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瑞典的 十件事



首都: 斯德哥尔摩

语言: 瑞典语

 官方少数民族语言: 萨米语，芬兰语，

意第绪语和罗姆语

 人口: 一千万人

 国土面积: 407000平方公里，为欧洲第五大国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24.5人

政府形式: 议会式民主，君主立宪制

货币: 瑞典克朗, SEK

平均寿命: 男性 80.6岁，女性83.7岁

宗教信仰: 瑞典教会属于福音派路德会，

 但实际上瑞典已相当世俗化

国际电话区号: +46

时区: GMT +1

实用链接
Sweden.se 瑞典官方网站 
Scb.se 瑞典统计局

从概况简介开始1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Uppsala 乌普萨拉

Skellefteå 谢莱夫特奥

Umeå 于默奥

Sundsvall 松兹瓦尔

Östersund 厄斯特松德

Luleå 吕勒奥

Kalmar 卡尔马

Visby 维斯比

 Karlskrona 
卡尔斯克鲁纳

Halmstad 哈尔姆斯塔德

Gävle 耶夫勒Falun 法伦

Kiruna 基律纳

Örebro 厄勒布鲁

Karlstad 卡尔斯塔德

Linköping 林雪平

Jönköping 延雪平

Helsingborg 
赫尔辛堡

Malmö 
马尔默

Göteborg 哥德堡

            北极圈



瑞典议会的349位成员是由选举产生并代表人民。每
个政党必须在选举中得到至少4%的选票才能获得席
位。选举每四年举办一次，之后组成一个新的政府。
议会发言人会提议一名新首相人选，之后由该首相任
命其他政府部长。

瑞典的国家元首是国王，现任是国王卡尔·古斯塔夫
十六世，也是瑞典第74位国王。元首的职责由宪法规
定，主要是负责礼仪和作为国家代表。

瑞典宪法由以下四个基本法案组成：

1. 政府治理法

2. 继承法案

3. 新闻自由法 (其中包括公众获取官方文件之原则）

4. 言论自由基本法

实用链接
Government.se 瑞典政府 
Riksdagen.se 瑞典议会

瑞典是民主治理国家2
瑞典是第一个将新闻自由法纳入宪法的国家，时为1766年。



大约十万年前瑞典曾被冰雪所覆盖，冰雪消退后第一
批移民开始抵达。公元1000年左右，拜维京人在欧
洲四处征战和突袭之故，使瑞典出现在世界版图上。 
之后数百年无数好战的瑞典国王及其权力争斗耗尽
了当时的瑞典经济。

直到拿破仑战争 (1803–1815) 后才出现和平曙光。瑞
典逐渐走入了工业化时代，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转
变成今日的创新高科技国家。

快速发展背后的一些因素包括：和平，铁矿和木材等
原料的供给，运作良好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由高
税收支 持 的 的 社 会 福 利 制 度，和 近 年来 互 联 网 的
普及等因素。

实用链接
Historiska.se 瑞典历史博物馆 
Ajtte.com Ájtte, 瑞典山区暨萨米博物馆 

历经200多年的和平3

萨米人是居住在欧洲最北方的原住民。

游戏产业在瑞典正蓬勃发展。



瑞典致力于全民平权；不得因个人的性别、种族、性
取向、政治和/或宗教信仰，或因肢体、精神或智力障
碍而受歧视。平权监察署是瑞典负责保护并促进这
些权利的政府机构。瑞典在性别平等的世界排名中
表现向来出色。

瑞典每年各地会举办
骄傲游行活动。

瑞典的平权里程碑
1845: 女性与男性拥有相同的继承权
1921: 女性享有投票权并可竞选公职
1944: 同性关系合法化
1974: 父母双方都有权使用育婴假
1980: 任何性别都可继承王位
1994: 通过新法为残障人士提供独立生活的平等 
 权利
2009: 同性婚姻合法化；实施《反歧视法案》
2013: 废除合法性别重置者的强制绝育规定

实用链接
Do.se 平权监察署 
Mfd.se 瑞典公众参与署

视平权为重要目标4



你知道瑞典 97% 的土地无人居住吗？此外还设有 30

个国家公园和近 5千个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之外实行 
[自由漫步权]。这个独特的公共使 用权让人们享有 
在大自然里自由漫步的权利，它允许人们搭营，摘采
野莓，蘑菇，以及未被列为保护品种的野花。指导原
则是“不打扰，不破坏”。

瑞典四季分明，南北之间的差异也大。北方2月的低
温记录是 –53°C，南方6月的高温纪录是 38°C，但全国
的年平均气温介于 –8°C 到 +10°C 之间。冬天日照很
短，12 月北极圈以北的地区太阳甚至不会超过地平
线。这些地区到了夏天则享有极昼，因为从5月底到7

月中太阳都不会西下。

也许与自然的亲近造就了瑞典人的环保意识。孩子几
乎在会走路前就学会垃圾回收了，而瑞典也同全球一
起致力于为未来寻找可持续的方案。

实用链接
Smhi.se   国家气象局  
Nationalparksofsweden.se  瑞典国家公园

共享大自然5
瑞典的海岸线由广阔的群岛所组成。

接近大自然也是一种权利。



在瑞典生活或工作的几乎所有人都享有社会保障 。 
它包括诸如带薪育儿假，儿童津贴和长期病假补贴， 
这些均由瑞典社保局（(Försäkringskassan)（负责管理。
育儿假保险慷慨地为双亲提供 480天的带薪育儿假。
让父母们可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瑞典的医疗保健因有税收的大量补贴，让人民轻松
负担看病、住院和购买处方药的费用。

瑞典劳动市场的特点是强大的贸易和工会组织。集
体协议规定了工资和保障假期（至少 25天）。大多数
非欧盟居民都需要工作许可证，因此建议在抵达瑞
典前先通过欧洲就业流动门户网站 EURES申请工作。

实用链接
Forsakringskassan.se 瑞典社保局 
Arbetsformedlingen.se 瑞典公共就业服务

福利主要来自税收6

休育儿假的父亲在瑞典极为常见。



瑞典为 6到 19岁的所有国民提供免费教育。儿童 6岁
开始接受10 年义务教育。各阶段的学校系统普遍鼓
励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

瑞典公民或其他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或瑞士公民可
以免费在瑞典接受大学教育；其他国家的公民则需支
付申请费和学费。瑞典高度重视创新和研究——考虑
到这里是诺贝尔奖的起源地也许并不意外。每年在研
发上的投资就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3–4%，远高于经
合组织的平均水准。

瑞典儿童6岁开始就学。

瑞典学校系统：
年龄：
1–5岁  幼儿园 
6岁   学前班
6/7岁–15/16岁 义务教育
15/16岁 – 18/19岁  高中 (非强制性）

实用链接
Skolverket.se 瑞典国家教育局 
Nobelprize.org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免费的全民教育7



瑞典音乐在（1974（年因（ABBA（赢得欧洲歌唱大赛而走
向全球。之后诸如罗克塞特 （(Roxette)，羊毛衫(The  

Cardigans)（和最近的莎拉·拉尔森（(Zara Larsson)，急救
箱乐团（(First Aid Kit)，以及已故的艾维奇（(Avicii)（都让瑞 
典成了流行音乐界的瞩目焦点。

瑞典在电影成就上，常让人想起杰出的电影导演兼
编剧英玛·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1918–2007)。 
这位活跃的导演曾备受当代观众和影评人如（Ruben  

Östlund（的 瞩目，并曾获 得 戛 纳 和柏林 等大 奖，甚
至早在1970年（Roy Andersson（就对他赞誉有加，而
Anna Odell（对他在威尼斯的成就也予以高度赞赏。

不少瑞典演员也引起世界关注。在跃身国际荧幕前大
多活跃于舞台或瑞典电影。艾丽西亚·维坎德（(Alicia 

Vikander)（在赢得奥斯卡金像奖并领衔好莱坞大片之
前，也曾出现在瑞典的电视影集和电影中。

在瑞典时尚不仅仅是时尚，更是一种关于民主、平价
和可持续性的表达。无论是时尚巨擘（H&M，运动服品
牌（Houdini（或是牛仔服饰公司（Nudie Jeans，在考虑
美观之际，也同时思考着未来。

艾丽西亚·维坎德（(Alicia Vikander)
以《丹麦女孩》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

Acne Studios（以牛仔 
裤及其艺术合作而闻名。

 众星发源地8



瑞典十大体坛明星（依据瑞典日报DN资料）

1. 比约恩·博格（(Björn Borg)，网球
2.  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Zlatan ‘Ibra’  

 Ibrahimović)，足球
3.  扬·奥韦·瓦尔德内尔（(Jan-Ove Waldner)，乒乓球
4.  安妮卡·索伦斯坦（(Annika Sörenstam)，高尔夫
5.  英格玛· 史登马克（(Ingemar Stenmark)，高山滑雪
6. 卡罗丽娜·克鲁弗特（(Carolina Klüft)，七项全能
7. 英格玛·约翰逊（(Ingemar Johansson)，拳击
8.  宫德·史万（(Gunde Svan)，越野滑雪
9.  彼得·福斯伯格（(Peter ‘Foppa’ Forsberg)，冰球
10.  杰德·芙瑞德克森（(Gert Fredriksson)，独木舟

实用链接
Kulturradet.se 瑞典文艺委员会 
Rf.se 瑞典体育联合会

成功进入时尚产业的另一个方式是先成为网球巨星，
例如约恩·伯格（(Björn Borg)（。他是创立时尚品牌的众
多瑞典体坛偶像之一。事实上这个国家似乎拥有无数
运动爱好者，10到18岁的族群中有2/3的人每周运动
至少一次。其中一部分将来也有可能加入这个行列：

有潜力跻身体坛巨星的游泳选手 
莎拉·斯约史卓姆（(Sarah Sjöström)（。



大多数瑞典人的日常生活已算相当世俗化，但很多年
节庆典和传统都有其宗教渊源。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响
也使得斋月等传统成为今日瑞典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12 月的重要活动是露西亚节和圣诞节，但 6 月份的仲
夏节可能是最盛大、也是最传统的瑞典庆祝活动。

重要节庆
12月31日 新年

3/4月 复活节
4月30日 五朔节：以篝火和歌唱庆祝春天的到来
6月21日左右 仲夏节：含括聚餐，歌唱和围着仲夏 
 柱跳舞的社交活动
8月 小龙虾节：以小龙虾和烈酒为主轴的 
 飨宴
12月13日 露西亚节：充满烛光和歌声的圣诞节 
 前传统活动
12月24日 圣诞节

实用链接
Sweden.se/culture-traditions 瑞典官网 
Nordiskamuseet.se   北欧博物馆

 世俗化但保有宗教传统9
瑞典的仲夏节传统：立仲夏柱。

露西亚节，在一年最黑暗的日子里颂赞光明。



迷你词汇
Hej! [hay] 你好！
Tjena! [sheh-nah] 你好！(非正式的)
Talar du engelska?
[tahl-ahr doo ehng-ehl-ska?] 你会说英语吗?

Hur mår du?
[hoor moor doo?] 你好吗?

Jag mår bra, tack. Och du?
[yag moor brah tuck. ock doo?] 我很好，谢谢。你呢?

Trevligt att träffas
[trehv-leet ut trai-fuss] 和你见面很高兴

Hejdå! [hay-daw] 再见！
God morgon! 
[good morron] 早安！

God natt! [good nut] 晚安！
Tack! [tuck] 谢谢/请！
Varsågod! 
[vahr-saw-good] 这个给你/请/不客气！

Ursäkta mig!
[ooshehk-tah mey] 不好意思！

Var ligger toaletten?
[vahr liggeh twa-lett-en?] 洗手间在哪里?

本手册由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Swedish Institute，简称SI)（发行， 
其是增强世界范围内对瑞典兴趣和信心的官方机构。SI（致力
于与其他国家通过在文化、教育、科技和商业领域的战略性
交流建立合作与持久的关系。SI（与瑞典大使馆和领事馆紧密
合作。想获得更多信息，欢迎访问si.se。

Sweden.se 是瑞典的官方网站，由（SI（管理并受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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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说TACK（（(谢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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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手册难以概括一整个国家，只能尽力将瑞典简化
为十个主要概况。相较于瑞典广阔的领土，这里人口并
不算多，在这里平权监察署就像是个国王，而仲夏节则
是一件关于游乐的严肃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