量和对正义的守护，天平则表示秉持公正。
因为从公元5世纪开始这里就是伸张正义的地方，法国
历史上的多起重大案件和历史事件都曾在这里审理。 
 
地址：1 rue du Palais de Justice, 69005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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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秘密之四 ：雅各宾广场    
PLACE DES JACOBINS 

  
广场开辟于1556年，是里昂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广场名字来自建于1281年的雅各宾修道院（Couvent 
des Jacobins)，后来多次更名后于1871年再次命名为
雅各宾广场。 喷泉本身是加斯帕德-安德烈(Gaspard 
André) 的杰作，人物雕塑则由巴黎里昂四个不同的雕
塑家创作后最终于1885年安装落成；雕塑采用了里昂
当地的灰色石料，使人物有细腻质感的同时赋予整个广
场独特的灵气。 
 
地址:77 Rue du Président Edouard Herriot, 69002 
Lyon 

里昂秘密之五 ：圣马丁埃纳圣殿    
LA BASILIQUE SAINT-MARTIN D'AINAY 

  
大气端庄的罗马天主教宗圣殿修于11世纪，和修于859
年的修道院一起，成为了里昂唯一的罗马式教堂建筑。
1245年的里昂第一届宗教议会承认该修道院优先于从
勃艮第到普罗旺斯的71座教堂和修道院，成为该地区
最强大的宗教机构。亨利四世婚礼仪式结束后就住在这
里，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主教、路易十四都曾住此处，可
见圣马丁埃纳圣殿在法国政治和宗教中的地位。1905
年教宗庇护十世更是将这座教堂升格为宗座圣殿。 
 
地址：11 Rue Bourgelat, 69002 Lyon 

里昂秘密之六：圣尼济耶教堂的飞檐走兽    
ÉGLISE SAINT-NIZIER ET GARGOUILLES 

  
教堂得名于6世纪的里昂主教圣尼济耶，它的原址曾经
是一座罗马时代的神庙。第28任主教圣尼济耶曾见证
圣迹，他的遗骨吸引了众多教徒和信众瞻仰。左右不同
风格的塔楼是里昂地区的唯一宗教建筑，以及正面新歌
特式的石雕门楣异常精美大气：中世纪的飞檐走兽（神
兽、怪龙、狮子、怪兽、神鸟等石雕怪物），站在教堂
告诉，尽职地“保卫”着圣地。 
 
地址：1 Rue Saint-Nizier, 69002 Lyon 

里昂秘密  Secrets de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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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秘密之七 ：策肋定修士剧场和广场  
LE THÉÂTRE ET LA PLACE DES CÉLESTINS 
  
1307年之前圣殿骑士团曾经在此设有指挥所，圣殿骑士
团被驱逐后策肋定会在此设立的修道院持续了近400年。
修道院1778年拆除后取而代之的剧院和广场处于半岛的
中心位置，宛如城市中一个平静的港湾，属于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指定的文化遗产范围。广场上最显著的是有200
年演出历史的策肋定剧院，是法国唯一3个超过200年历
史的戏剧剧场之一。  
 
地址：4 Rue Charles Dullin, 69002 Lyon 
 

 
 
 
 
 
 
 
 
 
 
 
 

里昂秘密之八 ：里昂地下湖  
LAC SOUTERRAIN CALUIRE-ET-CUIRE 
  
地下湖是曾经供应整个里昂城市饮用水的地下水厂：由
工程师Aristide Dumont于1854年设计和建造，1857年
开始一直运行到1976年。地下湖有2个巨大的过滤水池
组成，一个地下走廊和20米高度抽水能力的蒸汽泵，今
天被列为里昂的历史保护文物。地下湖位于里昂市内的 
Caluire-et-Cuire，从这里可了解公元前43年开始整个里
昂供水系统的演变，一直到工业化时代的过滤技术。 
 
地址： 2 avenue de Poumeyrol ，69300 Caluire-et-
Cuire 

 
 
 
 
 
 
 
 

里昂秘密之九 ：公交游船看风景  
LE VAPORETTO DE LYON 
  
里昂老城边流淌的是索恩河，她承载了里昂上千年的历
史和文化。VAPORETTO公交船专线开通于2015年，每
年的4月至12月在里昂老城Saint Paul和新兴城区
Confluence之间来回，从游船上观赏里昂老城别有一番
风味，被里昂当地人和游客所热爱。每天10点至21点30
之间运行，每小时一个班次来往于新老城区。 
 
三个地点可上船：圣保罗站、百花广场站、汇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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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近郊  Grand Lyon 

金色村庄 OINGT 拉图雷特修道院  COUVENT DE LA TOURETTE 

OINGT也被称之为金色村庄，位于里昂西郊约30公里的博若
莱地区，属于法国最美村庄之一。是因为它和附近村落的多数
建筑使用的是当地开采的金黄色石料，所以这个地区也叫金色
石头之博若莱。摆放在各家阳台上的鲜花，在午后阳光的照射
下，使得金色墙壁更加魅惑，让人不得不停步驻留、拍照。始
建于13世纪的小教堂见证了当年的宗教战争的痕迹，在遭到新
教徒破坏之后于17世纪得到修复。小镇位于丘陵高处，从16
世纪的塔楼可以360度欣赏附近村落和山谷，葡萄园和牛羊相
织的美景，感受自然与人的和谐。  

1953年建成的修道院是天主教主要派别之一道明会(亦称
黑衣教会)的起居和修炼场所。位于占地70公顷的大型绿地
公园内，拉图雷特修道院这座现代建筑为20世纪最伟大的
建筑师之一，功能主义大师勒-科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代
表作：将建筑空间、自然光线和音乐元素通过混凝土结构
极致简化后完美体现。2016年7月这座建筑被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地址：Route de La Tourette，69210 EVEUX 
官网：www.couventdelatourette.fr 

 

 
 

混乱之家 DEMEURE DU CHAOS 

 
 

中世纪村庄佩鲁日 PÉROUGE 

 
 
 
 
 
 

 
 
 
 
 
 

 
占地12000平米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也称为器官博物馆：直升
机残骸、焚烧后的汽车、锈迹斑斑的金属废弃物... 博物馆想通
过这种惊世骇俗的方法和视觉冲击，把美国9-11事件后的战争、
法国郊区青年暴动、及欧洲的恐怖袭击作为主题，体现了人类
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自我毁灭的冲动和混乱。 
地址：Rue de la République, 69270 Saint-Romain-au-
Mont-d'Or 
官网：www.organe.org 

 
来到这个到处都是鹅卵石的中世纪小镇会让人觉得是来到
了世外桃源，因为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社会的痕迹。佩鲁
日小镇的建筑风格统一，使用了大量当地的石材和鹅卵石
铺路。曾作为《三个火枪手》的拍摄场地，这里的场景保
留了中世纪的原汁原味，除了房屋，街道，装饰之外，当
地的美食传统也得以很好保留。 
地址：Route de la cité, 01800 Pérouges 
官网：www.perouges.org 

第24页 

http://www.couventdelatourette.fr
http://www.organe.org/
http://www.perouges.org/


里昂汽车博物馆 MUSÉE MALARTRE 拉克鲁瓦公园 DOMAINE DE LACROIX-LAVAL 

 
 
 
 
 
 

距离里昂北部10公里外，索恩河畔的这个汽车博物馆是以汽
车和公共交通发展历史为主体，把自行车，摩托车到汽车工
业发展的历史作了回顾。从卢米埃兄弟的汽车到希特勒的座
驾，这里可以欣赏里昂地区收藏家的众多藏品和他美好时代
风格的城堡。 
地址：645 Rue du Musé, 69270 Rochetaillée Sur Saône
官网：www.musee-malartre.com 

 
 

里昂西郊最大的综合性绿地公园，天然氧吧。总面积达115
公顷，公园内有山丘、沼泽、池塘、溪流和树林，还有一个
12世纪的贵族城堡。这里适合进行各类体育运动和家庭亲子
出游，附近的高尔夫球场、足球场、马术俱乐部等使得体育
爱好者和游客慕名而来。 
地址：1171 Route de Sain-Bel, 69280 Marcy-l'Étoile 
官网：www.marcyletoile.fr/parc-de-lacroix-laval/ 

 

 
安培故居 MAISON D’AMPÈRE  

 
维也纳古罗马剧场 THÉÂTRE DE VIENNE 

 
 
 
 

 
 
 
 
 
 
 

距离里昂15公里左右，电流的发现者-物理学家安培曾经在
这里度过他的青年时代。今天这里除了展出安培的生活和科
学实验场景外，电流博物馆当时各种试验所使用的设备。 
地址：300 Route d'Ampère, 69250 Poleymieux-au-
Mont-d'Or 
官网：www.amperemusee.fr 

 

距离里昂30公里的小城维也纳(Vienne)，遍布着古罗马时代
的古迹：也被称为罗马小城。这个古罗马弧形剧场建于公元
40-50年间，直到1908-1938年才被完全考古挖掘并展示其
整体风貌。  
地址：rue du Cirque 38200 Vienne  
官网：www.vienne-touris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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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周边 Autour de Lyon 

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Région Auvergne-Rhône-Alpes)的成立，加强了以里昂为中心的大区
旅游资源整合与开发。而交通的便利，使得安纳西湖，阿尔卑斯山脉，和勃朗峰等里昂周边地区的景点，
以及冬季滑雪温泉等旅游资源，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同时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
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是法国旅游增长最快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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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11平方千米 
-763万人口，59万家企业 
-2300亿欧元国民生产总值 
-法国第3大旅游地区（欧洲第9） 

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关键数据： 

-法国第2大商业展会城市 
-160个滑雪场（全世界最集中） 
-233个文化遗址和娱乐场所 
-139个博物馆 



马孔(Mâcon): 距离里昂70公里左右的，是个历史上就
以酒香闻名的城市。马孔博若莱葡萄酒之路(La Route 
des Vins Maconnais-Beaujolais)始于这里，浓郁的乡
村气息，中世纪城堡的文化氛围，使得西班牙画家达利、
法国作家科莱特、诗人考克多等艺术家都喜欢来马孔享
受这里的田园风光和美酒。马孔沿着索恩河畔多姿多彩
的居民建筑别有韵味，展现了当年红酒贸易的繁华。
2013年被评为最美旅游小镇，马孔的主要参观景点：索
恩河大桥、旧圣文森特大教堂、马孔大教堂、葡萄酒之
家、马孔剧场等。 

安纳西(Annecy)：距离里昂145公里，阿尔卑斯山区最
美丽的人间小镇，被称为“阿尔卑斯的明珠”，“阿尔
卑斯山的阳台”。安纳西湖的水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冰雪，
被认为是全 欧最干净的湖。 即使在冬天，安纳西的山也
是青的，水也是绿的，景观自然，生活悠闲。法国启蒙
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经在安纳西度过
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12年”，把很多生活记录写在了
忏悔录中。提乌人工河把安纳西湖和游人如织的老城区
连在一起。参观景点有：老城区、中皇岛、安纳西湖、
爱情桥、安纳西城堡等。  

里昂周边 Autour de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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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慕尼-勃朗峰(Chamonix Mont-Blanc)：位于萨瓦省的勃朗峰山脚下，距离里昂约220公里左右。霞慕尼是
法国最高的镇之一，欧洲海拔最高的勃朗峰（4810米）位于其境内，因此这里是法国和欧洲的知名滑雪胜地。
霞慕尼是游客和体育登山攀登勃朗峰的起点，因此是法国冬季滑雪的首选目的地，旅游业极其兴旺发达。除了
小镇上的餐厅和酒吧，商店，博物馆外，著名景点有：海拔3842米的南针峰冰海，勃朗湖，勃朗谷等。  



日内瓦(Genève)：距离里昂3个小时车程，坐落在西欧最大的湖泊-美丽的日内瓦湖之畔，是瑞士第二大城
市。日内瓦位于瑞士的西南部，由山脉环抱的日内瓦湖南端，其东、南、西三面都与法国接壤，以银行业
和钟表业的发达而闻名于世。今天日内瓦除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红十字会总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
组织机构，和全球跨国公司的总部之外，也是欧洲各大奢侈品牌的集中地和购物天堂。 
 
参观和娱乐项目：联合国总部万国宫, 国际红十字会博物馆, 阿里亚纳美术馆, 日内瓦湖的人工大喷泉, 花钟, 
圣皮埃尔大教堂, 百达翡丽钟表博物馆，东亚艺术博物馆，还有日内瓦唯一的娱乐场－日内瓦湖娱乐场等。 

迪沃恩莱班(Divonne-les-Bains)：法国热克斯地区首府，紧靠瑞士日内瓦，这座历史上著名的温泉城市
位于汝拉山脉的天然林区，为夏季消暑休闲和冬季滑雪度假的胜地。镶嵌在72公顷的林区中，从迪沃恩可
以眺望对面的勃朗峰。占地5公顷的迪沃恩庄园Domaine de Divonne拥有四星级的迪沃恩大酒店Grand 
Hôtel、4家餐馆、3个酒吧、游泳池、健身房等齐全的设施，同时1家法国最豪华的娱乐场和1个18洞标准
高尔夫球场。 迪沃恩温泉中心由保罗·维达尔（Paul Vidart）医生在1849年创建：他当年发现了富含氟和
镁元素的活水温泉常年保持恒温8-14摄氏度，可以治疗慢性疾病和舒缓精神压力。 
 
参观和娱乐项目：迪沃恩庄园，迪沃恩大酒店和美容中心，迪沃恩娱乐场，迪沃恩温泉中心，迪沃恩高尔
夫球场，附近滑雪场（20分钟），迪沃恩市中心（法国最早水力发电机，温泉小路，周末集市）等。 

里昂周边 Autour de Lyon 

第28页 



里昂美食-世界美食之都 
 Lyon – capitale mondiale  de la gastronomie 

里昂美食传统：自中世纪以来，里昂的美食就声名远扬。进入十八世纪后，法国美食开始关注于地方特色。
于是里昂菜就恰逢其时被视为法国菜的样板：巴黎酒馆里最受欢迎的白兰地烩小牛腰、鸭肉派和芥末下水
肠......都是里昂菜的一部分。这些菜并非出自于宫廷城堡，而是自家妈妈手把手传下来的家常美食。 当时最有
名的大厨亚历山大·杜马纳(Alexandre Dumaine)就说过「法国这块风水宝地，物产丰富、品种众多，只要老
老实实地做厨师，就能烧出好菜来」。 

里昂美食特点：从提供丰富食材的里昂美食市场，到全球最高美食殿堂-以世纪厨神命名的保罗-博古斯学院，
博古斯美食王国，和家常菜馆在内的里昂约1500家美食餐馆(里昂地区共有4300家，其中13家米其林餐厅)，
里昂被称为世界美食之都绝非偶然！已经启动的里昂国际美食城计划，更会将里昂的美食文化展示和介绍
到全世界！  

里昂美食资源：地处欧洲中心，里昂的地方特产丰富得让法国其他省份望尘莫及：位于博若来(Beaujolais)、
勃艮第 (Bourgogne)和隆河坡地区 (Cote de Rhône)三大酒区；又有来自畜牧养殖业发达的奥弗涅
(Auvergne ) 、多芬(Dauphine)、法兰琪-康堤(Franche-Comté)和萨瓦省(Savoie)的优质禽肉类、香肠和
奶酪；加上爱恩湖区(Ain)的鲤鱼和淡水龙虾、布雷斯鸡(Bourg-en-Bresse)和夏若来(Charolais)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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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美食市场 
 Les Halles de Lyon Paul Bocuse 

保罗-博古斯里昂美食市场 Les Halles de Lyon- Paul Bocuse 
地址： 102 Cours Lafayette, 69003 Lyon  
www.halles-de-lyon-paulbocuse.com  

以法国米其林厨神保罗-博古斯Paul Bocuse冠名的美食市场位于里昂
市中心（创建于1859年），除了和当年一样专卖肉类，奶酪，糕点，
红酒，海鲜和高档食材之外，这里更有特色酒吧和餐馆让您就地享受
法国美食，是里昂美食资源最丰富和最现代的美食市场。 
 
由百多士集团，里昂美食市场，法国华人旅游协会，欧时代合作的主
题活动〖里昂美食月-世界美食之都游〗，于2016年6月18日至7月18
日期间成功举行，包括了美食评比，主题参观，特色旅游等活动！ 

里昂美食市场 Les Halles de Paul Bocuse：共有55个特色商家：涉及了肉禽，鱼类，鲜花，面包，糕点，
腌制品，美食培训，海鲜，高档佐料，调料，红酒和烈酒，奶酪制品，水果蔬菜，巧克力蛋糕，外卖，酒吧和美
食餐馆等各大类，值得餐饮业者和美食爱好者前来参观，品尝，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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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美食市场-特色商户 
 Les Halles de Lyon Paul Bocuse 

AOC LES HALLES 特色餐厅 -01号店铺  MAISON CLAUDE 面包糕点 -55号店铺  

MAISON GAST 猪肉制品 -20号店铺 FROMAGERIE MONS 优质奶酪-32号店铺 

MAISON PUPIER 海鲜河鲜-11号店铺 MAISON SEVE 巧克力甜品-45号店铺 

BEILLEVAIRE 各色奶酪-36号店铺  MAISON MALARTRE 特色鱼肠-30号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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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博古斯学院 Institut Paul Bocuse：拥有26年历史的这座美食界最高学府，由拥有５０年米其林三星主厨
经历，被誉为世纪厨神的保罗－博古斯先生创建于1990年。 这里有全球美食最高学府保罗－博古斯学院，有系
统研究西方美食文化的美食研究中心，有米其林实习餐厅"Saisons"。 
 
专业厨师，酒店管理，法餐美食培训：保罗－博古斯学院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美食爱好者，学院提供专业厨师培
训，酒店管理等法国高等教育文凭深造；以及对法国烹饪，餐桌文化，糕点制作，红酒品鉴等有浓厚兴趣的中国
朋友，也可以参加学院提供的短期培训。 

地址： Château du Vivier, Chemin de Calabert, 69131 Écully    www.institutpaulbocuse.com  

里昂保罗-博古斯学院 
Institut Paul Bo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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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斯美食王国 
Empire Bocuse – restaurants étoilés 

科隆日桥客栈（米其林三星） 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 这里是博古斯美食王国的烹饪大本营，
正如巴黎人的埃菲尔铁塔，这是里昂人的骄傲和美食地标！在这里用餐如同去全世界最豪华的马戏团看演出：
艺术家们运用他们如火纯青的技术，让每个惊心动魄的表演都完美无瑕... 科隆日桥客栈餐厅自1965年起保持
着米其林三星餐厅的至高荣誉，堪称里昂美食界的圣殿。米其林评委为博古斯颁发了特制黄铜牌匾，感谢这位
世纪厨神五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正如最好的法餐需要配置最好的红酒，350平米的酒窖拥有超过两万瓶的藏酒，
所以他们的酒单上就可以罗列价位不等的600种红酒。另外除了感受这座美食圣坛的专业和热情，顾客可以欣
赏80米长度的大厨画墙，了解博古斯美食王国的历史，以及博古斯家族对世界美食的贡献！  

科隆日美食活动中心 Abbaye de Collognes：拥有800平米的场地，这个活动中心沉浸在管风琴和机械风琴
的乡土氛围中，是举办各种展览，公司活动，节日庆祝等的理想场地。1900年制造的大型机械风琴，如同110
个音乐家在同时演奏，拥有20个系列的自动曲谱，是举世无双的古董级乐器和艺术珍品。为了保证接待服务的
质量，可以接受800人的鸡尾酒会；和100-490人的就座宴席。在这个里昂民俗博物馆一样的环境里筹备喜庆
活动，博古斯的专业服务团队会让你找到美食和节日庆祝的全新体验！  

科隆日桥客栈（米其林三星)   
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  
 
科隆日美食活动中心  
Abbaye de Collognes  

 
地址：40 Quai de la Plage, 69660  
Collonges au Mont d'Or 

 www.bocuse.fr www.youly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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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餐厅 
Restaurants étoilés 

里昂的米其林指南：从米其林餐厅数量来说，里昂仅次于巴黎，欧洲排名第四！世纪厨神保罗-博古斯Paul 
Bocuse则保持着1965以来50年的米其林三星纪录，而1933年的第一位女性大厨-Eugénie Brazier经营的餐厅
La Mère Brazier拿到了米其林三星。2016年里昂共有米其林星级餐厅82家：其中8家米其林三星，17家米其
林二星，和57家一星米其林餐厅。 

第34页 

La Mère Brazier***：1921年开业的老字号，法国里昂
教母级米其林餐馆，保罗-博古斯早年曾在此学艺。1933
年 历 史 上 首 位 获 米 其 林 三 星 的 传 奇 女 厨 师 Eugénie 
Brazier开设的餐馆。现任主厨Mathieu Viannay 于2004
年获得法国最佳工艺师MOF称号。这里是里昂当地名流
聚会，各国美食爱好者慕名而来的美食圣地。  

特色：米其林二星，地道里昂风味，雅致奢华 
主厨：Mathieu Viannay  
价格：70/180欧  
地址：12 Rue Royale, 69001 Lyon  
电话：0033-（0）4 78 23 17 20 
网址：http://lamerebrazier.fr  

餐厅：法餐【La Rotonde* 隆坦德餐厅*】  
特色：米其林一星，糕点精美，环境优雅 
主厨：Jean-François Malle 
价格：37/204欧  
地址：3, Avenue Georges Bassinet, 69260 
Charbonnières les Bains  
电话：0033-（0）4 78 87 79 79 
网址：www.pavillon-rotonde.com  

餐厅：法餐【Troisgros***】  
特色：米其林三星，里昂地区的美食奇葩，现代美食
和创意相结合之菜肴  
主厨：César, Michel Troisgros 
价格：100/240欧  
地址：Place Jean-Troisgros, 42300 Roanne 
电话：0033-（0）4 77 71 66 97 
网址：www.troisgros.com  

http://lamerebrazier.fr/
http://www.pavillon-rotonde.com/restaurants-fr.html?itemNum=1
http://www.pavillon-rotonde.com/restaurants-fr.html?itemNum=1
http://www.pavillon-rotonde.com/restaurants-fr.html?itemNum=1
http://www.troisgros.com/


米其林餐厅 
Restaurants étoil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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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法餐【 Têtedoie*】  
特色：米其林一星，传统菜现代手法，绝美景色  
主厨：Christian Têtedoie 
地址： Montée du Chemin-Neuf, 69005 Lyon  
电话：0033-（0）4 78 29 41 28 
网址：www.tetedoie.com  

餐厅：法餐【Pierre Orsi*】  
特色：米其林一星，肥鹅肝，龙虾海鲜等传统美食  
主厨：Hervé Oger, Pierre Orsi 
地址： Place Kléber, 69006 Lyon  
电话：0033-（0）4 78 89 57 68 
网址：www.pierreorsi.com  

餐厅：法餐【 Les Loges*】  
特色：米其林一星，菜肴新颖，环境优雅 
主厨：Anthony Bonnet 
地址： 6 Rue du Bœuf, 69005 Lyon  
电话：0033-（0）4 72 77 44 44 
网址：www.courdesloges.com  

餐厅：法餐【 Auberge de l'île barbe*】  
特色：米其林一星，无可挑剔的环境，极致的菜肴  
主厨：Jean-Christophe Ansanay-Alex 
地址： Place Notre-Dame(l'île Barbe), 69009 Lyon  
电话：0033-（0）4 78 83 99 49 
网址：www.aubergedelile.com  

餐厅：法餐【 Les Trois Dômes*】  
特色：米其林一星，时尚美食，美食和红酒的绝妙搭配  
主厨：Christian Lherm 
地址： 20 Quai Gailleton, 69002 Lyon  
电话：0033-（0）4 72 41 20 97 
网址：www.les-3-domes.com  

餐厅：法餐【 Les Terrasses de Lyon*】  
特色：米其林一星，现代美食，富维耶山绝佳风景  
主厨：David Delsart 
地址： 25 Montée Saint-Barthélémy, 69005 Lyon  
电话：0033-（0）4 72 56 56 02 
网址：www.villaflorentine.com  

http://www.tetedoie.com/
http://www.pierreorsi.com/fr/index.php
http://www.courdesloges.com/
http://www.aubergedelile.com/
http://www.les-3-domes.com/
http://www.les-3-domes.com/
http://www.les-3-domes.com/
http://www.les-3-domes.com/
http://www.les-3-domes.com/
http://www.villaflorentine.com/


家常菜馆介绍 
Bouchons lyonnais 

家常菜馆和里昂美食：里昂名言说的好：「干活时我们尽力而为，吃饭可得精益求精！」 喜欢美食的朋友自
然不能错过 « 里昂妈妈 »（Les Mères Lyonnaises）餐馆，作为里昂美食的前身，里昂妈妈家常菜以 « 家
常菜馆 »（Les Bouchons Lyonnais ）的名字被人熟知。有人说是因为这些菜馆门口常常挂着些装饰用的常
春藤树枝(里昂方言"bousche")，也有人说是来自于当年里昂丝绸工人的便餐（mâchon）而因此得名。那些
典型的里昂家常菜，无论哪样都会让你赞不绝口！享有世纪厨神（Cuisinier du siècle )、美食教皇（Pape 
de la gastronomie)美誉的保罗-博古斯（Paul Bocuse）曾师从于家常菜大师Mère Brazier，以里昂地方菜
打造他的美食王国-让地道里昂菜为代表的法国美食文化代代传承，享誉世界！  

香肠：杰斯干肠（Saucisson Jésus）、里昂干肠（Saucisson de Lyon）、玫瑰红肠（Rosette）、里昂
猪油渣(Grattons)......  
前菜：里昂沙拉(Saladier Lyonnaise)：小羊腿、鸡肝、煮鸡蛋和腌鲱鱼等制作的沙拉。 
主菜：-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巨人传》里记述的高康大的父亲最爱吃的下水肠(Andouilles)  
          -用名贵布雷斯鸡作原料，在鸡皮下塞满黑松露做成的「慢炖鸡」(Volaille demi-deuil)  
          -葡萄干炖鹌鹑(Cailles aux raisins secs)，梭鱼鱼肠(Quenelles)、肉馅饼（Pâté en Croûte)……  
甜点：玫瑰果仁糖蛋挞 (Tarte à la Praline Lyonnaise)  
奶酪：圣-马斯兰奶酪（St Marcellin）、松露花皮软奶酪(Brie aux Truf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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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菜馆精选 
Bouchons lyonn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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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Daniel & Denise Saint Jean】  
特色：小牛胸肉（Ris de Veau） (2009年世界冠军)  
地址： 36 rue Tramassac，69005 Lyon  
电话：0033-（0）4 78 42 24 62  

餐厅：【Le Musée】  
特色：梭鱼鱼肠（Guenelle de brochet）  
地址： 2 rue des Forces, 69002 Lyon  
电话：0033-（0）4 78 37 71 54  

餐厅：【Le Garet】  
特色：熟肉酱（Rilettes）配红酒（Côtes du Rhone)  
地址： 7 rue du Garet, 69001 Lyon  
电话：0033-（0）4 78 28 16 94  

餐厅：【Le Bouchons des Filles】  
特色：梭鱼鱼肠（Quenelle de brochet)  
地址： 20 rue Sergent-Blandan, 69001 Lyon  
电话：0033-（0）4 78 30 40 44  

餐厅：【à la traboule】  
特色：镶牛肚-工兵围裙（Tablier de sapeur）  
地址： 3, place du Gouvernement，69005 Lyon  
电话：0033-（0）4 72 41 99 58  

餐厅：【Chez Louise】  
特色：芥末猪肠（Andouillette sauce moutarde）  
地址： 1, place du Change，69005 Lyon  
电话：0033-（0）9 81 23 35 72  
 



特色餐厅 
Restaurants Typ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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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法餐【Brasserie Georges 乔治餐厅】  
特色：阿尔萨斯腌酸菜，各类海鲜，鲜榨啤酒 
地址： 218 Rue Royale, 69001 Lyon  
电话：0033-（0）4 72 56 54 54 
官网：www.brasseriegeorges.com  
  

餐厅：法餐【Chez Paul 保罗之家】  
特色：里昂家常菜和妈妈菜，装饰古典温馨  
地址： 11 Rue Major Martin, 69001 Lyon  
电话：0033-（0）4 78 28 35 83 
官网：www.bouchonchezpaul.fr  
  

餐厅：法餐酒吧【Brasserie des Brotteaux】  
特色：世纪美食传统：装饰奢华，氛围优雅 
地址： 1 Place J. Ferry, 69006 Lyon  
电话：0033-（0）4 72 74 03 98 
官网：www.facebook.com/BrasseriedesBrotteaux  
  

餐厅：法餐酒吧【Bistro du Casino Pharaon】  
特色：位于法老娱乐场内，开放至凌晨4点 
地址： 70, Quai Charles de Gaulle, 69006 LYON  
开放： 周一至周日，每天10H至次日凌晨04H  
交通：国际城 Cité Internationale (巴士BUS: C1, 4)  
  

餐厅：法餐【Jols Saint-Antoine】  
特色：超级美味海鲜和鱼类，水族馆就餐氛围  
地址：30 Quai Saint-Antoine, 69002 Lyon  
电话：0033-（0）4 78 42 42 62  
官网：www.jols.fr   

餐厅：法餐酒吧【Grand Café des Négociants】  
特色：法式酒吧，咖啡馆，法国传统菜  
地址： 1 Place Françisque Régaud, 69002 Lyon  
电话：0033-（0）4 78 42 50 05 
官网：www.lesnegociants.com  
  

http://www.brasseriegeorges.com/
http://www.bouchonchezpaul.fr/
https://www.facebook.com/BrasseriedesBrotteaux
http://www.jols.fr/restaurants-de-poisson/lyon-st-antoine/
http://www.lesnegociants.com/


中国餐馆 
Restaurants Ch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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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71 Rue Rey, 69006 Lyon  
电话：0033-（0）4 37 24 41 76  
营业：周二-周日11:30–14:30, 18:30–22:00  
交通：车站Part Dieu，或地铁Brotteaux站  
官网：www.restaurant-chezsong.com  

老宋家 Chez Song：常年推出中国各地的典型菜肴，
从酸菜鱼到梅菜扣肉，糖醋里脊，清蒸鲈鱼等丰富菜品，
口味地道且性价比高。餐厅内部装饰中国文化气息浓厚，
接待能力强。老板口碑好，深受里昂华人及热爱正宗中
国菜的法国朋友青睐。  

诸葛烤鱼 Les Trois Royaumes：风靡大江南北的诸
葛烤鱼-里昂分店于2015年开张，让喜欢川菜的里昂华
人和游客有了口福！所有佐料调料来自中国四川，烤鱼
加工方法和国内完全相同，这里是中国和法国朋友聚餐
会友，畅饮叙旧的好地方。  

地址： 1 Rue Général Plessier, 69002 Lyon  
电话：0033-（0）9 81 10 28 65 
营业：周二-周日12:00–14:30, 18:30–22:30  
交通：车站Perrache，或地铁Ampère-Victor 
Hugo站下 

http://www.restaurant-chezsong.com/
http://www.restaurant-chezsong.com/
http://www.restaurant-chezs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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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中餐【山东家宴 Délice de Shandong 】  
地址：30 Bd Jules Favre, 69006 Lyon  
电话：0033－（0）4 72 37 75 74  
官网：www.deliceshandong.com  

餐厅：中餐【芙蓉堂 Restaurant Bon Voyage】  
地址：2 Quai Jean Moulin, 69002 Lyon  
电话：0033－（0）4 72 80 90 93  
交通： Hôtel de Ville地铁站下  

餐厅：中餐【三禾私房菜 Carnet Gourmand】  
地址：15 rue Neuve, 69001 Lyon  
电话 ：0033－（0)4 72 73 05 45  
官网：www.restaurantchinois-carnetgourmand.fr  

餐厅：中餐【竹苑饭店】  
地址：225 rue de Créqui，69003 Lyon  
电话：0033－（0）4 72 61 86 21  
官网：www.jardindubambou.fr  

餐厅：中餐【里昂乡味 Chez Riz】  
地址：6 Rue Pasteur，69007 Lyon  
电话：0033－（0）4 72 71 47 08  
官网：http://chezriz.fr  

中国餐馆 
Restaurants Chinois 

餐厅：中餐【万豪小金锅】  
地址： 57 rue Massena，69006 Lyon  
电话：0033－（0）4 26 28 34 57  
交通：Massena地铁站下 

http://www.deliceshandong.com/
http://www.restaurantchinois-carnetgourmand.fr/
http://www.restaurantchinois-carnetgourmand.fr/
http://www.restaurantchinois-carnetgourmand.fr/
http://www.jardindubambou.fr/
http://chezriz.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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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中餐【惊叹号 Le Resto Chinois】  
地址： 255 avenue Berthelot, 69008 Lyon 
电话：0033-(0)9 86 21 00 61 
网址：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餐厅：中餐【金龙餐厅 Dragon d'or】  
地址：80 rue Magenta, 69100 Villeurbanne 
电话：0033-（0）4 78 84 26 06 
交通：A线 République C3 Alsace下 

餐厅：中餐【轩轩家 BARBECUE DE SEZE】  
地址：129 rue de Seze 69006 Lyon   
电话：0033-（0）09 86 64 30 39     
官网：www.barbecue-de-seze.fr 
  

餐厅：中餐【COOK大排档】  
地址：126 Rue Sebastien Gryphe 69007LYON  
电话：0033－（0）4 78 69 02 32  
交通：Centre Berthelot或Rue de l'Université站下  

餐厅：中餐【活着的面条 Pâtes Vivantes de Lyon】  
地址： 9 rue Mercière, 69002 Lyon 
电话：0033－（0）4 72 41 70 00 
交通：A线 Cordeliers下 

中国餐馆 
Restaurants Chinois 

餐厅：中日海鲜铁板自助【TEPPANYAKI】  
地址： 2 rue Bannière, 69003 Lyon  
电话：0033－（0）4 72 61 86 18 
交通：Lyon Part-Dieu地铁站下（350米） 

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http://le-resto-chinois-restaurant.business.site/
http://www.barbecue-de-seze.fr/
http://www.barbecue-de-seze.fr/
http://www.barbecue-de-seze.fr/
http://www.barbecue-de-seze.fr/
http://www.barbecue-de-seze.fr/


亚洲餐馆 
Restaurants Asia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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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日餐【Kuma Izakaya】  
地址：93 rue Massena, 69006 Lyon  
电话：0033－（0）4 72 74 13 12  
官网：www.kumarestaurant.com  

餐厅：日餐【Soleil Levant】  
地址： 204, rue Garibaldi, 69003 Lyon  
电话：0033-（0）4 78 95 04 37 
官网：http://restaurantsoleillevant.fr  

餐厅：日餐【Doma】  
地址：11 rue Lanterne 69001 Lyon  
电话：0033－（0）4 78 39 31 91  
官网：www.domalyon.fr  

餐厅：韩餐【Coreen Barbecue】  
地址：10 rue Confort, 69002 Lyon  
电话：0033－（0）4 78 42 41 88 
官网：www.coreenbarbecue.com   

餐厅：泰餐【 Tiger Wok 】  
地址：8 rue Challamel Lacour, 69007 Lyon  
电话：0033－（0）4 37 28 55 11  
官网：www.tigerwok.fr  

餐厅：越南餐【 Le Vietnam 】  
地址：16 Cours Vitton, 69006 Lyon  
电话：0033－（0）4 78 24 48 09  
官网：www.restaurant-viet-nam.fr  

http://www.kumarestaurant.com/
http://restaurantsoleillevant.fr/
http://www.domalyon.fr/
http://www.coreenbarbecue.com/
http://www.tigerwok.fr/
http://www.restaurant-viet-nam.fr/
http://www.restaurant-viet-nam.fr/
http://www.restaurant-viet-nam.fr/
http://www.restaurant-viet-nam.fr/
http://www.restaurant-viet-nam.fr/


里昂春天百货 
PRINTEMPS LYON 

 
里昂奢侈品和精品的理想购物场所，里昂春天百
货位于里昂2区百花广场附近的商业区，左建筑
为时尚男士百货，右建筑为女士/化妆品/家居用
品百货。 

里昂老佛爷商场 
GALERIES LAFAYETTE  LYON 
 
 
位于PART-DIEU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卖场内部，
不但品牌众多且价位齐全。这里秉承了巴黎老佛
爷百货的经营理念，精品众多，给客人提供最舒
适，和没有压力的购物环境。 

里昂春天百货 
(PRINTEMPS LYON) 
地址：42 rue de la République 69002 Lyon 

电话： +33(0)4 26 03 44 29 
交通：地铁A线Cordeliers站 
官网： www.printemps.com 

购物消费-百货商场 
Shopping & Magasins 

里昂老佛爷商场 
(GALERIES LAFAYETTE LYON PART DIEU) 
地址：42, bd Eugène Deruelle，69003 Lyon 

电话： +33(0)4 72 61 44 44  
交通：地铁B线GARE PART DIEU站  
官网：www.galerieslafayette.com/magasin-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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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6%98%A5%E5%A4%A9%E7%99%BE%E8%B4%A7/
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8%80%81%E4%BD%9B%E7%88%B7%E5%95%86%E5%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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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6%98%A5%E5%A4%A9%E7%99%BE%E8%B4%A7/


 
里昂半岛商业区：位于罗纳河与索恩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占据了里昂的第一、第二区及第四区的南部，是里
昂的城市中心。里昂半岛商业区作为最活跃的中心商业区域，拥有众多的咖啡馆、餐馆、奢侈品商店、百货
公司、银行、政府大楼以及文化机构。  
 
自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梅尔西爱街rue Mercière一直是穿越整个半岛并连接至罗纳桥的重要商业轴心线，
时至今日，半岛商业区的重要建筑和店铺仍旧分布在这里。除了各种商店，半岛商业区还有装饰着喷泉的广
场，散布在各处的教堂，以及许多修道院。里昂市政厅，沃土广场，路易十四铜雕的百花广场，雅各宾广场，
及共和国大街如画的风景和建筑都分布在半岛商业区内。  
 
购物类别：男女时装，时尚体育，婚庆情趣，健康营养，钟表珠宝，文化休闲，艺术装饰，城市娱乐等。 
 

购物消费-半岛商业区 
Shopping & Achats-Tendance Presqu’île 

更多信息： www.mypresquile.com 

抵达方式： 
 
商业区北部-地铁A线/C线HOTEL DE 
VILLE站，地铁C线CROIX PAQUET站  
商业区中部-地铁A线CORDELIERS站、
VICTOR HUGO站，地铁A线/D线
BELLECOUR站  
商业区南部-地铁A线PERRACHE站，
轻轨T1、T2 线PERRACHE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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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半岛商业区 (ZONE TENDANCE PRESQU’ÎLE) 

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5%8D%8A%E5%B2%9B%E5%95%86%E4%B8%9A%E5%8C%BA/
http://www.mypresquile.com/
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5%8D%8A%E5%B2%9B%E5%95%86%E4%B8%9A%E5%8C%BA/


购物消费-商业中心 
Shopping & Achats-Centres Commercaux 

第45页 

里昂巴迪商业中心：位于里昂市中心交通
最便利的地带，Part Dieu巴迪火车站对面。
这里是欧洲也是里昂市最大的休闲、购物、
文化娱乐场所。  
   
巴迪购物中心共分为五层，每年接待约三
百五十万顾客，自1975年开业以来，商场
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装修和改造，以满足更
多顾客的需求。  
   
除了购物，里昂市民节假日期间也会来商
场参与娱乐活动：这里可以说是里昂最热
闹的地方了。 
   
另外里昂许多文化艺术活动都会不定期的
在巴迪购物中心举办，极大丰富了里昂人
的日常生活，对游客有很大吸引力。  

里昂巴迪商业中心 (CENTRE COMMERCIAL LA PART-DIEU) 

地址：17 RUE DU DOCTEUR BOUCHUT , 69003 LYON  
营业：周一至周六，09：30-20：00  
网站：http://centrecommercial-partdieu.com/  
交通：地铁B线Part Dieu站；轻轨T1/T3 Part Dieu站；公交14号线Part Dieu站  

里昂汇流商业中心：位于里昂的半岛区域，
里昂二区，这是新兴的商业和生活住宅区，
位于里昂罗纳河与索恩河的交汇处。  
   
商业中心于2001年开始施工，2012年4月
正式营业。总建筑面积约53000平米的汇流
百货汇集了106家品牌商店，12家餐厅，
UGC影院，拥有1500个车位的停车场及一
家诺富特（Novotel）酒店。  
   
来里昂汇流商业中心购物，仿佛来到了里
昂最具未来概念的商业中心享受购物乐趣，
因为从设计理念到全面照顾残障人士的齐
全设施，以及整体建筑的采光，和室内绿
化等所有的细节都代表了现代大型商业中
心的最新潮流。  

里昂汇流商业中心 (CENTRE COMMERCIAL DE CONFLUENCE) 

地址：112 COURS CHARLEMAGNE， 69002 LYON  
营业：周一至周六，10：00-20：00  
交通：轻轨T1，公交63、S1号线Hôtel de Région-Montrochet站；  
乘船：站点-百花广场Bellecour站；Confluence站；ST-Paul站  
官网：http://confluence.fr/  

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5%B7%B4%E8%BF%AA%E5%95%86%E4%B8%9A%E4%B8%AD%E5%BF%83/
http://centrecommercial-partdieu.com/
http://centrecommercial-partdieu.com/
http://centrecommercial-partdieu.com/
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5%B7%B4%E8%BF%AA%E5%95%86%E4%B8%9A%E4%B8%AD%E5%BF%83/
http://confluence.fr/
https://www.youlyon.com/%E9%87%8C%E6%98%82%E8%B4%AD%E7%89%A9/%E6%B1%87%E6%B5%81%E5%95%86%E4%B8%9A%E4%B8%AD%E5%BF%83/


里昂法老娱乐场：位于里昂市中心国际城一层，紧靠金头公园和国际会议中心，交通便利。娱乐场内部风
格以埃及法老为主题，让顾客随时有身处古埃及的神秘体验。场内设有主题餐厅和酒吧，随时为顾客提供
里昂特色美食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作为法国最富丽堂皇的主题娱乐场之一，里昂法老娱乐场内设 258 台角
子机，除了百万联机大奖和最新式电子轮盘外，还包括21点黑杰克，滚球 2000，德州扑克，奥马哈扑克，
战争扑克等各类桌上娱乐项目。 
 
里昂国际城 Cité Internationale：娱乐场所在的国际城是现代化和多元文化的象征，里昂最大的绿地公园
金头公园、电影院、餐厅、书店、美术馆等汇聚在这里，成为里昂的旅游地标之一。 
 

地址：70, Quai Charles de Gaulle, 69006 LYON 
交通： 国际城 Cité Internationale (公交巴士BUS: C1, 58, 4)  

电话：0033-(0)4 78 17 53 53 
www.casino-lyon.com        www.partouche-china.com  

里昂法老娱乐场 
Grand Casino de Lyon Phara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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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绿色庄园娱乐场（CASINO LE LYON VERT )内设有323台角子机，13台桌上游戏：21点，英式轮盘，
德州扑克，滚球2000，及一间VIP扑克室。另外还有供顾客休息的酒吧和餐厅。  

里昂绿色庄园附近的绿地公园面积约200公顷：包括一个远近闻名的高尔夫球场，景色优美，是举办室外
婚宴和大型活动的不二选择。搭配星级米其林厨师精心准备的餐点，让您的选择成为一生最美的回忆。  

隆坦德米其林一星餐厅（LA ROTONDE）位于娱乐场一层，主厨Jean-François MALLE从业超过17年，
曾在2013年获得世界馅饼冠军，并于2015、2016两年成功捍卫米其林厨师荣誉。  

里昂绿色庄园( DOMAINE LE LYON VERT )位于风景优美的里昂郊区，是个绿地面积７公顷的综合性
娱乐园：拥有１家娱乐场，１个五星级艺术酒店，２家餐厅，酒吧，水疗中心，健身房等配套设施。 

地址：200, avenue du Casino  69890 La Tour de Salvagny 
交通：从里昂直接坐火车10分钟，或自驾到达 

电话：0 0033-(0)4 78 87 02 70  
www.casinolyonvert.com     www.partouche-china.com  

里昂绿色庄园 
Domaine de Lyon 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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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30年代装饰风艺术风格 Style Art déco：阳光，森林，泉水，鸟鸣… 世外桃源的环境。 
 

艺术酒店共有16套豪华客房：其中8套55平米的豪华间，另外8套为75平米的标准套房。 
 

酒店内900平米的水疗中心：是全法环境最好的15个水疗中心之一：配备恒温泳池，桑拿浴室，土耳其浴室和
健身房等设施，给入住宾客提供一站式服务。 

 
里昂绿色庄园共有8个会议厅和宴会厅：面积最大达450平米，能容纳约500人活动。成功举办过多次法国的
大型演出和表演：如2015年的法国先生大赛，2016年法国梦女孩选美，2016法国巡回拳击赛等。 

www.pavillon-rotonde.com   
 www.partouche-china.com  

地址：3 Avenue Georges Bassinet  
69260 Charbonnière les Bains 
交通：从里昂直接坐火车10分钟，或自驾到达 
电话： 0033-(0)4 78 87 79 79 

隆坦德帕维龙酒店(五星级)  
PAVILLON de la ROT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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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场， 酒店，  餐馆，  会议，   演出， 水疗， 高尔夫 

CASINO     HOTEL   RESTAURANT  MEETING  SPECTACLE  SPA   GOLF 

四十年的博彩娱乐创业历程和梦想 : 法国百多士集团长期以来坚持创造和创新, 且不断丰富博彩娱乐的文化
内涵, 在欧洲博彩娱乐业享有极高声誉。今天的百多士集团作为一家乐于进取的综合性娱乐集团, 在法国, 比
利时，瑞士，突尼斯等国拥有包括娱乐场, 星级酒店, 宴会组织在内的各类服务机构和设施, 且始终坚持着贴
近顾客, 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百多士集团实施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将集团资源最大化利用的同时全方位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百多士
集团长期注重倾听客户的需要,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提供丰富多彩的博彩娱乐项目: 每个客户的最大满足是法
国百多士集团的追求和服务宗旨。   

百家乐(PUNTO  BANCO)，骰宝(SIC BO)，宾果(BINGO) ，电子轮盘(ROULETTE ELECTRONIQUE) 
 
法式轮盘(ROULETTE  FRANCAISE)，英式轮盘(ROULETTE  ANGLAISE)，拉布尔轮盘(LA  BOULE)， 
滚轮2000(BOULE 2000)  
 
21点(BLACK  JACK)，战争扑克(LA  BATAILLE)，梭哈(STUD POKER)，奥马哈扑克(LE  OMAHA)，
德州扑克(TEXAS  HOLD’EM POKER)  

角子机/老虎机(MACHINE A SOUS)，百万欧元超级大奖(MEGAPOT)，扑克联机大奖 (MEGAPOK) , 

百多士集团在欧洲拥有43 家娱乐场, 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博彩游戏: 

百多士集团：40多年的娱乐创新  
Groupe Partouche: plus de 40 ans de succ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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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士集团：娱乐项目 
Groupe Partouche: jeux et lois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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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欧元联机大奖MEGAPOT：全法200台角子机联机产生的超级大奖，百万富翁的创造者！ 

百多士宾果游戏：惊喜和奖品，全法第一！ 百多士移动应用：随时随地了解最新信息！ 

百多士免费会员卡：积分换奖品，意外收获！ VR虚拟体验：3D全新百多士娱乐体验！ 

http://www.partouche.com/megapot
http://www.partouchelab.com/
http://www.groupepartouche.com/actualites/applicationpartouche/
http://www.players-plus.com/
http://bingo.partouche.com/
http://www.partouche.com/megapot


百多士集团：全法机构分布 
Groupe Partouche: établissements en France 

www.partouch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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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自助旅游完美路线-谷歌地图 
 Visite idéale de Lyon - via Google Maps 

自助旅游完美路线：参观里昂的另外一个半自助旅游方式，是通过游里昂网站首页的这条完美路线 
(Visite Idéale)，借助谷歌地图(Google Maps)，来逐个参观里昂市中心的110个文化特色景点（景点，
教堂，博物馆，遗址，建筑，广场，特色街道，精品店铺等）！ 

完美路线参观方法：游客可以根据时间和喜好来安排参观内容，可以在短暂的一天行程中参观所有景点，
也可以重点参观自己喜爱的博物馆、来调整旅游路线的长短。参观行程始于里昂新中法大学（Nouvel 
Institut Franco-Chinois），途径里昂老城区（Vieux-Lyon), 止于半岛区域(la Presqu‘île)的繁华商
业中心地区。（全程适合步行参观，每个景点附简单介绍，建议游客在导游陪同下一起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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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周末度假：10个独特体验 
 10 expériences uniques d'un week-end à lyon 

体验一：参观宏伟的富维耶
圣母院-里昂的守护圣殿，俯
瞰城市美景！ 

体验二：里昂老城迷宫胡同玩
时光穿越，登上玫瑰塔楼眺望

老城建筑！  

体验三：里昂气氛热闹的家常
菜馆享口福，体会吃好喝好才
能游玩好！  

体验四：参观里昂卢米埃电影
博物馆，了解世界第七艺术-
电影的起源。  

体验五：欣赏里昂名人墙画和
纺织工人墙画，体验画在墙上
的城市魅力！  

体验六：来到里昂美食市场品
尝玫瑰香肠，黑松露和马卡龙
等法国美味！ 

体验七：天然氧吧金头公园
来参观动物园和植物园，泛
舟湖上找浪漫！  

体验八：里昂法老娱乐场小赌
怡情，顺便赢取百万欧元超级
联机大奖！  

体验九：里昂古董城来淘
宝碰运气，或许可以慧眼
捡漏元青花和明粉彩！ 

体验十：参观里昂最现代
大气的汇流博物馆，四大
人类族群主题看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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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昂 旅 游 中 文 指 南 
 

-针对旅游规划组织专业人士的实用中文旅游指南 

更多信息参考游里昂网站 
www.youlyon.com 

合作联系：曲小凡（女士）0033(0)7 63 03 27 59 
吴斌（先生）0033(0)6 51 47 85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