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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童话小国
  

一、捷克,波西米亚的风情世界

捷克——优美、苍老、深邃、宁静、魔幻，这个中欧小国有着太多的惊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

轻》的作者米兰-昆德拉的故乡——布拉格；被联合国评为世界遗产的克鲁姆洛夫小镇；具有中世

纪风格的温泉小镇卡罗维发利；闻名全球的人骨教堂；被公认为是最优质、璀璨夺目的水晶；誉

满全球的百威和比尔森啤酒；木偶人的故乡⋯这当中每一个都是你前往捷克的理由，然而捷克的

魅力又绝不仅限于此，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才能感受它的神奇~ 

圣诞节的布拉格广场像个童话故事(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随性而自由的波西米亚风正是起源于这块土地，它代表着捷克人的轻松与浪漫以及叛逆的生活方

式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向往。漫步在布拉格古老的石板路上,听着远处的钟声，仿佛时间钟摆停驻

在中世纪；闲逛于浓郁波西米亚风情的小镇，能治愈灵与肉的顽疾。随着本攻略，让我们先来初

尝一下捷克的魅力吧！

最佳旅游时间：

  捷克地处北温带，受海洋气候影响较大，年均气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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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月是捷克的最佳旅游时间，6月和9月，捷克气候温和，雨量不多，7月～8月为旅游旺季，

也是泡温泉的最佳时间。 

捷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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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的办理

签证信息：

1. 申请捷克签证须由申请人亲自递交。如果申请人年龄小于15岁,申请人不需亲自递交申请材料

可以由其合法监护人代交。

2. 申请表须真实并清楚地用罗马大写字母填写,并且由申请人本人签名(年龄小于15岁的申请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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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监护人代签）。

3. 照片尺寸为3.5x4.5公分,底色勿为红色或深蓝色,并粘贴到申请表的相应位置

4. 旅游证件有效期应至少从在捷克停留的可能期限延长90天。

5. 申办停留期短于90天（包括90天）的签证应在申请表递交后的30天内办理。但是一般会在10个

工作日内做出决定。

6. 申办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签证应在申请表递交的90天之内由捷克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局

办理。申办停留期在90天以上的留学签证应在申请表递交60天之内办理。

其它所需证件或材料应与申请一并递：

1. 申请人须出示所要求材料的正本和复印件,正本在签证申请程序完成之后返还申请人（例如,邀

请函,保险,飞机票⋯）。如果申请停留期超过90天签证,正本不退还。

2. 保险（投保金额至少为30,000欧元的旅游医疗保险并且包括一切急救治疗 费用或因医疗原因的

遣送回国费用）保险可根据申请人自己的选择在中国境内办理,此保险须在捷克有效。

3. 官方邀请函可在捷克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局领取并且须由此机构认证。此项由主办人（

邀请者）或邀请公司在捷克安排。

4. 护照颁发地为上海,浙江,安徽和江苏的申请人应在捷克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

在申请人递交各自的申请材料、使馆受理材料的同时一并收取费用。如果被拒签,已交费用将不再

退还给申请人。签证费用受汇率浮动影响。收取费用时一律使用现金 （币种为人民币）。

5. 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以及其它全部材料的递交并不保证一定颁发签证。持有签证不保证有权

进入捷克共和国,最后的决定由捷克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局在边境交界处做出。

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 建国门外 日坛路 2号 100600

电话： (+8610) 85329500

传真：(+8610) 65325653

信箱： beijing@embassy.mzv.cz

工作时间：

办公处： 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16:30； 访问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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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处对外的接待时间：

90天之内的短期签证申请： 星期一 8：30-10：00,星期二 8：30-11：00,星期四 8：30-11：00；

90天以上的长期签证申请： 星期一 10：00-11：00,星期三 8：30-11：00 (请登陆网站： 

www.visapoint.eu； 进行注册预约,申请者必须提供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予以注册。未预先注册的申

请者不予以受理。)

以下为捷克驻华机构：

捷克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 娄山关路83号新虹桥中心大厦808室

电话： (+8621) 62369925, 62369926

传真：( (+8621) 62369920

电子信箱： shanghai@embassy.mzv.cz

网址：www.mfa.cz/shanghai

捷克共和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港口路 23号 大鹰中心 1204-5

电话： (+852) 28022212

传真：( (+852) 28022911

电子信箱： hongkong@embassy.mzv.cz

网址：www.mfa.cz/hongkong

旅人提示：

捷克共和国已加入申根国家,持有有效的申根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入境捷克共和国,申办停留期短于90

天的签证应在申请表递交后的30天内办理。但是一般会在1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在捷克法定节

日期间,签证处休息。

捷克法定节日为：1月1日、3月24日、5月1日、5月8日、7月5日、7月6日、9月28日、

10月28日、11月17日、12月24,25,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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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兑换

自动货币兑换机

捷克加入欧元区最具可能性的时间将是2013年1月1日。所以目前还使用捷克克朗,因此游客可以带

一些欧元或美金到当地进行兑换。布拉格机场的自动货币兑换机,上面有各国货币的牌价

。一些大的商场及饭店,大多数购物中心可以使用信用卡。

取消现金交易和寻求帮助：

American Express（电话 026762121),

万事通卡（电话 080015096）

Visa卡（电话 080018397）

旅人提示：

游客千万注意不要到一些旅游景点附近写着各种Exchange牌子的兑换店,那里会收你高昂的手续费

。也可以去捷克当地的正规银行进行兑换,那里一般都会及时标注当前针对各种货币的汇率。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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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了捷克一些主要的银行：

�NB （中央银行）：www.cnb.cz

�S： www.csas.cz 

KB： www.kb.cz

�SOB： www.csob.cz

货币

捷克货币的单位是克朗,是由捷克国家银行发行,面值由1哈莱士到5000克朗不等。捷克克朗（Czech

koruna 原符号：Kcs.; Cz Kr 标准符号：CSK）,在中国国内没有兑换。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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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须知

1、携带白酒数量不能超过1升,葡萄酒不能超过2升,香烟不能超过100支；

2、 携带医疗用品不能超过个人所需。

当地情况

1、电压：220V,双孔圆形插座,请提前购买转换插头；

2、国际电话：国内手机开通国际漫游可使用,或在当地购买电话卡,往中国拨打电话加0086-区号-

电话号码,如北京拨0086-10-电话号码,手机直接拨0086-手机号；

3、气温：1月份平均气温-5～-1℃,7月份19～21℃；

4、时差：冬季比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夏季晚6个小时；

6、可带上游泳衣裤,因捷克全国各地有许多著名温泉。

7、紧急联系电话：

中国驻捷克使馆： 23 302 8888

警 察 局 ：158

急救中心： 155

消    防 ：150

统一紧急救助 112

当地习俗

1、捷克人在穿着上比较讲究,正式场合都是西装或长大衣,天气寒冷时还戴帽子,围较长较宽的漂亮

的围巾,妇女爱穿具有传统风格的黑色或深红色裙,一旦结婚,男子就把羽毛从帽子上摘下来。

2、捷克民族将玫瑰花视为国花,人们普遍忌讳红三角图案,受欢迎的谈话内容是体育运动等,不受欢

迎的话题是政治问题和家庭琐事等。

3、捷克人受教育程度较高,音乐素养较好,在公共场合不要高声喧哗,购物时排队礼让,讲究秩序。

4、捷克人忌讳13这一数字,不喜欢别人了解个人隐私,尤其不喜欢打听女性的年龄,捷克人不喜欢柳

树、柳木制品和菊花,重视红白喜事,特别重视庆祝50岁生日,向外宾一般赠送水晶玻璃制品,赠送鲜

花的枝数为单数,白色象征纯洁,红色象征热情。

5、捷克人的饮食以猪肉为主,传统民族菜是烤猪肉、酸菜和馒头片,餐口味偏咸,饭菜较油腻,喜饮啤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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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备物品

1.首先自然是证件,护照,入境资料等，应随身携带你的护照。

2.带一些常用的平安药及紧急医疗用品。如感冒、腹泻、消炎、头痛、晕车等。有心脏病、哮喘

等疾病者还要带上你自己的常用药,以应不时之需,因为欧洲的医疗费相当昂贵。

3.准备好一次性用品,如牙刷、牙膏、拖鞋等,因为一些欧洲酒店出于环保意识往往没有这些东西。

4.建议携带一个插头转换器。捷克的是220伏电压,但是是圆孔插头。

5.最后自然是最重要的,信用卡,最好是人民币和欧元的双币卡，这样可以减少汇率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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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捷克最非凡的体验

   

1、拜访卡夫卡故居,感受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来到布拉格，走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表演，不自觉的就会沉浸在一种文化和艺术的气

息里。这时你是不是会回想起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主人公对于爱情的追

求，以及让读者对于人生与命运的思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布拉格也无法忽略－卡夫卡，在布

拉格，我们常常能在各种香烟盒、圆珠笔、蜡烛上见到卡夫卡的头像。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却

以神奇的力量虏获了世界无数读者的心，也让布拉格成为了卡夫卡迷的朝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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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小房子就是卡夫卡的故居(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旅人提示：

卡夫卡的故居在旧城拉德尼斯街5号，离著名的老城广场不远，地处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街，由于

被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商店包围，淹没在一片五光十色之中,反而不容易被游客发现。

   

2、在布拉格城堡的古老城池中,穿越到千年之前

站在查理大桥上，可以远远的望见恢宏的布拉格城堡。布拉格城堡为欧洲十大古堡之一，至今已

有1000多年历史，直到现在仍然是总统与公家机关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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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城堡坐落在伏尔塔瓦河的西岸，可以从查理大桥的西边朝拜特申山上进发。在途中你完全不会注

意到自己拾级而上的疲劳，只会流连在远眺布拉格整个城市的美景和眼前越来越近的气势恢宏的

城堡，乳黄色的宫殿，铁灰色的教堂，淡绿色的钟楼，以及白色的尖顶。在城堡内部，可以看到

长长的宫殿包围着圣维特教堂，可见捷克古代的统治者对于天主教的重视。穿过这座捷克最大的

有着精美雕刻的教堂，就来到了著名的黄金巷,黄金巷两旁小屋林立，宛如童话故事里的小巧房屋

，留存着历史的气息，这是布拉格最诗情画意的街道。

在布拉格城堡外面的广场，可以俯瞰整个布拉格的全景，不免令人惊叹其建筑的多姿。布拉格被

称为‘百塔之城’，整个城市都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如同在观摩一个建筑博物馆，

一一可以例数各种风格的建筑，不免钦佩于捷克人民的智慧。

   

3、漫步在布拉格蜿蜒的小巷,驻步于美丽的老城广场

布拉格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哥特式、巴洛克的建筑随处可见。老城区很少见宽

阔的马路，大都是铺满小石板的蜿蜒小路，漫步在其中就仿佛置身于童话故事中，忘却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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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夕阳西下时，远处的钟声荡漾在你耳边，牵着恋人的手漫步于深深的小巷中，欣赏着两旁的各

式特色建筑和小店，那种不可言说的浪漫你一定心领神会！ 

布拉格黄昏的广场——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

看”。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此时就是你眼前的风景，你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这个有着900

年历史的广场，素有布拉格心脏之称，其精彩和美丽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任何人走到这都会不由

自主的停下脚步，去欣赏周边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的各种美丽建筑。如果还想

更小资一点，你也可以选择在广场边上的露天咖啡厅点上一杯自己钟爱的咖啡，边品咖啡边看风

景。

   

4、肉食者的天堂——吃遍捷克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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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童话小国
在外面欣赏了一天的美景，饥肠辘辘,这时候找一家捷克特色的餐馆饱餐一顿真是件惬意的事情。

捷克当地人喜好肉食，你要是肉食动物真的有口福了。点一份捷克国菜Knedliky吧，是由烤猪肉

配以饺子和酸白菜组成。烤猪肉是当地的特色，阵阵的香味可以最大程度的刺激你的味蕾，再加

上用牛奶和面粉做的洋饺子配上点酸菜，真的是油而不腻。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同样属于国菜的还有猪肘，菜是紫甘蓝、酸黄瓜、奶酪碎等，有的还配有一叠面包。从这个菜中

你可以充分的了解捷克人惊人的食量，他们可以狼吞虎咽的把这一整盘的美食吃的干干净净，再

来一大罐儿啤酒，所以大肚翩翩的捷克人不在少数。

   

5、在百威啤酒的老家来一杯正宗的百威啤酒

百威啤酒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它的老家就在捷克的布杰约维采。这是一座迷人的中世纪老城，位

于布拉格和CK小镇之间。走在布杰约维采的大街小巷中，发现整个城市的建筑散发出一种浓厚的

德国情调。来到普热密斯尔二世纪广场上时，不禁会想起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因为同样的在广场

周边是巴洛克式哥特式的建筑群，非常漂亮。但它远比老城广场大，是捷克最大的广场。从拉诺

瓦路方向你可以登上高达72米的黑塔，俯瞰老城区美丽的街景，别具一番风味。还可以去南波西

米亚博物馆，去体验一下历史和波西米亚自由浪漫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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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大名鼎鼎全球最畅销的百威啤酒的故乡，最重要的事，当然是在街边找个特色的小酒吧，去

品尝原汁原味天然的百威啤酒，令你一天的旅程变得格外清爽。

旅人提示：

布拉格有通往此地的火车和长途车，班次频繁，火车2.5小时可以抵达。

老城区有一间百年老店“肉馆饭店”，在这里，你可以喝到正宗的捷克百威啤酒，餐厅还有正式

的厂家授权呢！

   

6、惊悚一次,访问闻名全球的人骨教堂

如果你不知道这座普通外表的哥特式建筑里面惊人的内容，你可能会匆匆而过。坐落在小镇库特

纳霍拉的人骨教堂，莫名充斥着波希米亚式神秘，是最匪夷所思的地标。教堂的周边是一些精致

的墓地，肃穆而不失富贵的墓碑昭示着此地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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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骨教堂的外观(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在踏入教堂的那一刻，你一定会屏住呼吸开始进入这神秘的恐怖艺术的殿堂。除了上万具骸骨外

，你不由的为它内部装饰的精巧惊叹，最初的那种敬怕之情也会慢慢的消除。墙上有各种人骨装

饰的图案、教堂的历史，就连中间的吊灯和天使坛也是用人骨点缀而成，天使坛上的圣婴是生与

死的彼岸，更是一脉相承的浮屠。在西方文化中骸骨不仅是惧然，更多的是意味着是对生的尊敬

。

交通：布拉格火车站每天有7班火车开往这里（98捷克克朗,55分钟）

旅人提示：

这座教堂平时警戒森严，只在周日和每年11月20日(相当中国的鬼节)，才对外开放。让一般民众

入内祈福。

   

7、木偶剧丝线牵动捷克魂,奇幻黑光剧激发想象力

捷克的木偶不是木讷的张张嘴巴抬抬手臂，每一个木偶都是有灵魂的。捷克人痴迷木偶剧，在瓦

茨拉夫大街上、旧城区的巷子里、或者查理大桥的两头，只要人能走到的地方，一定就有玩耍木

偶的街头艺人和形形色色的木偶店，橱窗也定是被塞得满满的，而且还会层层叠叠地挂满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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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任意一家街边的小店，都会找到各式各样在童话故事中出现的造型逼真可爱的小木偶，看着

这些形象可爱的小人也许会重新发现自己的童真，记起儿时的那些童话。 

黑光剧的舞台布景是全黑的，演员也全身着黑衣或蒙上黑布，台前只以两盏灯光照射，因此演员

看起来几乎是隐形的。演出时演员手持涂上萤光的道具、或在身体某些部位涂上色彩，让舞台上

显现出许多奇妙的影像；黑光剧用音乐、手势、舞蹈和其特有的技术与观众交流，而不是语言。

黑光剧的表演带有些许不确定的神秘，这是它特有的，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同时它也

是没有国界的艺术，没有文化差异，任何语种和地区的观众都能看懂。黑光剧从来不卖录影带，

来到捷克必不可错过此机会亲自进入剧场去享受那幻化的时空和瑰丽的场景，过一把临场视觉魔

术的盛宴。

体验地点：

国家歌剧院

交通：位于Wilsonova街4号,国家博物馆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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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温泉小镇卡罗维发利,不泡温泉喝温泉

波西米亚西北部，密集的遍布了很多的温泉小镇，最富盛名的当属温泉城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简称KV）。 

KV小镇街头(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卡罗维发利虽说是一个温泉小镇，但其实也是一个观光的极好的去处。整个小镇藏于山谷之中，

中间流淌着一条小河，涓涓细水趟过，让人觉得小镇与自然的一种浑然一体。小河两旁的五颜六

色造型精致的小屋，恢弘的长长的温泉回廊，及路边各色漂亮的温泉杯都是吸引游客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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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别忘了买个自己最钟意的温泉杯喝上一杯温泉水，是对你身体最好的交代。因为当地温泉

具有特别疗效，包含40多种矿物质，是全捷克乃至全欧洲知名的疗养胜地。

另一个不可错过的体验，就是去007著名的外景地“皇家赌场”casino一把，在007住过的帕普酒店

感受一下007那种潇洒刺激的传奇生活。

旅人提示：

从布拉格florenc车站出发的公共汽车开往这里，130克朗，2小时15分钟即可到达。

   

9、回游中世纪,逃往波希米亚风情小镇 

克洛姆罗夫(克鲁姆洛夫)，传说中欧洲最漂亮的小镇之一。坐着大巴穿过一望无际的田野，来到

了捷克的最南端，远远就可以看到小镇里呈S型的小河和高高耸立的城堡。走入小镇，会发现所有

的街道和建筑都保存着中世纪的风格，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桃源之中，完全远离了现代文明

。绕着S型的小河行走，看着河边的古老的小房，又会仿佛觉得是在江南水乡，感受着那份清新和

扑面而来的淳朴气息。来到了小河的上游，登上古老的城堡，处处保留着历史的踪迹，不禁让你

想象古代小镇的人们那种安静恬淡的美好生活。城堡的另一端有着一座高高的彩绘塔，也许它本

身就是一件巨大的艺术品，象征的捷克人民的智慧。在这里可以登高望远，欣赏整个小镇的绮丽

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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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旅人提示：

从布拉格florenc车站出发的长途汽车出发，3小时可以到达，价格是160捷克克朗。

   

10、避世之旅布尔诺,远离尘嚣的乖巧小城

布尔诺是座古老的城市，已经八百多岁了，这座历经了大摩拉维亚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

国和二次大战的朝代更替的老城，无论教堂、广场还是雕塑都依然渗透着历史的痕迹。当你漫步

在老城的古街老巷里，呼吸到的是远离尘嚣的安静生活气息，整个老城几乎都在步行的范围内，

可以让你从从容容地玩个爽快。 

                                               23 / 7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75&do=album&picid=54467


�������

捷克：童话小国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旅人提示：

从布拉格开往布尔诺的火车每两小时一班，车程3小时，160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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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拉格：古老的童话世界

布拉格这个名字来源于德语,意思为“门槛”,原因是伏尔塔瓦河在这里流经一个暗礁,好像越过一

个门槛。

尼采说：“当我想以一个词来表达音乐时,我找到了维也纳；而当我想以一个词来表达神秘时,我只

想到了布拉格。”布拉格(Prague)是捷克的首都,是全世界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城

市,有着包括布拉格城堡在内的无数历史遗产。布拉格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

物达2000多处,在旧城区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能找到13世纪以来的古老建筑,保持着中世纪的模样。

市内有很多塔式古老的建筑,因此被称为“百塔之城”,罗马式、哥德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等

各种建筑类型给布拉格增添了很多文艺气质。

1、老城广场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来到布拉格,绝对不能错过这个生气蓬勃又饶富古意的老城广场,这里被称为“布拉格心脏”。许多

中国游客是听过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歌词中的广场就是指老城广场。老城广场已有900年的

历史,是人们集会的场所,可以看到跳着美丽舞蹈的女子和拉风琴的男子。广场周围有巴洛克、洛可

可、罗马式、哥特式各色建筑。

老城广场观赏重点：旧市政厅、天文钟、迪恩圣母院、查理大学（1348年的中欧最古老的高等学

府）、广场中央1915年建成的胡斯像（以纪念查理大学校长胡斯诞辰500周年）。

2、查理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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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桥建于1357年,是一座14世纪最具艺术价值的石桥。查理大桥就横跨在伏尔塔瓦河上,桥长52

0米,宽10米,有16座桥墩,大桥两端是布拉格城堡和旧城区,是历代国王加冤游行的必经之路。在桥上

可以观赏到艺术家的表演,还有一些手工艺创作表演,已经成为布拉格艺术的展示场所,在桥上还可

以买到很多艺术品,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装的木偶。

(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这座欧洲最古老最长的桥上有30尊圣者雕像,都是出自捷克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被欧

洲人称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塑像美术馆”。现在原件已经保存在博物馆内,大部分已经换成复制

品,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桥上的一尊铜像的某些部位已被游人摸得发

亮。其中桥右侧的第8尊圣约翰雕像,是查理桥的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位置,就是当

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点。

地址：从老城广场步行,穿过黄金巷,沿着伏尔塔瓦河下行的第一座桥即查理大桥。

3、布拉格城堡

长久以来这里一直是布拉格的王室所在地,现在仍然是总统与国家机关所在地。最重要的圣维特大

教堂,是整座城市最古老的部分,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城堡里最主要的三个景点分别是圣维特大

教堂、黄金巷和旧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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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城堡内的圣维特大教堂非常宏伟,颇有气魄,灰黑色的哥特式建筑高耸入云。圣维塔大教堂的几个参

观重点包括20世纪的彩色玻璃窗、圣约翰之墓和圣温塞斯拉斯礼拜堂。教堂的大型彩色玻璃是布

拉格著名画家穆哈的作品。圣约翰墓位于圣坛后面,用纯银装饰,非常华丽。圣温塞斯礼拜堂,金碧

辉煌,以金色为主色调,比纯银的圣约翰墓更加奢华。

旧皇宫的内部装饰并不复杂,但其建筑本身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中午12点时,会举行士兵换

岗仪式,每逢此时,都会聚集许多游客。

交通：

乘22路有轨电车到Prazskyhrad站下,也可乘A线（绿线）地铁在Malostranska或Hradcanska站下,通过

查理大桥,沿着石阶向上,经过ST.Nicholas教堂和LoretoShrine教堂就可以到达了。

地址：PragueCastle

开放时间：4月－10月,每天9：00-17：00,11月－3月,每天9：00-16：00。

门票：除圣维特大教堂、旧王宫和黄金小巷需要付250捷克克郎购票外,参观城堡不需门票。

4、国家博物馆（Narodni Muzeum）

国家博物馆建成于1890年,是一座新文艺复兴式建筑,位于瓦茨拉夫广场边。由历史博物馆、自然博

物馆、图书馆等组成,入口处陈列着历史和博物学之神的雕像,馆内展出捷克历史文物,涉及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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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等,博物馆内部由大理石装饰而成,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历史壁画,很具特色。二楼的一个大

厅,有很多展示传统手艺的摊点,一些妇女穿着蓝白相间的裙子,用白色糖浆在饼干上面绘制图案,或

者用机器在蛋壳上面印上花纹,周围经常聚集了很多游人。穿过走廊就可以看到波西米亚水晶的展

馆,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

地址：Praha1,Václavskénáměstí68

电话：(02)24497111

开放时间：5月～9月,10：00～18：00；十月～四月,09：00～17：00。周日免费开放。

5、瓦茨拉夫广场

又名温塞斯拉斯广场。如果说老城广场是古建筑的代表,那么瓦茨拉夫广场就是现代化生活的杰作

。广场中的巴佳百货建于1930年,是一座典型的实用主义风格建筑,或者说是一片弥漫着物欲香气的

钢铁森林。百货公司从早到晚都是懒洋洋的,隔壁赌场却通宵达旦地作乐。夜晚的瓦茨拉夫广场令

人心跳加速,当霓虹灯亮起来,一辆辆名贵轿车泊在赌场门口,小酒馆、咖啡馆和跳舞俱乐部开始正

式进入角色,而瓦茨拉夫广场也醒了。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广场周围有为数众多的旅馆、饭店、大型商店,是游客云集的地方,热闹非凡。长750米、宽60米的

瓦茨拉夫大街与瓦茨拉夫广场构成了布拉格新城的中心。瓦茨拉夫大街直通到底便是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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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耸立着古代皇帝圣瓦茨拉夫的雕像。

6、国家歌剧院（National Opera）

国家歌剧院历史悠久,建筑华丽,歌剧院内部也布置的相当豪华,也曾演出过捷克最具传统的表演艺

术－木偶戏,戏剧最出名的是莫札特的名歌剧－唐璜。木偶戏从十六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期间就

开始流行,而且当时的木偶跟真人一样大,且用德语演出,而一些不会德语的小剧团就在外地或乡间

作巡迴表演,由造诣深厚的剧作和音乐家编剧,更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民俗故事。

歌据院当初是由统治捷克的德国人所建,后来由于捷克独立,于1960年重建,以演出捷克人的创作为

主。

交通：位于Wilsonova街4号,国家博物馆东侧。

7、黄金巷

(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黄金巷位于布拉格城堡内圣乔治大教堂和玩具博物馆之间,是一条出售手工艺品的商业街,热闹程度

与查理大桥不相上下。16世纪罗马帝国时期,这里居住了很多冶金师,后来这条石砖便被称为黄金巷

。小巷不大,任何建筑都是小小的,色彩丰富,像童话王国里精灵的居所。黄金巷22号一间水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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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就是一百多年前卡夫卡的居所,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小书店,是布拉格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8、圣维特大教堂

圣维塔大教堂经过3次扩建,1929正式完工。属哥特式教堂,大门上的拱柱等装饰都很华丽。布拉格

王室的加冤仪式在此举行,以往王室的遗体也安葬于此,这里还保存着国王的王冠和加冕用的权杖等

。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圣维塔大教堂的几个参观重点包括20世纪的彩色玻璃窗、圣约翰之墓和圣温塞斯拉斯礼拜堂。教

堂的大型彩色玻璃是布拉格著名画家穆哈的作品。圣约翰墓位于圣坛后面,用纯银装饰,非常华丽。

圣温塞斯礼拜堂,金碧辉煌,以金色为主色调,比纯银的圣约翰墓更加奢华。

交通：乘22路有轨电车到Prazskyhrad站下,也可乘A线（绿线）地铁在Malostranska或Hradcanska站

下,通过查理大桥,沿着石阶向上,即可看到圣维特大教堂。

9、天文钟

旧市政厅外墙上大名鼎鼎的天文钟,分为上下二座,是一座精美别致的自鸣钟。根据当年的地球中心

说原理设计,上面的钟一年绕一周,下面的一天绕行一圈。每逢正点都会有包括骷髅拉动时间、圣徒

现身、雄鸡鸣叫等各种报时。每天中午12点,十二尊耶酥门徒从钟旁依次现身,6个向左转,6个向右

转,随着雄鸡的一声鸣叫,窗子关闭,报时钟声响起。这座大钟至今走时准确,当地人常常在此驻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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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表的时间。阿诺�施瓦辛格的《魔鬼末日》便是在这里取景。据说为了保证世上没有同样的

钟出现,建造此钟的工匠被刺瞎了双眼。

二战期间,天文钟惨遭战火焚烧,分别于1948年和1979年重修,根据当地古老的传说,如果钟没有妥善

维护,这个城市就会面临灾难。

旧市政厅里天文钟是最著名的天文钟之一,钟的核心部分完成于1410年,钟盘上画着代表地球和天空

的背景,并且有四个主要的移动的圆盘,分别是黄道十二宫圆盘,老捷克时间表,太阳和月亮。1870年,

又在钟的下方增加了一个日历表。

交通：位于旧市政厅上方塔楼,乘A线（绿线）地铁在Staremestska站下即到。

10、跳舞楼

弗莱德和金格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红极一时的踢踏舞明星。两人合作上演了多部轻歌曼舞

的喜剧电影,其柔软的舞姿和不失现代感的利落风格倾倒无数狂热的影迷。跳舞楼左边那幢玻璃楼

就是舞后金格,而右边的白楼显然就是她的舞伴弗莱德了,楼顶的半球形玻璃餐厅俨然是他的礼帽,

那个在四层楼处陡然伸出的、也是整幢大楼中惟一的阳台,仿佛是弗莱德搂住金格腰的那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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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这幢充满艺术气息的楼是银行。上世纪90年代初,荷兰投资银行专门请盖瑞设计并建造了这幢大楼

。跳舞楼大多是银行的办公室,底层有个咖啡厅,还有就是弗莱德的“礼帽”———那个别致的球形

餐厅。餐厅四面都是窗,从每个窗口看到的风景各不相同,可以看到著名的圣维特大教堂。

跳舞楼是一栋形状怪异的楼房。他的外形扭曲,跟一般四正的大厦不一样,更跟古朴的建筑大相径庭

,很是有趣。也叫“弗莱德和金格之楼”,是以完整古城风貌著称的布拉格市内“惟一的现代派建筑

”。

交通：沿查理大桥向后面的桥走,第二座桥旁边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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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生命不能承受之美

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一个距布拉格约60多公里的小镇,坐火车1小时即到。

小镇建于公元10世纪,属于SLAVNLK家族,公元995年,该家族成员全部遭暗杀身亡,MARKVARTLC家

族趁机吞并了该地区。公元14世纪时,这里因为开采出银矿而飞速发展,和布拉格竞相成为波西米亚

最重要的城市。它是当之无愧地波西米亚中心,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到此一探波西米亚风情。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但还有更多的人来KUTNA HORA,也许是为了举世闻名的被评为联合国文化遗产的人骨教堂。

旅人提示：

KH有两个火车站,其中Kutna Hora hlavi

nadrazi(hl.n.)距离人骨教堂比较近,也就是我们一般从布拉格中央车站前往的目的地；另一个Kutna

Hora Mesto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距离圣巴巴拉教堂,也就是镇中心很近。假如只去人骨教堂,那么只要

在布拉格中央车站买往返Kutna Hora hl.n.的车票就好,大概184KC,人越多价格越便宜。

圣芭芭拉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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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刚走进小镇的时候刚映入眼前的是圣芭芭拉大教堂,中欧地区的一座著名哥特式教堂。

人骨教堂（KOSTNICE）

教堂的正式名称是Kostnice Ossuary,位于一个墓园里,墓园的面积不大,却是很有些来历。1278年,Sedl

ec修道院（人骨教堂前身）院长Henry受国王派遣,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带回了一掬耶稣受难地各各

它的泥土,撒在这个墓地上。

埋骨于圣土可上天堂,于是这里闻名于中欧,不少达官显贵都期待能在此落葬。

14世纪时,黑死病肆虐,欧洲骤减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多达2500多万,墓地一时紧缺,许多地方不得不将

原有的尸骨挖出,安葬新近过世的人。之后捷克又遭遇胡斯战争,大量死亡人口使修道院决定再建一

座礼拜堂,来容纳多年积存下来的遗骨,于是有了今天的人骨教堂。

票价：成人票价60KC,学生票40KC。

地址：距布拉格以东约60多公里的KUTNA HORA小镇

开放时间：人骨教堂中午12－13点午休,下午4点左右关门。开放时间会随季节调整,去之前需要再

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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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充满小资诱惑的温泉疗养小城

卡罗维发利这个捷克小城混合了多种元素,富豪的、奢侈的、浪漫的、休闲的、艺术的⋯⋯但用一

个普遍都能接受的词来概括这座小城,恐怕“小资”较为合适。如果用世界其他城市来与她比较,我

觉得卡罗维发利有点象蒙地卡罗或者嘎纳,虽然她旁边没有地中海。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帕普酒店（GRAND PUPP HOTEL）酒店

这就是当地最出名的在电影中007住的酒店,帕普酒店堪称欧洲最古老的豪华饭店此酒店也是卡罗

维发利电影节的指定酒店,电影节期间根本订不到房间,都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影人嘉宾包掉了。

12眼温泉水

城里能够饮用、沐浴、治病的12眼温泉水,一直是欧洲权贵和名流关注的地方,平均水温达到72摄氏

度,世界上的许多名人,如马克思、彼得大帝、贝多芬、果戈里等都来过这里。

温泉回廊（Mlynska Kolonada）

卡洛维瓦利拥有多达100多处的涌泉口,不但温度各异且就连疗效也多达数十种。19世纪时为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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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修养的旅客能够轻松取用泉水,因此特别设计一座座回廊,串连起十几口温泉出水口,人们得以

在悠闲的散步过程中逐一品尝。

(图片由网友 @糖果小姐 提供)

温泉回廊主要分布在提伯拉河（Tepla）的右岸,从北到南分别为公园温泉回廊（Sadová

kolonáda）、磨坊温泉回廊（Ml�ská kolonáda）、市场温泉回廊（Market kolonáda）。

乘车：从布拉格到卡罗维发利,性价比最高的交通方式就是大巴车。Student Agency和Eurolines大巴

公司往返卡罗维发利的车次密集,每小时一班,票价6.1欧元。只要在出发前30分钟都可免费取消或

修改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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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克鲁姆洛夫：回到中世纪的波希米亚小镇

捷克,大部分人想到的最多，最向往的可能是布拉格,但是去过克鲁姆洛夫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被评

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小镇比布拉格别有一番风味。

克鲁姆洛夫是文艺复兴与洛可可艺术的结晶,给人的感觉就像波西米亚的花纹,用简洁的线条和简单

的装饰,去承载那些悠悠漫漫的美丽与哀愁。

(图片由网友 @玩命的旅途 提供)

克鲁姆洛夫的美是令人窒息的,蓝天的深沉与白云的轻柔使小镇如梦如幻。远方是无边无际的绿地,

眼前是蜿蜒起伏的小河,以及与河畔连成一片的红屋顶的 房屋,一切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河面上划舟戏水的健儿打破了静谧,带给这座古朴的小镇以盎然的生机。让人惊觉此时此刻不是在

伦勃朗的画中,竟是在真切的生活中。

克鲁姆洛夫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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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克鲁姆洛夫城堡位于捷克高地上,与整片老城区隔河相望,它是除了布拉格城堡外捷克最大的古堡建

筑群。始建于13世纪的它,历经多个显赫家族领主统治的时期 逐步扩建,成为了一个各个时代的建

筑风格巧妙融合在一起的大型建筑群,其中罗森伯格家族最负盛名,其家族族徽“五瓣玫瑰”在建筑

物上时常可见,延续至今仍 是克鲁姆洛夫的一个文化标记。

在城堡中漫步,你会发现这个城堡庭院的内壁,看起来都像瓷片贴出来的,但其实呢,都是油彩画出来

的。而在布拉格城堡,也看到了类似的处理方式。

彩绘塔

小镇里,几乎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会轻易地看到矗立在悬崖高处的彩绘塔。城堡的彩绘塔,是这个

小镇,乃至捷克的标志性建筑。 捷克人民是富有创意天赋的名族,不然为啥波西米亚风会盛行呢。

游客还可以登上这座在小镇里面最高的建筑物,俯瞰小镇幽美的风景,你会感觉自身融入在这美丽的

世外桃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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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布杰约维采 (Ceska Budejovice) ：百威啤酒的老家

捷克布杰约维采（ ESK� BUDJOVICE）,（德语称为“Budweis”）,捷克中南部城市,南捷克州首府

。在南捷克盆地的中心,伏尔塔瓦河和马尔谢河汇流处。人口9.3万 （1984）。建于1265年。它有十

三和十七世纪建筑古迹以及十六世纪的黑塔。伏尔塔瓦河蜿蜒绕城而过,更使古城增添了秀色。这

里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 然和文化遗产,是到捷克必要一游的好去处。 

(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普热美斯鄂图卡二世广场

布杰约维采是一座迷人的中世纪老城,有一个巨大的老城广场——普热美斯鄂图卡二世广场。广场

是个长方形,边长133米,被包围在五彩缤纷的巴罗克式建筑和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之中,四周环绕着18

世纪的长廊,其中一条堪称欧洲最大。在广场中央是建于1721-1726年的萨姆索瓦喷泉,号称捷克国

内最大的喷泉。

黑塔

广场的一侧,有一座高达72米的黑塔,拾级而上,攀到塔顶。整个广场、以及远处的红色屋顶映入眼

前。在捷克,红屋顶绝不仅仅是布拉格专利,几乎每个捷克小镇,都能看到红色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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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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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捷克让你的味蕾心花怒放

捷克属于中欧国家,饮食习惯以肉类为主,主要是猪肉（近些年来,禽肉的比例有所增加）,对于肉食

主义者来说,简直是天堂。

   

1、捷克美食

捷克国菜Knedliky

所谓国菜,是由烤猪肉配以饺子及酸白菜组成。这里所说的洋水饺其实跟国内的馒头片有点像,一般

的做法是两只鸡蛋、半杯牛奶、一茶匙食盐、三杯面粉混合做成的馒头切片。加上捷克特有的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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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及当地特制的酸白菜及蘸酱,相当美味。

猪肘

肘子可以说是捷克的另外一道国菜,主要有熏猪肘和烤猪肘两种,配菜是紫甘蓝,酸黄瓜,奶酪碎,一些

叫不出名字的酱料,按重量计费,一份1.4公斤的猪肘,加上一大杯黑啤总计300克朗（约合120人民币

）。

布拉格烤鸭

布拉格烤鸭,一份半只,配以紫色和白色两种酸白菜和多种Dumpling（东欧流行的一种传统主食,味

道介于我们的馒头和发糕之间）,外焦里嫩,肥美多汁！配以大杯的啤酒,,总价约为380克朗（约合15

0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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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奶酪和土豆

油炸奶酪配以炸土豆,这是捷克传统食品主菜中唯一的非肉类食品,价格便宜80~90克朗（30~40元）

,味道独特,不过奶酪的质量是关键。

炖牛肉配水煮面团

很特别，捷克的传统炖牛肉酱料厚重,一般都要搭配水煮面团食用。面团的原料选择非常多,土豆加

培根肉是最具特色的一款。这款菜在普通餐厅都能点到，值得一试。

皮尔森啤酒(Plzensky Prazd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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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人民的啤酒消耗量更胜德国,为全世界第一。而捷克最畅销的啤酒,是皮尔森啤酒,从此可以

看出皮尔森啤酒的魅力。皮尔森属于贮藏啤酒,色浅,酒体偏淡、味干（不甜）,具典型的酒花香味

和苦味。酿造皮尔森啤酒水极软,减少了谷皮风味物质的浸出,可以降低糖化酶淀粉酶活性。

草药酒BECHEROVKA

这是专供欧洲皇室的草药酒,有酒精的。 1807年,冰爵最初是作为一种草药酒推出,它的传统可以追

溯到200年前,如今,世界上依然只有两个人知道此配方。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药用价值,有助于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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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消化系统和身体健康。

   

2、推荐餐厅

布拉格

RESTAURACE "U KROKA",

地址：Praha 2, Vratislavova 12 

价格很公道,味道也不错,服务员英语流畅,烤鱼才130kc,鸭腿好像160吧,草莓汁和冰淇淋都很棒,我们

2个人吃到很饱才400kc不到。这里距离vysehrad高堡很近,建议饱览valta河风光下山后可以顺便来饱

餐一顿啊。也可以坐tram 3,7,16,17从河边过来。

Na verandach

电话：257191200

地址：nadrazni 84,smichov

 这家由啤酒坊经营的现代餐馆,本地人很喜欢来这里喝各种酿制的啤酒和品尝一流的捷克菜肴。

克鲁姆洛夫

Krcma v  �atlavská

可以吃烤猪腿,1KG好像165kc,真的够2-3个人吃！烤鱼,大蒜面包汤,啤酒,味道都很好,2天都在那里吃

DD,建议提前订位啊。

地址：从namesti svomosti出发,面对info,右边的�atlavská街上去走2分钟就看见了,门是很大的木头

门,好像进入一个洞穴通道,呵呵,通常很多人的。

卡罗维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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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khouse sklipek

电话：353229197

地址：zeyerova 1

 红格子台布以及美味的牛排、鱼和意大利面使这里充满了淳朴的乡村气息,显得与山下疗养区的

那些昂贵餐馆截然不同。

布杰约维采

Singer pub

供应捷克和爱尔兰啤酒,还有不错的鸡尾酒。每张餐桌都有缝纫机,不要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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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捷克特产和购物

   

1、捷克特产

水晶制品

捷克的水晶世界著名,主要是价廉物美。布拉格主要商业区和旅游区到处都是售卖水晶的商店。水

晶制品有花瓶、酒具、烛台、灯具等。位于旧市区的Moser是出售波希米亚水晶玻璃的名店。Crys

talex克里斯塔雷克斯是一家专门出售波希米亚水晶的商店,因为厂家直销,所以价格很便宜,可免税邮

寄到国外。

俄罗斯套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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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利之缘,在捷克可以看到不少来自其他东欧国家的特色商品,其中俄罗斯套娃相当受欢迎,

在卖木偶的 Pohadka 对面分店就有一家专卖店。俄罗斯套娃通常10或12个一组,把小的装在大的里

面,由小到大,最后装成一个大套娃。其品质和价值的判断标准就在每个娃娃的手工和绘功,手工制

的当然比机器制的贵,接着分辨整组套娃的彩绘,每个套娃表情衣着都不一样的,品质就比表情都一

致的高出许多。 

捷克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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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开始,木偶秀就是捷克相当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达到高峰,连捷克著名的

音乐家史麦坦纳都特地为木偶秀写了两个剧本,即使以前在共党统治下,木偶秀仍被视为国家级文艺

活动而未被禁止。目前捷克的木偶秀在全球排名第一,布拉格和皮耳森都有专门的剧场演出。 在查

理大桥靠近旧城广场一端,桥塔旁有一家木偶专卖店,各种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宫廷皇室服装的木偶

集聚一堂,当然少不了著名的唐乔凡尼 (Don Giovanni)和木偶奇遇记的皮诺曹

(Pinocchio)；还有一家位于契里特纳街34号的 Pohadka, 也有许多木偶可选择。

木制玩具

波希米亚水晶和木制玩具是捷克两样名产,不同之处是一个要小心翼翼呵护,一个会重的让你求饶,

但是游客还是很难不屈服于物美价廉的诱惑。捷克的木制品制作十分精巧,大多数以玩具设计呈现,

如小人偶、动物、飞机和车子,或是简单的机械式玩具,不只小朋友会喜欢,连大人都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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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杯

在几个主要温泉饮用口,都可以看到人手一杯的卡罗维法利温泉杯,造型一般扁扁的,以白色为主调,

饰有花朵纹路,也有部分走华丽路纹,各有奇趣。最重要的就是从把手上的小洞喝水,才是地道的喝

法。

石玫瑰

所谓石玫瑰并不是真的用石头作成的玫瑰,而是卡罗维法利的斯普鲁特温泉引起的化学作用,所造成

的石灰质现象,主要影响范围从斯普鲁特温泉经特普拉河,一直到磨坊温泉,数百年来迄今仍在继续

作用中。制作石玫瑰的方法就是让玫瑰被斯普鲁特温泉水持续流冲,自然就会产生化学变化,成为现

在所见暗红间带黄褐的独特颜色,也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特产品。

贝赫洛夫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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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绿色酒瓶的贝赫洛夫卡酒是捷克卡罗维法利最具代表意义的纪念品,为纪念大卫贝赫而命名。大

卫贝赫是18世纪对卡罗维法利最有贡献的医生,他首先提出倡导饮用温泉水辅以散步来治疗疾病的

观念,并加以科学分析,使得卡罗维法利成为东欧名盛一时的温泉乡。

从1807年开始制造以来,贝赫洛夫卡酒被誉为卡罗维法利的第13种温泉,是大卫贝赫的英国医生朋友

Frobrig 特别调配而成的秘方,宣称含有20种以上的特殊配方,20世纪初,一个贝赫洛夫卡的奥地利爱

好者,更是每个月不辞辛劳的从卡罗维法利运送酒过去,一解酒瘾。

   

2、推荐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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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Koruna Palace

地址: Palác Koruna,Václavské náměstí 1,110 00 Praha 1

电话:420 224 219526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00－20：00；周日10：00－20：00

位于瓦茨拉夫广场附近的Koruna是布拉格市内最好的商场之一,商场所处的建筑物外表看起来非常

低调,内部设计的却令人感觉非常舒适,在商场内还有餐厅和咖啡厅供客人休憩。

Debenhams

地址:Václavské námesti 21, Prague 1

电话:420 221 015028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00－20：00；周日10：00－18：00

这家在英国最受欢迎的百货商场如今在布拉格也拥有了自己的旗舰店,店内拥有各类品牌以迎合不

同顾客的喜好；同时也拥有自己的“Designers at Debenhams”品牌服装,深受大众喜欢。

Cerná Ru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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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Na P�íkopě 853/12

电话:420 221 01411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20：00；周六10：00－19：00；周日11：00－19：00

商场共有三层,从儿童玩具到服饰家居用品不一而足,在这里除了能够买到阿迪达斯和皮尔�卡丹（

Pierre

Cardin）等一些大众品牌外,还有一些捷克本土设计师的零售店也进驻其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Palác Flora

地址: Vinohradská 151,130 00 Praha-Prag

电话:420 255 74170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00－21：00；周日10：00－21：00

这家购物中心距离布拉格的市中心有一段距离,但是由于位于地铁站附近,所以交通非常便利,在这

里可以买到GUESS、Bata和Mexx等一些品牌,因此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Monarch Wine Bar & Shop

地址:Na Perstyne 15 Old Town, Prague 1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 224 239602－3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2：00－20：00；周六12：00－16：00；酒吧：

这是一个集酒吧和商店于一身的小店,店内的酒类堪称布拉格品种最全,顾客不仅能够在这里挑选到

自己中意的酒类,还能够在店内尽情畅饮。

Sheron Jewellery

地址:Jungmannovo Namesti 1 New Town, Prague 1 Czech Republic

电话:00420 234 09370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9：00；周六10：00－17：00

一家售卖名牌珠宝和手表的商店,欧米茄（Omega）和卡地亚（Cartier）的手表在这里都能够买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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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t Crystal

地址:Male Namesti 3 Old Town, Prague 1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 224 229529

开放时间:4月－10月：每天10：00－20：00；11月－次年3月：每天10：00－19：00

一家非常有名的玻璃制品商店,店内有各个知名品牌的玻璃艺术品,供顾客选择的范围非常广。

House of Sparkys

地址:Havirska 2 Old Town, Prague 1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 224 239309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9：00；周日10：00－18：00

捷克最大的一家玩具商店,是给小朋友购买礼物的最佳地点。

Havelske Trziste

地址:Havelska street, Prague 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6：00－18：30；周六7：00－18：30；周日8：00－18：00

这是布拉格市内最主要的露天市场,位于城市中心。在市场内不仅能够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另一

大亮点当属捷克最富有特色的吊线木偶。

Prazska Trznice

地址:Holesovice, Prague 7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8：00；周六8：00－13：00

相比较Havelske而言,来这里选购商品的当地人更多,这也是布拉格最大的市场之一,虽然距离市中心

有一段距离,但交通非常便利,商品种类也很齐全,从食品到家居用品都能够买到,价格也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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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不容错过的精彩捷克夜生活

捷克是古典音乐发源地,是名副其实的音乐圣地。在市区内有许多演奏厅,几乎每晚在教堂等地都有

音乐会,博物馆也有音乐会,在广场上还可以观赏到露天演奏会,夜总会,音乐吧和爵士乐俱乐部都可

以有上佳的选择。

体验地点推荐：

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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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ovylázně

电话：222220502；Smetanovonáb?e?í198,Staré Město；

地铁：Staroměstská站；

门票：50～120捷克克朗；

营业时间：9pm～5am

查理大桥附近一座巨大的夜总会院子,演出厅有三层,从20世纪60年代的老歌到最新的DJ音乐,应有

尽有。

Lucerna音乐吧

电话：224217108；

地址：Lucernapasá?,Vodikova36,Nové Město；

地铁：Mstek站；

营业时间：8pm～3am

一家乱糟糟的地下酒吧,里面人头攒动,倒像是学生会活动。曲目不拘一格,从摇滚乐和布鲁斯到古

典音乐,甚至宗教福音音乐,一应俱全。

PalácAkropolis

电话：296330911；

地址：Kubelikova27, ikov；

营业时间：24小时

一个“综合性文化”场所,集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现场音乐舞台和剧院于一身,堪称布拉格最酷

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各种音乐,包括：hip hop、house、雷鬼音乐（reggae）、爵士乐、

印度的彭戈拉音乐（bhangra）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音乐。

ClubRadostFX

电话：224254776；

地址：Bělehradská120,Vinohrady；

地铁：Nám Míru站；

门票：100捷克克朗；

营业时间：10pm～5am

布拉格市内最舒服、最豪华、最新潮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惬意地欣赏黑人灵歌、节奏布鲁斯、佛

教音乐、house音乐等。

Mecca

电话：283870522；

地址：UPrhonu3,Hole�ovice；

地铁：Nádraí Hole�ovice站；

门票：150～250捷克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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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五及周六10pm～6am

布拉格的追逐时髦者、模特、影星、音乐节目主持人和大批俱乐部迷们云集于这家超级时尚、工

业化气息浓厚的夜总会内,在House音乐、drum'n'bass（鼓和贝司）音乐或techno等音乐伴奏下翩翩

起舞,通宵达旦。

爵士乐

布拉格有几十家爵士乐俱乐部。其中最好的两家：

Reduta爵士乐俱乐部

地址：Národní20,Nové

地铁：Národní tída站；

门票：200捷克克朗；

营业时间：9am～3am

成立于1958年,是欧洲最古老的爵士俱乐部之一，非常受旅游者青睐。

AghaRTA Jazz Centrum

地址：Krakovská5,NovéMěsto；

地铁：Muzeum站；

营业时间：9pm～午夜

 朴实无华的俱乐部，倒是有种别样的味道，能让你沉浸在音符之中。

古典音乐与表演艺术

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布拉格国家歌剧院（PragueStateOpera；

可以观看歌剧、芭蕾和古典戏剧（用捷克语演出）。在国家大剧院的旁边,是现代的LaternaMagika

剧院,建于1983年,里面不仅演出戏剧,还有舞蹈和电影。

电话：224931 482；Národní4；NovéMěsto

旅人提示：

很多票务代理公司,出售同样的票,但收取高额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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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住在捷克

   

1、布拉格

布拉格的住宿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星级酒店或是家庭旅馆,都有多家可供选择。这里的很多酒

店是以欧元结算,也有一些旅馆用捷克克朗结算,如果嫌兑换货币太过麻烦,使用信用卡付帐也很方

便。

顶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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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Le Palais   

酒店的主体建筑建于1897年,是布拉格最具风格的建筑物之一。酒店开业于2002年,因服务的周到和

住宿环境的舒适而受到推崇,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距离瓦茨拉夫广场只有5分钟的路程。

地址：CZ-120 00 Prague 2, U Zvonarky 1

电话：420 234 634 111

价格：180－2000欧元

Santini Residence   

酒店只有九个房间,奢华舒适,位于市区内最具历史感的地区。去布拉格城堡和查理大桥都很方便。

地址：Nerudova 211/14, 11800 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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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20 257 195 111

价格：165－205欧元

特色酒店

Hotel Neruda Prague 

这家豪华的设计酒店位于一处始建于1348年的历史建筑物中,以著名的捷克作家、诗人Jan

Neruda命名,他就是在这一地区长大的。

地址：Nerudova 44, 11800 Prague

电话：420 257 535557

价格：150－200欧元

Hotel Josef  

酒店的外部显示着强烈的设计风格,内部的设施也充满个性,在细节上体现与众不同,其中701和804房

间是最具特色的。酒店虽身处市中心,却有难得的恬静氛围。

地址：Rybná 20 110 00 Prague 1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 221 700 111

                                               60 / 74



�������

捷克：童话小国
价格：147－229欧元

家庭旅馆

Extol Inn Youth Hostel   

市中心附近的青年旅馆,周围环境幽静。

地址：Pristavni 2, 17000 Praha 7 – Holesovice Prague

电话：420 220 876 541

价格：40欧元起

   

2、卡罗维发利

帕普酒店（GRAND PUPP HOTEL）酒店

这就是当地最出名的在电影中007住的酒店,帕普酒店堪称欧洲最古老的豪华饭店此酒店也是卡罗

维发利电影节的指定酒店,电影节期间根本订不到房间,都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影人嘉宾包掉了。

地址：MIROVE MANESTI 2 360 91 KARLOVY VARY CZECH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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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20 277 004 677, 传真: +420 277 004 678

价格：137欧元

THERMAL 温泉酒店

酒店坐落在市中心,俯瞰到主步行街。地理位置优越,适于团体和单独的游客。

地址：P PAVLOVA 11 36001 KARLOVY VARY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35-3211111

 

Euroagentur Hotel Derby

德比欧罗阿根特尔酒店位于风景如画的卡罗维瓦莉温泉镇（Karlovy

Vary）,毗邻捷克和德国之间的交界处,距离伊丽莎白Spa和Spa公园附近的温泉回廊（Spa

Colonnade）仅200米,酒店客房舒适,工作人员热情友好,可为游客们提供便捷休闲的住宿环境。

地址：Bulharska 15, Karlovy Vary,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35-9002602       

   

3、克鲁姆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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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ZE

酒店坐落在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塞斯克克鲁幕儿沃（Cesky

Krumlov）镇,步行即可到达所有的风景名胜。

地址：HORNI ULICE 154 38101 CESKY KRUMLOV Cesky Krumlov CZECH REPUBLICCzech

Republic

电话：420-380-772100

价格：79欧元

GOLD

酒店距离城堡和主要广场极近,信步数分钟即可到达。

地址：LINECKA 55 381 01 CESKY KRUMLOV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380-712551

价格：35欧元

BELLEVUE

酒店直接位于Cesky Krumlov城堡隔壁,到中心广场2分钟步程。

坐落在Krumlov的古老卵石街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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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LATRAN 77 381 01 CESKY KRUMLOV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380-720111

价格：55欧元           

   

4、布杰约维采

GRAND ZVON

酒店坐落于小镇内历史悠久、风光如画的主广场,广场上以及邻近的主公路上公共交通线路四通八

达,交通便捷。

地址：NAMESTI PREMYSLA OTAKARA II 28 370 01 CESKE BUDEJOVICE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38-7311383

价格：66欧元

MALY PIVOVAR

地理位置极好,正好在镇广场旁边。其地理位置非常利于到公共交通处和游览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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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KARLA IV STREET 8-10 37001 CESKE BUDEJOVICE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38-6360471

价格：47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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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在捷克 

航班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荷兰皇室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俄罗斯

航空公司和奥地利航空公司均开通有北京至布拉格航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荷兰皇室航空公司、奥地利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开通有上海飞布拉格航班。

火车

火车四通八达,在布拉格有通往欧洲各地的车次。列车种类分为特快Inter

City(IC)、快车Express(EX),Super City(SC)等。乘坐IC、SC除要购买乘车券,还要购买特快券。在列

车时刻表上有“S”标志,表示可订位。在捷克只要订位,即可得到座位,没有指定的座位号。车票的

有效期通常为1个月,特快券只限当日使用。

巴士

捷克的巴士路线交错,分为中程巴士和长途巴士,车票可在售票处购买,也可以在车上直接买票。国

内线的车票不接受订位,只有当日的车票出售。

租车

捷克有很多租车点,租车条件：21岁以上,持有国际驾照,信用卡。捷克车辆靠右侧行驶,开车必须系

好安全带,停车时,将硬币投入计费器,然后把单据放在前车窗可以看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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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经典行程推荐

布拉格匆匆一日游

线路特色：揭开布拉格神秘的面纱。

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圣维塔大教堂Katedral→旧皇宫Stary Kralovsk→黄金巷Zlata

Ulicka→旧城广场Old Town Squ→市政厅Obecni Dum→天文钟→查理大桥Charles Brid

布拉格素有“建筑艺术之都”的美称,游客可以在这里悠然地散步,细细感受城市之美。

首先在布拉格城堡区参观捷克国王加冕的场所“圣维塔大教堂”,旧皇宫,再行至黄金巷,黄金巷22

号是世界著名文学家卡夫卡曾居住的地方。

中午步行至旧城区吃午餐,街边的小餐馆价格很实惠。

下午游览旧城区,这里是世界珍贵古迹之一,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在这里参观旧城广场,市政厅,天文钟

。然后从老城广场步行,沿着伏尔塔瓦河下行的第一座桥即到达中欧最古老的查理大桥,桥上有很多

精美的雕刻,很具观赏价值。

捷克文化三日游

线路特色：游览捷克著名城市,体会捷克国家文化。

第一日：捷克首都布拉尔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山城,伏尔塔瓦河像一条绿色的玉带,将城市分为两部

分,沿河两岸陡立的山壁,渐渐消失在远方起伏的原野里。早餐后布拉格游览。参观哥特式建筑典范

的圣维特教堂,这里也是历代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场所,而拥有巨大拱形屋顶的旧王宫,其大厅当时

是欧洲的大厅之最。圣乔治教堂,位于圣维塔大教堂后面,经过多次扩建和修复,仍保留着教堂的基

石和两个尖塔；位于布拉格城堡内圣乔治大教堂和玩具博物馆之间的黄金巷,是一条出售手工艺品

的商业街；布拉格最繁华的地段当属瓦斯拉夫广场。石头建成的查理大桥,全长516米,宽9.5米,没用

一钉一木,是布拉格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之一,老城广场中心竖立着宗教改革领袖胡斯的雕像,其周

边建筑的风格多种多样。

第二日：皮尔森(Plzen)是西捷克州的中心都市,以汽车工业及啤酒制造业闻名,捷克3大名酒之一的

啤酒发源于此、东欧知名汽车品牌""SKODA""制造厂也设在此地。

第三日：布尔诺是捷克第二大都市,也是最重要的工业城和铁路枢纽,每年在此举行布尔诺国际机械

工业博览会。

捷克魅力两日游

线路特色：游览首都布拉格,感受温泉城的魅力。

第一日：布拉格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山城,伏尔塔瓦河像一条绿色的玉带,将城市分为两部分,沿河

两岸陡立的山壁,渐渐消失在远方起伏的原野里。参观哥特式建筑典范的圣维特教堂,这里也是历代

皇帝举行加冕典礼的场所,而拥有巨大拱形屋顶的旧王宫,其大厅当时是欧洲的大厅之最。圣乔治教

堂,位于圣维塔大教堂后面,经过多次扩建和修复,仍保留着教堂的基石和两个尖塔；位于布拉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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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内圣乔治大教堂和玩具博物馆之间的黄金巷,是一条出售手工艺品的商业街；布拉格最繁华的地

段当属瓦斯拉夫广场。石头建成的查理大桥,全长516米,宽9.5米,没用一钉一木,是布拉格最著名的哥

特式建筑之一,老城广场中心竖立着宗教改革领袖胡斯的雕像,其周边建筑的风格多种多样。

第二日：卡罗维瓦利是捷克第一大温泉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欧洲著名的温泉疗养地。抵达后可以

参观具有弗日德罗间建筑风格的歇泉柱廊、体现着文艺复兴风格的姆林斯卡柱廊、巴洛克风格建

筑的玛利亚教堂,在卡罗维发利博物馆里展出这当地史和自然史。

捷克六日深度游

 第一第二天：布拉格

游览捷克历代皇宫和现在捷克总统府所在地布拉格城堡,参观参观圣维特教堂、皇宫、黄金小巷、

小城广场和圣尼古拉斯教堂。游览查理大桥,参观老城广场,火药塔,瓦茨拉夫大街等。

第三天：卡罗维发利

捷克著名的温泉城—卡罗维瓦利,欣赏秀丽的山城风光,许多名人的来访使这个波西米亚小城声名大

噪,诗人歌德,作曲家贝多芬等都曾来此度假。

第四天：库特纳霍拉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库特纳霍拉市中心古城,它以中世纪银矿采掘而闻名,参

观圣巴巴拉教堂、铸币博物馆、举世独一无二的人骨教堂。

第五天：克鲁姆洛夫

捷克克罗姆洛夫,全天游览这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中世纪古城,城市依山傍水

而建,充满浓郁的中世纪风情,参观著名的捷克克罗姆洛夫国家庄园的城堡,它是捷克国家的第二大

城堡。

第六天：布杰约维采

捷克布杰约维采是波希米亚啤酒之旅的重要一站,因是著名的百威（Budweiser或Budvar）啤酒的原

产地而闻名,它也是南波希米亚地区的首府。游客可以参观老城广场,登高黑塔。之后去老城区的百

年老店“肉馆饭店”喝当地的百威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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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捷克关键词

《布拉格广场》 

方文山作词，蔡依林演唱的歌曲，“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

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这首歌曲可能是很多人对布拉格最初的了解，捷克旅游

局真应该颁奖给歌手和作词作曲者。

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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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捷克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

，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主要作品有《小说的艺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等。

《鼹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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鼹鼠的故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经典儿童文学，开始流行于上世纪50年代，由于屡次在国内

国际获奖，被改编为动画片，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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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旅人提示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信息

地址：Pelléova 18, 160 00 Praha 6 – Bubene�, Czech Republic

联系电话：+420 233028898

捷克旅游应急电话

旅游问讯处：02264023或0224482018。

领事部电话：00420-23302 8898/ 23302 8888

紧急领事保护电话(手机)：00420-721907285

捷克匪警电话：00420-158

捷克医疗急救电话：00420-155

捷克火警电话：00420-150

捷克布拉格机场咨询电话：00420-22011 1111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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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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