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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lentor酒店 

"灿烂的舒适"

我们都假期要么摆脱我们的压力，要么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在巴塞尔Hotel
Spalentor酒店，所有这些原因都以最好的方式得到满足。从装饰精美的宽敞
客房到许多娱乐设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Spalentor不遗余力。走进他们
的用餐区，享受美妙的享受，无论这一天是哪一餐。那些计划出差的人可以
利用会议中心。以每位客人的详细的餐饮为荣，这家酒店肯定有吸引人的诀
窍。

 +41 61 262 2626  www.hotelspalentor.ch  info@hotelspalentor.ch  Schonbeinstrasse 1, 巴塞尔

 by Karen Vardazaryan on 
Unsplash   

Spielbrett 

"娱乐保证"

这个安德烈亚斯广场上的玩具店对于那些从未长大过的孩子来说是完美的。 
Spielbrett从大人们的困惑和思维游戏到泰迪熊和风筝，以及儿童书籍和婴
儿摇铃等。所有销售的产品质量都很高，座右铭是大量的木材，而不是塑料
。每个人都喜欢的棋盘游戏可以在这里找到，并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棋盘和小
雕像。即使你不打算买东西，你仍然可以在这里过一个下雨的午后。有或没
有孩子！刺激头脑的3D拼图和其他不寻常的游戏非常受欢迎，很多当地人在
这里购买生日礼物。

 +41 61 261 9741  www.spielbrett.ch/  info@spielbrett.ch  Andreasplatz 12, 巴塞尔

 by Lennart Schneider on 
Unsplash   

巴斯勒更加亲切的剧院 

"为儿童播放"

巴斯勒金德剧院为儿童提供教育和娱乐戏剧，目的是将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引
入剧场的娱乐世界。整个经历并不仅仅是看戏。事实上，每场戏结束时，戏
院经理和小孩之间会进行一次小型的谈话。除了让孩子们的想象力大放异彩
之外，这个活动还可以在很小的时候提高这些孩子的社交技能。总而言之，
这些小小的有趣包装！

 +41 61 261 2887  www.baslerkindertheater
.ch/

 info@baslerkindertheater
.ch

 Schützengraben 9, 巴塞尔

 by kwol   

Xocolati 

"令人兴奋的巧克力"

Xocolati是一家着名的巧克力店，位于城市的老城区。它从商店出口优质巧
克力到其他国家，如匈牙利，马达加斯加和厄瓜多尔。所有的产品质量都很
好。它的商店里有600多种巧克力产品。用于制作巧克力的可可是纯粹的，你
立即感觉到巧克力在你的嘴里融化。无论是为了送礼的目的，还是为了享受
这种美好的口味，在巴塞尔的时候，这里都是必须的。

 +41 61 262 0105 (Gallery)  www.xocolatl-basel.ch/  Marktgasse 6, 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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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Own work   

巴塞尔自然历史博物馆 

"恐龙，水晶和昆虫"

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自1849年以来就一直位
于这个前奥古斯丁修道院。最初是一个好奇心的集合，现在是一个科学研究
中心。藏品中的八百万件物品中的大部分都展示出来了，博物馆的优势在于
古生物学，矿物学，动物学，昆虫学和人类学，但是你不需要学位参观。其
他展品包括早期人类，恐龙和昆虫，将吸引年轻和年老的游客。

 +41 61 266 5500  www.nmb.bs.ch  nmb@bs.ch  Augustinergasse 2, 巴塞尔

 by User:Mattes   

Spielzeug Welten博物馆巴塞尔 

"玩偶之家"

巴塞尔的Spielzeug Welten博物馆巴塞尔荣誉和展示每个孩子的第一个玩伴
和最好的朋友娃娃和泰迪熊。在这个博物馆展出了6000多件，人偶生活中的
日常生活场景已经被爱情和梦幻般的天赋所重现。在Puppenhausmuseum展览
当然激发了童年的神奇魅力。大约1000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的四层楼
娃娃会让人感到怀旧。参观完这个博物馆之后，你会回家，扔掉新的电脑游
戏，找到你的老泰迪熊，并把他归还给他的合适的地方。

 +41 61 225 9595  www.spielzeug-welten-museum-
basel.ch/en/

 Steinenvorstadt 1, 巴塞尔

 by LEOJ24   

巴斯勒马里昂泰剧院 

"木偶戏表演"

Basler Marionetten Theatre建于1944年，是一个古老的地下室，是木偶镇
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它靠近巴斯勒明斯特（BaslerMünster），为年轻人和老
年人提供迷人的表演。从童话到书本改编和现代表演，他们的戏剧是多变的
，绝对是受众中的一个热门。

 +41 61 261 0612  www.bmtheater.ch/  info@bmtheater.ch  Münsterplatz 8, Im
Zehntenkeller, 巴塞尔

 by Andreas Schwarzkopf   

Cartoonmuseum巴塞尔 

"某种艺术"

Cartoonmuseum巴塞尔收集了3000多张原始图纸，最早由巴塞尔漫画家JürgSp
ahr在Dieter Burckhardt的要求下于1979年开始。虽然没有很多，但主要是2
0世纪的图纸都是高质量的。巴塞尔漫画和卡通博物馆的藏品自1996年以来一
直位于圣奥尔班沃斯塔特（St. Alban Vorstadt）中世纪晚期的一座建筑中
。博物馆商店的漫画与漫画相关的优秀股票。

 +41 61 226 3360  www.cartoonmuseum.ch/  info@cartoonmuseum.ch  Sankt Alban-Vorstadt 28,
巴塞尔

 by Dave+79   

巴塞尔动物园（Zoologischer
Garten Basel） 

"动物星球"

动物园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受欢迎的动物园之一。这个地方广阔的地区和种类
繁多的动植物，是城市的骄傲。在商店里还有一系列吸引大量人群的旅游项
目。这里的访客很大一部分来自各个教育机构的学生。动物物种的多样性和
这里提供的优质设施使这个地方不同。提前打电话或查看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

 +41 61 295 3535  www.zoobasel.ch/de/inde
x.php

 zoo@zoobasel.ch  Binningerstrasse 40,
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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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streun   

Margarethenpark 

"网球，滑板及更多"

玛格丽特公园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草和树木，是您日常生活中寻求安宁享受
的绝佳场所。膨胀的公园与其步行道，草地和森林相呼应，但这完全是关于
滑板的。公园的Kunsteisbahn是溜冰，滑板和其他性质的热门场所。确保你
被捆绑在暖和的衣服上，因为天气会变得非常寒冷。

 +41 61 361 9595  www.stadtgaertnerei.bs.ch/stadtg
ruen/paerke-gruenanlagen/margaret
henpark.html

 Gundeldingerstraße, At Unterer
Batterieweg, 巴塞尔

 by Dumphasizer   

孤独公园 

"迷人的公园"

霍夫曼 - 拉罗什（Hoffman-LaRoche）是当地化学巨头之一，它的基地位于
莱茵河附近的最佳地点之一。然而，在这之间，你会发现孤独公园。当你在
小公园漫步时，你很快就会忘记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在夏天，一切都显得那
么绿色。游乐区并不大，但足以让孩子们娱乐。 Tinguely博物馆于1996年开
放，专门为瑞士雕塑家而设，是公园的另一个景点。

 Paul Sacher-Anlage, 巴塞尔

 by S-shopping   

StückiShoppingcenter 

"在购物中心的乐趣"

Stücki购物中心是一个着名的地标和购物商场，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所有的品
牌在阳光下。 Claire's，Denner，Depot，Esprit和Game Stop只是其中的一
小部分。商场建在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充足的停车位。顶楼有美食广场。有
健康意识的人有机会打开健身房并保持健康。购物中心为您提供免费无线网
络，无论您身在何处，您都始终与虚拟世界相连。购物中心为3至8岁的孩子
组织丛林探险活动，孩子们会喜欢在这里。

 +41 61 633 3300 (Gallery)  www.stuecki-
shopping.ch/

 info@stuecki-shopping.ch  Hochbergerstrasse 70,
巴塞尔

 by Louis Bafrance   

兰格埃伦动物公园 

"一个家庭出去"

Langen Erlen野生动物园与其他动物园不在同一类别。大约在1871年在Klein
basel建立，大约30年后它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早先的网站现在是Badische
Bahnhof（站）。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家畜，如猪，野兔和
矮山羊。根据天气，你甚至可以看到一只野鸡或其他野禽。最好是骑自行车
或者推车去参观。

 Erlenparkweg 110, 巴塞尔

 by Dušan Smetana on 
Unsplash   

梅里安公园（Brüglingen植物园） 

"美丽的花园"

1980年，巴塞尔举办了一场花园表演，其中并没有很有想象力的“绿色80”
标题。这个名字在公众的想象之中，也被应用于植物园。原来的名字来自一
个家园，遗体仍然可见。作为克里斯多夫·梅里安（Christoph Merian）夏
季住所的附近的小城堡现在是一家咖啡馆。公园的巨大区域是运动的理想场
所，孩子们喜欢巨大的恐龙雕像（亲切地称为恐龙），他们静静地让所有的
东西通过他。

 +41 61 319 9780  www.xn--meriangrten-
r8a.ch/de/home.html

 info@meriangaerten.ch  Vordere Brüglingen 5,
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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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zehn-fr   

Römerstadt奥古斯塔Raurica 

"罗马时报"

奥古斯塔•劳里卡（Augusta Raurica）为那些有兴趣学习古罗马历史和文明
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散步的时候，体验一直保持的浴室，几百年
。博物馆里总是挤满了学校的孩子们参加教育游览或旅行。还要检查发掘，
银器收藏和“家养动物园”。

 +41 61 816 2222  www.augustaraurica.ch/  mail@augusta-raurica.ch  Giebenacherstrasse 17,
Au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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