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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市为您服务 

新居民有关苏黎世市信息的小册子 

 

 

欢迎来到苏黎世市！ 

我们非常荣幸您选择苏黎世市为居所。为了让您能更好的在苏黎世生活，了解当地的

市政建设以及风土人情，我们为您提供以下的重要信息和市政服务。 

 城市印象 我们将向您介绍有关苏黎世市的历史与政治。 

 实用信息 您可以找到关于苏黎世市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信息与重要地址。您也可

以在其他德语的网站或者其他语言（比如英语版本）中找到更多的信息。 

苏黎世市是一个理想的宜居城市。不仅依山傍水，并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也是

世界金融中心。苏黎世不仅宜居，带给您更好的生活品质，也欢迎您能融入当地生活

并享受其中。 

您若还有其他的问题，或您想获得更多信息，请您亲临我们市政厅的资讯柜台

（Welcome Desk）。市政厅的资讯柜台为您免费服务，服务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四，14

点至 18 点。 

 

I 城市印象 

 

1． 绿荫中的世界之城 

苏黎世市是苏黎世邦的首府，同时也是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邦拥有 200 多个城

镇。它是一个闻名全国及世界的城市。苏黎世市居民超过 42 万人口，其中超过三分之

一是外国居民。每年约有 1 万 5000 人直接从他国迁入苏黎世市。苏黎世市座落于青翠

的丘陵之中，位落苏黎世湖畔，并有利马、希尔两河流经过。在城市中心的老城，随

着历史演变和前工业区重建,它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城市。虽然苏黎世市布满着短短的道

路，但是让人能一目了然。因为这样的格局使得本城市的大多数居民每日以步行，或

者以自行车代步，或者搭乘公共交通穿行在城中各处。 

https://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prd/Deutsch/Stadtentwicklung/Publikationen_und_Broschueren/Integrationsfoerderung/Andere_Sprachen/Chinesisch/WelcomeDesk_chinesisch_Ansic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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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市珍惜自然资源，同时也逐步落实了可持续发展计划。市民非常重视苏黎世市

的建筑、道路、广场的工程质量以及绿地、自然保护区的空间。民众在定期的问卷调

查中对本城都有很积极的评价。市民们感觉良好且有安全感。在国际宜居城市排行榜

中苏黎世市也一直遥遥领先。 

 

2. 海纳百川 

苏黎世市居民来自大约 170 个不同国家。各式各样的民众与生活方式正促使苏黎世市

成为一座为了共同未来而不断转变的城市。这种各式各样社会容纳量正是建立在苏黎

世平等、民主、团结与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苏黎世市欢迎新居民的迁入。有着放眼世界的胸襟，优良的生活、工作条件，以及一

个为积极社会融入政策而在不断努力的市政机构，我们希望每位居民都能感觉是属于

苏黎世市的市民。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各自有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的基准点。各式各

样的民众与生活方式是重要的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强项，而他们会促使苏黎世市社会进

步。 

 

3. 活跃的文化与休闲之城 

广泛的文化、休闲活动令苏黎世市的魅力不断提升，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享受着

多种多样的购物中心及多种的娱乐活动。苏黎世不愧是最受人青睐的休闲之城、有

2000 多家餐馆、上映着原声电影的戏院和引人入胜的夜生活。 

每天大约有 70 种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的文化机构的身影，如剧

院、美术馆，歌剧院、音乐厅以及 Rietberg 博物馆。众多的戏剧和舞蹈剧场、音乐俱

乐部、非主流文化中心、名声显赫的艺术画廊更增加了城市的文化供给。苏黎世市培

养艺术家，支持艺术创作。 

 

4. 经济与科学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据点苏黎世对企业和民众来说同时也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科技研究

中心。本市是国际举足轻重的金融之都。成功企业不仅令城市繁荣，更致力于提高生

活质量与推动社会和谐共处。投桃报李，作为增加经济多样性的手段，本市亦培养不

同领域经济的发展，如创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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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的教育水平很高，有公立学校、专业学院以及两间著名国际的大学：苏黎世大

学与联邦理工大学(ETH Zürich)。大学学生总人数保持在 50000 左右；在 50 多间研发

机构中工作着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及胜任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 

 

5. 6000 年历史 

大约在 6000 年以前苏黎世湖边出现了第一批高脚屋式的聚居群落；随着居民向周边丘

陵地带的迁徙，大约在 4000 年以前这个群落逐渐瓦解。大约在公元前 15 世纪，在

Lindenhof 高地上逐渐形成古罗马军事据点“Turicum”，而正是这个拉丁文名称最终

演变成苏黎世。 

中世纪前期和鼎盛时期城市受到教会统治，修女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形式上的市长。随

着行会革命，从 1336 年起手工业行会成为城市统治者。1351 年苏黎世市加入瑞士联邦

并确定了其周边的领地，也就是大致今日苏黎世州的区域范围。 

1519 年随着 UlrichZwingli 的宗教改革，城市迈入新的历史篇章，成为领衔欧洲的城市

之一。直至 16 世纪与 17 世纪宗教难民，比如胡格诺派教徒，工业和贸易纷纷落户本

城。 

19 世纪晚期苏黎世不断壮大：1893 年 11 个周边城镇与苏黎世融城为一体。1934 年又

有 8 个城镇加入。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士和苏黎世均未受到战火波及，而在

两场战争中苏黎世市都是政治难民的中心。 

战后的繁荣巩固了城市的经济地位，尤其在服务产业比如金融业的地位。邻近的苏黎

世 Kloten 国际机场以及快速列车建设均为苏黎世城成为其都市圈的中心助了一臂之

力。 

 

6. 政治 

每四年一次拥有瑞士护照的成年苏黎世市居民可以参加议会和政府的选举。城市议

会、城镇参议院，这 125 成员构成了法定行政机构。市政府被称作城市政府委员会，

由 9 名代表不同部门与机关的委员组成。公民表决权不仅通过大选行使，也可以通过

每年四次的票选行使。城市政府委员会进而对相关议题作出决定，比如城市项目与规

划。 

共同参与决定（Mitsprache）在苏黎世是理所当然的，每位居民都能为城市与他们所在

社区的发展献计献策。即使不具备选举权的外国人也可以参与苏黎世外国人顾问委员

https://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stadtentwicklung/integrationsfoerderung/partizipation.html#kurzfassungen_inverschiedenenspr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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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Ausländerinnen und Ausländerbeirat）的选决。作为外国居民的代言人，这个委员

会向城市提交建议并向城市政府委员会布置议案。 

 

7. 苏黎世市的统计 

总人口截止至 2018 年 1 月             4233688 人 

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32.4%（137060 人) 

人口排名第一的外国人族群           德国人（33788 人） 

人口排名第二的外国人族群           意大利人（14764 人) 

人口排名第三的外国人族群:           葡萄牙人（8100 人) 

苏黎世市的在职人口数(2017 年 12 月)        456600 人 

每日进城的通勤人数       大约 230000 人 

市内过夜的外国人数(2017)           3194598 人 

 

包括水域面积的城市总面积           91.9 平方公里 

其中森林             21.8 平方公里 

最高点（Üetliberg 山）                海拔 871 米 

湖面高度             海拔 406 米 

 

您可以在苏黎世市城市统计年簿上找到更多资讯及信息，或者登陆苏黎世市的统计网

站：www.stadt-zuerich.ch/statistik 

 

https://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stadtentwicklung/integrationsfoerderung/auslaenderbeirat.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statis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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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实用信息 

 

1. 抵达苏黎世市一周內 

当您抵达苏黎世市之后，为了帮助您有条理的进入状态，请您记住以下几点：例如，

您需要向相关部门及有业务往来的机构告知您的地址变更，以便将来您能准确得到信

息。 

 新迁入苏黎世市的居民必须在 14 日之内到居住地所属的市区办公室（Kreisbüro

）办理登记。下列为您所需携带的文件： 

1) 护照或者身份证（瑞士公民需要携带户口簿 Heimatausweis） 

2) 外国人居留证（如果您持有该证件） 

3) 居留许可的保证书（如果您持有该证书） 

4) 登记费用（根据来自不同的国家，其费用稍有不同，但最多不会超过 120 瑞

郎） 

 医疗保险 (Krankenversicherung) （人人必保)：每位居民必须在搬迁至瑞士三个

月内办理此保险。 

 瑞士实施义务教育。年龄在 4到 15岁的儿童必须在所在社区的市区学校（Kreis-

schulpflege）办理登记。 

 

苏黎世市当地人通常说瑞士德语，但在书面交流中采用标准德语。德语（会听, 会说 , 会

写）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绝对必要。苏黎世市社会促进会为您提供德语课程的咨询 

(Deutschkursberatung)。那里的工作人员对苏黎世市内的德语课程（Deutschkurse）设

置了如指掌，相信他们也一定会为您找到合适的课程。 

每位新迁入的居民都会被邀请参加一个欢迎庆祝仪式，并传达进一步的融入社会活动和

课程的信息。位于市政厅的资讯柜台（Welcome Desk）将提供您有关苏黎世市及其他

https://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bevoelkerungsamt/kontakt-oeffnungszeiten/kontakte-und-oeffnungszeiten-pma.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bevoelkerungsamt/kontakt-oeffnungszeiten/kontakte-und-oeffnungszeiten-pma.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gud/Deutsch/SGD/Dokumente/KV/KV_Merkblatt_Krankenversicherungspflicht.pdf
http://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departement_schul_sport/kontakt/kreisschulpflegen_schulkreise.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departement_schul_sport/kontakt/kreisschulpflegen_schulkreise.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content/prd/de/index/stadtentwicklung/integrationsfoerderung/deutschkurse.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stadtentwicklung/integrationsfoerderung/deutschkurse/datenbank_deutschkurse.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content/prd/de/index/stadtentwicklung/integrationsfoerderung/neu_zugezogen/begruessungsveranstaltung.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stadtentwicklung/integrationsfoerderung/neu_zugezogen/welcome_des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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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的信息。您在苏黎世市的居留期间内，资讯柜台的工作人员将为您提供个人或法

律上的咨询服务。 

 

2. 日常生活 

一般工作日: 公家机关 8点到 16 点 30 分接待工作。大多数商店周一到周五 9 点到 20 点

营业。一般小商铺在 18:30 左右关门。周六营业时间为早上 9 点到 17 点。一般商店和百

货公司每周营业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六。总火车站的商铺在周日也营业。 

苏黎世市的居民出门有多种交通工具的选择。三分之二的居民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者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苏黎世市的公共交通（Öffentlicher Verkehr）为居民提供了连接城

市和周边地区既方便又密集的交通路线。 

如果您自驾光临苏黎世，请留意蓝色划线区域（blauen Zonen）以及居民停车卡

(Anwohnerparkkarten)等细节。苏黎世交通局（Strassenverkehrsamt Kanton Zürich）

负责对于驾驶执照的说明以及进口车辆的具体事宜。 

生活中的一般垃圾由垃圾运输车在居民区负责收集。具体详情请参看垃圾收集日历（

Entsorgungskalender)也可以用手机下载“清洁的苏黎世”（Sauberes Zürich）的 APP

。垃圾收集是需要收费的；此项费用已经包含在您在购买白色苏黎世市垃圾袋（Züri-

Sack）的费用之内。苏黎世市垃圾袋在百货公司及零售商店均有出售。垃圾袋必须最迟

在垃圾收集日早晨七点以前堆放到垃圾箱（Container）内。在垃圾收集日历上您还可以

找到以下信息：每两周一次的废纸回收的日程安排，玻璃及金属回收点的位置，以及更

多关于垃圾回收处理的可能性。 

 

3. 工作 

对于持有欧盟成员国国籍的人员在瑞士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对于雇主雇佣非本国人员的

政策并非自动放开而是正在逐步放开，也就是说依然可能有所局限。 

依照瑞士对外国人法律的规定，任何非欧盟成员国公民将被视为第三类国家公民。作为

上述国家公民您需要获得工作许可证，方能进行营利性工作 (Arbeitsbewilligung für 

https://www.stadt-zuerich.ch/content/vbz/de/index.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pd/de/index/dav/parkkarten_bewilligungen/faq/faq_blaue_zonen.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pd/de/index/dav/parkkarten_bewilligungen/faq/faq_bewilligungen.html
https://stva.zh.ch/internet/sicherheitsdirektion/stva/de/home.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content/ted/de/index/entsorgung_recycling/sauberes_zuerich/persoenlicher_entsorgungskalender.html?selectAuswahlStrasse=Aspweg&selectAuswahlHausNrBesch=true&kalenderAnzeigen=false
https://www.stadt-zuerich.ch/ted/de/index/entsorgung_recycling/sauberes_zuerich/app.html
http://www.awa.zh.ch/internet/volkswirtschaftsdirektion/awa/de/arbeitsbewilligungen/drittstaaten.html
https://awa.zh.ch/internet/volkswirtschaftsdirektion/awa/en/arbeitsbewilligungen/drittstaa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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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ttstaatsangehörige)。本许可证由经济与劳工署负责签发。只有当工作许可签发后方

能开始工作。关于工作许可证申请的相关问题请点击此处。(FAQ)  

按常规来说，空缺的职位会在网络或者地区性及全国性的报章上发布。职业顾问(Berufs-

beratung）和职业生涯选择顾问（Laufbahnberatung），及苏黎世市失业中心 

(Regionale Arbeitsvermittlungszentren，简称 RAV)，将会全力帮助您。 

 

如果您因为家庭团聚原因居住在苏黎世市并且希望能得到在此开启职业生涯的帮助资讯

（Informationen zum Berufseinstieg），可以查看融合网站上的相关项目。您也可以找

到关于您在国外的学历是否能得到瑞士方面承认的信息。如果您有关于劳资法律问题需

要得到帮助和解决，可以免费与我们的劳工咨询部取得联系 (Arbeitsgericht)，或者咨询

我们的政府接待处的资讯柜台。 

 

4. 住宅 

在苏黎世市大部分的房地产属于私人。但与其他城市相比仍能够提供可观的国民住

宅 ）（gemeinnützige Wohnungen）满足不同收入人群所需。瑞士人购买住家房子并

不普遍，大多数人都是租屋。尽管有很多新建成的住家，苏黎世市的住房市场供给依

旧紧张；谁想要找一间合适的公寓，可得千方百计寻找（Suchmöglichkeiten）。 

与他人共同居住也是颇有讲究的。毕竟同在屋檐下，难免会有误解或者小摩擦产生。所

以这些可以通过房屋规定（Hausregeln）来妥善解决。重要的房屋规章制度  （

Hausregeln）有多种语言的章程，大多数都贴在住宅的入口处。 

 

5. 健康医疗 

苏黎世市出色的健康系统由执业医师、市立医院（städtische Spitäler), 大学医院

(Universitätsspital）与市属健康服务（städtische Gesundheitsdienste）构成，是一个密

集的预防与护理服务系统。 

瑞士的健康系统首先是建立在家庭医生诊所（Hausartzpraxen）的基础上的。您居住区

内的家庭医生也是您在紧急情况下的重要联系人，他们大多能很快为您效劳。在大多数

https://awa.zh.ch/internet/volkswirtschaftsdirektion/awa/en/arbeitsbewilligungen/drittstaaten.html
http://www.bfm.admin.ch/content/bfm/de/home/themen/arbeit/faq.html
https://www.sem.admin.ch/sem/en/home/themen/arbeit/faq.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laufbahnzentrum.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laufbahnzentrum.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laufbahnzentrum.html
http://www.awa.zh.ch/internet/volkswirtschaftsdirektion/awa/de/arbeitsmarkt.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stadtentwicklung/integrationsfoerderung/integrationsthemen/berufseinstieg.html
http://www.gerichte-zh.ch/organisation/bezirksgerichte/bezirksgericht-zuerich/rechtsauskunft.html
http://www.wbg-zh.ch/wohnungssuche/
https://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erschliessung/tab3/wohnen.html#adresslisten_undtippszurwohnungssuche
https://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prd/Deutsch/Stadtentwicklung/Publikationen_und_Broschueren/Integrationsfoerderung/themen_a-z/Wohnen/hausregeln_variante_stadt%20zuerich_%20oktober_13.pdf
https://www.stadt-zuerich.ch/gud/de/index/gesundheitsversorgung/medizin/stadtspitaeler.html
http://www.en.usz.ch/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stadt-zuerich.ch/gud/de/index/departement/organisation/staedtische-gesundheitsdienste.html
http://www.hausarzt.ch/content/index.php


 

 

Stadt Zürich 

Integrationsförderung 
 
Seite 8 

诊所的工作人员都具有多种语言能力（Sprachkenntnisse）。配有多种语言能员工的药

房(Apotheken）也可以向您提供有关的基础医学信息。儿童的医疗需求将由专业的儿科

诊所（Kinderarztpraxen）负责。 

义务性医疗保险（obligatorische_Krankenversicherung）为广泛的医疗需求提供资金。

低收入人群有可能受益降低的医疗保险费。苏黎世市医疗与环境部将向全体新居民发出

一封德文说明信（ Merkblätter ）并附上有关 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降低

（Prämienverbilligung）的信息。 

 

6. 儿童与少年 

公共中心和社区中心（Gemeinschafts-und Quartierzentren）（将在本摘要第 9 条中继

续说明）不仅能为少年儿童提供聚会场所，更有多种多样的业余活动机会。在这些中心

里经常设有母亲与父亲咨询指导中心（Mütter-und Väterberatungsstellen)，他们帮助父

母与子女处理各类的问题。 

对照管学龄前儿童苏黎世市有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托儿方式：托儿所（Kinderkrippen)，日

间父母（Tageseltern)或者游戏小组（Spielgruppen）。这些服务可以提供几小时或者整

天的托管服务。 

请尽量提早寻找托儿场所和机构 (verfügbare Betreuungsplätze)，苏黎世市政府也会为部分

托儿所和日托中心给予财政支持 (subventioniert)。 

 

7. 学校 

在苏黎世市的儿童至少需要就学 11 年——义务教育是从幼儿园到初级中学。幼儿园的入

学年龄是 4 岁。日托中心为您提供在幼儿园上课时间之外的家外儿童照管服务（Horte）

。城区学校维护（Kreisschulpflege）在居住社区内设有儿童注册学校或幼儿园。国民学

校（Volksschule）是免费的，学校欢迎家长的协助（Mitwirkung der Eltern）。在教育

部门的语言集合（«Sprachmappe»）中您可以找到被翻译为 10 种语言的关于学校系统

的最重要的信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您所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在其中结构清晰的十个

章节中为您呈现。 

http://www.doctorfmh.ch/
http://apo-zuerich.ch/de/02_adressen/00_adressen.htm
http://www.doktor.ch/kinderarzt-zuerich.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gud/Deutsch/SGD/Dokumente/KV/KV_Information_Sheet.pdf
https://www.stadt-zuerich.ch/gud/de/index/gesundheitsversorgung/krankenversicherung/obligatorische-krankenversicherung-kvg.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gud/de/index/gesundheitsversorgung/krankenversicherung/praemienverbilligung.html
http://www.gz-zh.ch/
http://www.stadt-zuerich.ch/kleinkindberatung
https://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familien_kinder_jugendliche/kinderbetreuung.html
http://www.gfz-zh.ch/tagesfamilien
https://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familien_kinder_jugendliche/kinderbetreuung/suche/stundenweise.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familien_kinder_jugendliche/kinderbetreuung/suchplattform.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familien_kinder_jugendliche/kinderbetreuung/suchplattform.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volksschule/betreuung_horte.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volksschule/schulkreise_kreisschulpflegen.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volksschule/themen_angebote.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volksschule/mitwirkung_partizipation/elternmitwirkung.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volksschule/themen_angebote/informationen_andere_sprachen.html


 

 

Stadt Zürich 

Integrationsförderung 
 
Seite 9 

 

8. 伴侣与家庭 

在每个生命阶段中都有家庭和个人的事件发生，对于其中一些改变时您是有申报义务的

。出生与婚礼日期或者伴侣关系都必须在市民身份管理处（Zivilstandsamt）办理登记, 

申明, 注册。丧葬处（Bestattungs- und Friedhofamt）是负责逝者葬礼的一切服务。 

苏黎世市的社会中心（Sozialzentren）为家庭的社会及经济问题提供援助。苏黎世市的

资讯柜台与法律顾问（Rechtsberatung）MIRSAH 将为您解答有关家庭的问题。

Infodona 顾问会用您的母语提供有关家庭的各类问题与困扰的咨询，比如法律、金融及

健康家庭类的问题。同时也包括行政管理类的相关帮助。 

 

9. 休闲生活与社团 

在城市的很多社区都设有儿童游戏场以及提供适合各年龄层次活动安排的公共中心 

（Gemeinschaftszentren）和社区中心（Quartierzentren）。裴斯泰洛其图书馆

（Pestalozzibibliotheken）在全市为儿童，少年以及成人提供选择广泛有且不同语种的

媒体资源（Medienangebot in verschiedenen Sprachen für Kinder）。体育机关（

Sportamt）提供有很多的体育设备的体育中心，并推广全民体育（Breitensport）。本地

固定义工将由苏黎世市自愿者（Kontaktstelle Freiwilligenarbeit） 或者临近城市协助者

（Nachbarschaftshilfe）调配。 

在瑞士很多的社会活动是由社团（Vereine）组织的。一般来说移民协会

(Migrantenorganisationen)，宗教社群（religiöse Gemeinschaften）都是社团形式的。

更多的信息和地址您可以在资讯柜台（Welcome Desk）索取。 

 

10. 税制 

瑞士的税制可划分为联邦税（Bundessteuer）、邦税（Kantonssteuer）和城镇税 

(Gemeindesteuer）三部分。在瑞士居住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有纳税的义务，每年必须

以工作收入及资产的申报纳税。纳税义务随着办理迁入登记时同时生效。 

http://www.stadt-zuerich.ch/zivilstandsamt
https://www.stadt-zuerich.ch/prd/de/index/bevoelkerungsamt/kontakt-oeffnungszeiten/kontakte_oeffnungszeiten_bfa.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d/de/index/unterstuetzung/beratung/erwachsene/sz.html
http://www.sah-zh.ch/mirsah/
http://www.stadt-zuerich.ch/infodona
http://www.gz-zh.ch/
http://www.gz-zh.ch/
http://www.pbz.ch/
http://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prd/Deutsch/Stadtentwicklung/Publikationen_und_Broschueren/Integrationsfoerderung/Neu_in_Zuerich/Broschuere-Fremdsprachige%20Medien-Maerz%202013_Website.pdf
http://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sport.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ssd/de/index/sport/angebot-service/sportverein-suchen.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freiwillige
http://www.nachbarschaftshilfe.ch/
http://www.vereine.ch/
http://migrantenvereine.ch/
https://integration.zh.ch/internet/justiz_inneres/integration/de/welcome/religionsgemeinschaften.html
https://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prd/Deutsch/Stadtentwicklung/Publikationen_und_Broschueren/Integrationsfoerderung/Andere_Sprachen/Chinesisch/WelcomeDesk_chinesisch_Ansicht.pdf
https://www.steueramt.zh.ch/internet/finanzdirektion/ksta/de/online_anfragen/bundessteuer.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fd/de/index/steuern.html
http://www.stadt-zuerich.ch/fd/de/index/steuer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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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居留, 或没有同瑞士公民, 或持有瑞士长期居留许可的人员有婚姻关系的苏黎世外籍

雇员必须缴纳预扣所得税 （Quellensteuer)， 该项税金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 

 

11. 保险 

社会保险（Sozialversicherungen）在瑞士是义务性的，这些保险确保了经济的存在。可

以分成以下五个类别： 

• 养老保障、退休保障以及伤残保障（简称 AHV/IV）， 

• 医疗保险与事故保险（Kranken- und Unfallversicherung）， 

• 服务类从业人员孕产期的代工（简称 EO）, 

• 失业保险（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简称 ALV） 还有 

• 家庭津贴。 

除了医疗保险外（详见本摘要第 1 条和第 5 条），每项社会保险金都是直接从工资中扣

除。 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硬性规定，但是办理家庭财产保险  （Hausrat）与个人责任 

（Hausrat- und Privathaftpflichtversicherung）险都是很受欢迎的。在融合网站上能查

阅到关于该方面的简介（zusammenfassende Broschüre）。 

 

http://www.steueramt.zh.ch/dam/finanzdirektion/ksta/quellensteuer/fuer_arbeitgebende_arbeitnehmende/informationsblaetter_1/infoblatt_qst15_de.pdf.spooler.download.1421062077529.pdf/infoblatt_qst15_de.pdf
https://www.bsv.admin.ch/bsv/en/home.html
https://www.ch.ch/de/privathaftpflichtversicherung
https://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prd/Deutsch/Stadtentwicklung/Publikationen_und_Broschueren/Integrationsfoerderung/Neu_in_Zuerich/wissenswertes_fuer_neuzugezogene_versicherung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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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紧急电话号码 

火警   118 

警察    117 

救护车   144 

急救医生  0800 33 66 55 

中毒   145 

Violetta 妇女庇护所 044 350 04 04 

家长求救专线  0848 35 45 55 

儿童与少年求救专线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