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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捷克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原因在于其复杂的形态及独特
的发音。有不少单词中甚至连一个元音也没有。

例如：“Zmrzl”、“Scvrnkl”、“Čtvrthrst”。

★ 日常对话
Ano - anuo - 是、对                     Ne - ne - 不是、不对 
Děkuji -  jiekuye - 谢谢                 Prosím - prusim - 不用谢 

Dobrý den - dubli den - 你好

Nashledanou - nasle dalou - 再见 
Prosím - prusim - 对不起

Těší mě - jeshi mye - 很高兴认识你

Záchranný – zakrani - 救命

Kolik peněz - kolik penies - 多少钱
Zaplatit - zaplaijeit - 结帐、买单

Potřebuji pomoc - poche buye pomok - 我需要帮助

Mluvíte anglicky？ - mluvite angliksi - 你会讲英语吗？

★ Tips：交流先讲捷克语
最好学会用捷克语说“你会讲英语吗？”这句话，很多时候外国游
客问“Do you speak English?”时捷克人都不会回应，不说捷克
语只说英语的话他们态度很一般。但是如果用捷克语问“你会说英
语吗？”，他们通常就会开始用英语回答你。不过年轻人大部分都
很好，即使英语不好，态度也不错。

★ 文字标识

Muž - 男    Žena - 女
Toilets - 洗手间   Vstup - 入口
Exportovat - 出口   Podnikání V - 营业中

Banka - 银行    Pošta - 邮局

Lékárna - 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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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问路最好找捷克的年轻人，大多数会基本的英语，中年及老年人
基本只说捷克语和德语，不会英语。

★ 出门一定要带伞，由于布拉格被山丘围绕，形成了自己的小气
候，经常会“东边日出西边雨”。

★ 每年5月-9月是布拉格最好的季节，有阳光的天数最多。但是即
使是夏季，气温也会忽冷忽热，夏天来旅行的话也要准备春秋的衣
物。

★ 游览布拉格最好的方式是步行结合电车，不会错过街边各种美
景。要准备好非常舒适的步行鞋，女生的话最好不要穿高跟鞋，因
为很多街道是几百年的石板路经过风吹日晒洗刷过的，非常滑也不
平整。

★ 在布拉格的餐厅、咖啡店、酒吧消费，如服务好一般给8%-10%
的小费，但不是必须给的。通常服务员会在游客的账单上手写加
上“Tip 10% XXKC”。很多布拉格的商家可能会欺负游客多收
钱，所以一定要认真核对账单。 

★ 来到布拉格就忘记Starbucks和Costa吧，布拉格大街小巷有非
常美味的咖啡和蛋糕，价格比这些国际连锁咖啡店便宜一半以上！
口渴的话，也忘记可乐果汁矿泉水这些在哪里都一样的饮料吧，点
上一杯捷克啤酒(一大杯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随时都是Happy 
Hour。

★ 捷克人的性格可能不如其他欧洲国家人的好，他们并不是爱“微
笑”的人。在捷克有个著名的说法：“Customers are god，but 
not in Czech(顾客是上帝的说法在捷克没有用)”。所以如果在各
种场合遇到看上去态度不太好的捷克人，请不要太在意。

作者：arielbaby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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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布拉格是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
伏尔塔瓦河(Vltava)穿城而过。布拉格市共分为22个区，而且每年
都在不断扩张。其中的1-6区为市中心区域。主要景区集中在布拉格
1区及伏尔塔瓦河两岸，无论是乘坐地铁、有轨电车或者步行游览都
十分方便。游客最集中的地方是老城广场，可以坐在广场的露天咖
啡等待整点时天文钟的耶稣十二门徒木偶报时，也可以从广场穿过
曲折沧桑的小巷步行到Mustek购物区去拜访各个有趣的小店，这些
都会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布拉格城区保留地非常完好，由于在二战时期这座城市没有遭到轰
炸，所以在这里能够欣赏到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和古
迹，从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
义、新艺术运动风格到立体派和超现代主义的建筑都有。布拉格的
建筑多为红瓦黄墙，色彩极为绚丽夺目，被称为“千塔之
城”、“金色城市”。1992年，布拉格历史中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单。

布拉格有近百个风格主题各异的博物馆，如果是博物馆爱好者可以
考虑在每年一次的“布拉格博物馆之夜”来旅行，届时几十家博物
馆都会免费开放，而且还有免费巴士带你往返于不同的博物馆。

布拉格的美食很有特色，甚至可以说是肉食爱好者的必游城市。全
城有无数的小餐厅，小巷里、伏尔塔瓦河旁、街边的地下餐厅，无
论哪里你都能找到烤猪肘、烤排骨等物美价廉的捷克美食，以及捷
克最有名的新鲜啤酒。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 布拉格城堡 

Prague Castle / Pražský hrad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城堡曾经是捷克的王室所在地，现在是总统与国家机关所在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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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中著名的圣维特大教堂，是整座城市最古老的部分，至今
已有1000多年历史。圣维特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灰黑色哥特式建
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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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教堂的大型彩色玻璃是布拉格著名画家穆哈的作
品。旧皇宫每天中午12点时会举行士兵换岗仪式，很有特色。

黄金巷(Zlatá ulička)是城堡中一条很短的砖石铺成的街道，道路两

边是色彩浪漫的精致可爱的矮房。它原本是仆人工匠居住之处，后
来因为聚集不少为国王炼金的术士，因而得名。19世纪之后，逐渐
变成贫民窟。20世纪中期重新规划，将原本的房舍改为店铺，出售
各类纪念品和手工艺品。著名作家卡夫卡的一处旧宅就坐落于此。

地址：Pražský hrad，11908 Praha 1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22，Pražský hrad站；地铁Metro 

A(绿线)，Malostranská站或 Hradcanská站。
开放时间：夏季(4月-10月)9:00-18:00，冬季(11月-次年3
月)9:00-16:00。
门票：大通票(9个景点)350克朗，26岁以下学生票175克朗；小通
票(4个景点)250克朗，26岁以下学生票125克朗。无中文讲解器。
电话：信息中心+420 224 372 423
www.hrad.cz

★ 查理大桥 

Charles Bridge / Karlův most 见地图标识   
查理大桥建于1357年，是一座极具艺术价值的石桥。大桥横跨伏尔
塔瓦河，长520米，宽10米，有16座桥墩，两端分别是布拉格城堡
区和老城区，以前这里还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桥上可
以观赏到街头艺人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还可以买到很多艺术
品，例如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
装的木偶等。这座欧洲最古老最长的桥上有30尊圣者雕像，都是
17-18世纪捷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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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的原件现保存在博物馆内，桥上大部
分已经换成复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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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Bridge，Old Town，Praha 1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12、20、22路，Malostranské náměstí
站；有轨电车Tram 17、18路，Karlovy lázně站；地铁Metro A(绿
线)，Staroměstská站。

★ 老城广场及天文钟 

Old Town Square and Astronomical Clock 见地图标识 
老城广场(捷克语：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已有900年的历史，有
巴洛克、洛可可、罗马式、哥特式各色建筑。现在广场周围是各式

的餐厅咖啡店。老城广场上最著名的天文钟(捷克语：Pražský 
orlo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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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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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Old Town Square，Staroměstskě náměstí，Praha 1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17、18路，Staroměstská站；地铁Metro 
A(绿线)，Staroměstská站；公交207路，Staroměstská站。

★ 卡夫卡博物馆、故居及墓地 
著名的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出生并生活在捷克布拉格，去世后埋葬

于布拉格东郊的新犹太人墓地，墓地的名称是“O lša n y 
Cemetery”，捷克语写为“Olšanské hřbitovy”，卡夫卡的墓碑在

21-22区之间。卡夫卡博物馆(Franz Kafka Museum) 见地图标识 

 开放于2005年，坐落于布拉格小城广场。博物馆的展厅分为两部
分，一个是介绍卡夫卡的一生中现实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介绍卡夫
卡小说中描绘的世界。在布拉格除了卡夫卡博物馆，还有两处卡夫卡
故居：一个是他的出生地，位于Celetná ulice #2-3；另一个是他长
大后创作作品的住处，位于布拉格城堡黄金巷22号。

博物馆地址：Cihelná 2b，Prague 1
交通：有轨电车Tram 12、20、22路，Staroměstskě náměstí站。
开放时间：每天10:00-18:00。
票价：180克朗。
www.kafkamuseum.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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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瓦茨拉夫广场 见地图标识 
          Wenceslas Square / Václavské  náměstí 
瓦茨拉夫广场又名布拉格广场，有600年的历史，被誉为布拉格
的“香榭里舍大道”。街道两旁有许多20世纪初建造的高雅古典建
筑，各式商店林立，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区。瓦茨拉夫大街直通到
底便是国家博物馆，门前耸立着古代皇帝圣瓦茨拉夫的雕像。

地址：Václavské náměstí，Praha 1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3、9、14、24路，Václavské 
náměstí站；地铁Metro A(绿线)、Metro C(红线)，Muzeum站；
地铁Metro A(绿线)、Metro B(黄线)，Mustek站。

★ 犹太区 Jewish Quarter 见地图标识 
犹太区位于老城区内，是犹太人在13世纪被隔离驱逐时在布拉格聚
居的区域。在犹太区中，有建于1270年的欧洲最古老的犹太教堂
——旧新犹太教堂，以及由麦哲尔犹太教堂、西班牙犹太教堂、平
卡斯犹太教堂、旧犹太墓地和克劳斯犹太教堂组成的犹太博物馆。
著名作家佛朗兹·卡夫卡的居所与出生地也在这个区域。旧犹太墓
园中，几千块墓碑都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

地址：Jesefov，Praha 1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17、18路，Staroměstská站；地铁
Metro A(绿线)，Staroměstská站；公交207路，Staroměstská
站。
开放时间：9:00-18:00
门票：犹太区通票400克朗。

★ 犹太博物馆 Jewish Museum in Prague 见地图标识 
犹太博物馆坐落于犹太区，由犹太区内6个不同的场馆组成。博物馆
一共展出和收藏超过4万件展品、10万册图书资料，是世界上收藏
最广泛的犹太博物馆之一。此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着重介绍波西
米亚地区的犹太文化，很有独特性。

6个场馆分别为：梅瑟犹太教堂(The Maisel Synagogue)、西班牙
犹太教堂(The Spanish Synagogue)、平卡斯犹太会馆(The 
Pinkas Synagogue)、老犹太公墓(The Old Jewish Cemetery)、
克劳森犹太教堂(The Klausen Synagogue)、祭典厅(The 
Ceremonial Hall)。

地址：U staré skoly 1，Prague 1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17、18路，Staroměstská站；地铁
Metro A(绿线)，Staroměstská站。
开放时间：夏季(4月-10月)9:00-18:00，冬季(11月-次年3
月)9:00-16:30。周六及犹太假日闭馆。
门票：博物馆门票300克朗，持Opencard打四折120克朗，持
Prague Card打八五折255克朗。另外，6个场馆也可以分别买票，
票价不同，可在官网查看。
www.jewishmuseum.cz

★ 高堡 Vyšehrad 见地图标识 
高堡是布拉格城市的发祥地，有着高贵的公主与英俊的农夫相爱的
美丽传说故事。高堡在15世纪初期被毁，现存建筑有圣保罗教堂和
圣马丁园楼，但最有名的是高堡墓地，全捷克最有身份地位的名人

家族都长眠于此。高堡踞于山崖之上，居高临下，一向是俯瞰布拉
格全城美景的观景台。午后来到这里，坐在城墙边的露天咖啡座喝
杯捷克啤酒，俯瞰伏尔塔瓦河，非常惬意。

地址：Ostrčilovo náměstí，Praha 4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7、18、24路，Ostrčilovo náměstí

站；地铁Metro C(红线)，Vyšehrad站。

★ 跳舞的房子 Dancing House / Tančící dům 见地图标识 
跳舞的房子作为Lonely Planet的封面之一是值得一看的。它建造于
1996年，灵感来自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红极一时的踢踏舞明
星弗莱德和金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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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右边的白楼就是弗莱德，楼顶的半
球形玻璃餐厅是他的礼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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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幢充满艺术
气息的楼其实是银行，底层有咖啡厅，顶层是个别致的球形餐厅，
餐厅四面都是窗，从每个窗口看到的风景各不相同。

地址：Rašínovo nábřeží，Praha 2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14、17、21路，Jiráskovo náměstí
站；地铁Metro B(黄线)，Karlovo náměstí站；公交车176路，
Jiráskovo náměstí站。

★ 人骨教堂 Sedlec Ossuary / Kostnice v Sedlci 
人骨教堂位于布拉格以东68公里处的小镇Kutná Hora上，建于
1320年。教堂由一位当地的艺术家用约40000块人骨修建及装
饰，自从13世纪教堂的庭院里被撒上了从各各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
架的地方)的泥土后，这里便成为捷克人的“墓地热门地”。

到达方式：从布拉格中央火车站(Hlávní nadraží)乘坐火车可到

Kutná Hora火车站，或从布拉格主车站Florenc乘汽车前往Kutná 
Hora，到达小镇后再从Masarykovo ul转乘公交前往教堂。
开放时间：夏季8:00-17:00，冬季9:00-16:00。周一不开放。

★ 欧洲装饰艺术博物馆 见地图标识 
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 
这座博物馆建于1885年，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存布拉格城中的各种
艺术品和装饰品。博物馆建筑本身就很精美，馆内展示了捷克和欧
洲其他国家各种珍贵的精致装饰艺术品、手工制品、家具及古代珠
宝等，其中包括捷克历史上最精美的波西米亚水晶杯。这里是全世
界艺术爱好者最喜爱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还会定期举行各种主题
展览，具体内容可参考官网。

地址：Ulice 17，Listopada 2，Staré Mesto，Prague 1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17、18路，Staroměstská站；地铁        
Metro A(绿线)，Staroměstská站。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10:00-18:00。
门票：120克朗。
www.upm.cz

作者推荐

http://www.jewishmuseum.cz
http://www.jewishmuseum.cz
http://www.upm.cz
http://www.upm.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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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布拉格虽然小，但是小得充满魅力，这座城市带给你的惊喜大多隐藏
在各个街道里，怎样才能在不长的旅行时间内发现这些最布拉格最有
童话味道的点滴呢？这里推荐三条各需要4小时左右的“布拉格魅力
暴走路线”，不但不会错过有名的景点，同时也不会落下大街小巷中
神秘的意外发现，更有隐藏在不起眼的小角落的小酒吧，走累了随时
来一杯20克朗(约6元人民币)的最棒的本地啤酒，这就是穷游精神最
淋漓尽致的玩法。

★ 第一条 从摩登世界到梦幻老城：穿越历史
从瓦茨拉夫广场的Mustek站(Metro A-绿线，Metro B-黄线)出
发，这里是摩登布拉格的中心，也是最繁忙的交通交汇处。从广场
的北口向右转便是Na Prikope商业街，来布拉格购物者们的最爱，
两边林立的各大欧洲时尚品牌，大街的10号是曾经的Sylva-
Taroucca宫殿，现在已改成赌场。

Na Prikope大街的尽头是火药塔(Prašná brána)，这座哥特风格的

高塔曾经是布拉格的主城门，毗连的建筑便是十九世纪新艺术派保
存最好的样本-市政厅(Obecní dum)，这里还有布拉格最受欢迎的
咖啡店。围绕这座建筑继续走，可以看到布拉格最奢侈的酒店之一
——Paríz Hotel，绕过市政厅大楼回到火药塔向右转进入Celetná
大街，这条街有着全布拉格最精致古雅有趣的老房子，其中最有名
的就是卡夫卡童年的故居，位于这条大街的2号和3号。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再往前走，老城广场便步入你的眼帘，撒欢冲进广场前，淡定! 向右
拐进入Stupartská街，因为这里是广场最古老的部分，一直走到路
口再向左拐进入Malá stupartská街，迎面就能看到St. James教堂
(sv. Jakuba)，进去可以观赏到全布拉格最奢华的巴洛克式神像、天
花板和圣坛。参观完教堂，往左拐沿着小路走下去就回到了老城广
场，这里可以享受广场周围的露天咖啡；或者去广场的14号，这里
的二层有家视野更好的咖啡店(Café Amadeus)。广场上可以看到
的唯一的大教堂就是著名的Tyn教堂(Panny Mar ie pred 
Tynem)，教堂的北侧的Stone Bell House(U kamenneho 
zvonu)是一座非常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里面展出当代艺术作品。

沿着路往北走进入Pařížská街，一直走下去就可以看到布拉格的著

名景点之一犹太区Jewish Quarter(Josefov)，在这里可以参观到
犹太博物馆、新老犹太教会堂(Synagogue)和犹太墓园。参观后沿
着Maislova街往广场方向走，会看到卡夫卡在1883年的出生地。
继续往前走是U Radnice街，看到路口的一座外表是拉毛陶瓷的房
子U minuty后，拐向Male náměstí街，沿着这条布满油画墙壁建
筑的美丽街道向前走，很快就能看到著名的天文钟。休息一下，等
到整点，看都有谁会从这座自鸣钟出跳出来给你报时。

继续出发，从天文钟沿着一条曲折的老旧小巷Melantrichova向南
走，这里的石板路被岁月洗刷得已经又滑又亮。走在小巷里注意左
手边可以发现一条死胡同的路，这里可以看到一座16世纪的刻着两
只金熊的大门(U dvou zlatych medvedu)。小巷的右手边可以发
现一座隐藏在庭院中的被毁的教堂St. Michael(sv. Michala)。继续
向前走看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Havelská街是古老的布拉格
路边市场，这里可以买到有趣的提线木偶，水果，巧克力等等有趣
的纪念品。这个路口向左转，走过St. Gallus教堂(sv. Havla)，向右
转会看到欧洲最古老的大学Carolinum的会堂，往前走绕过Estates
剧院(Stavovske divadlo)往回走就是Ovocní trh街，这条街里糖果
色的老房子十分的可爱。接下来从Ryt írská向左走便回到了
Mustek，沿着这条现代的商业街向国家博物馆(Narodni muzeum)
方向行走，走到头就是圣瓦茨拉夫的雕像。

这条线路完美完成，在街边的咖啡店坐坐写张明信片寄给家人或者
自己吧。

★ 第二条 从老城区到小城区：沿着古中欧石板路行走
布拉格一共有两个老城区：“老城区”和“小城区”，相对坐落于
伏尔塔瓦河的两岸。从老城广场的市政厅(天文钟)出发，沿着
Karlova街向西漫步，在第一个路口的右手边可以看到Clam-Gallas
宫殿(Clam-Gallasuv palac)的女神雕像柱。这条街的4号是德国天
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众所周知的开普勒定
律的发现者)的旧居。再往前走到接近查理大桥的位置，右手边是宏
大建筑Klementinum是过去的耶稣教会学校，现在已改为国家图书
馆。图书馆靠近查理大桥的一角是在布拉格由于精美的外观而赫赫
有名的St.Salvator教堂(Kostel sv. Salvatora)。

参观完教堂，让我们开始跨越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之行。大桥的                
入口处可以看到查理四世大帝的雕像，这里还可以登上两座桥塔中
更出名的老城塔(Staromestska mostecka vez)。走在查理                
大桥上，可以欣赏精美的雕像，与桥上的街头艺人互动，遥望布拉
格城堡，看伏尔塔瓦河在脚下流过。跨过查理大桥，沿着Mostecka
大街行走，街道两旁布满了水晶店和提线木偶店。再往前走就是小 

         ★ 康帕博物馆 Museum Kampa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馆内收藏并展出中欧及东欧
一些著名艺术家们的作品。博物馆本身的建筑建于1393年前，也是
布拉格保存较好的建筑名迹之一。

地址：U Sovových mlýnů 2，Praha 1

交通：有轨电车Tram 12、20、22路，Hellichova站。
开放时间：每天10:00-18:00。
票价：60克朗。其它短期主题展览票价不同，请参见官方网站。
www.museumkampa.com

★ Tips：博物馆
布拉格有几十个各种主题的博物馆，哪怕你有很小众的兴趣，也许
都会在这里找到相应的博物馆哦。还有，不要忘了用Opencard(详
见后文“优惠卡”部分)查询门票优惠信息。以下为部分博物馆的开
放信息。

捷克文学博物馆 Czech literature museum
地址：Strahovske nadvori 1，Hradcany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9:00-16:30

国家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地址：Jirska 3，Prague castle
开放时间：9:00-17:00

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现在老馆在维修，只有新馆开放。
地址：Vaclaske náměstí 68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9:00-17:00，周六-周日10:00-18:00。

http://www.museumkampa.com
http://www.museumkam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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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广场，这个广场和其他的广场不太一样，因为St. Nicholas 
         教堂和耶稣教会学校把广场一分为二。

让我们先沿着广场的东侧行走，这里有华丽精致的St. Thomas教
堂，从教堂门口向Tomasska街里走去，可以欣赏到4号房前的精美
雕像，继续前行至Valdstejnske náměstí，这里有Wallenstein宫
殿，这座宫殿最为出名的是它的花园，门口在后街。现在沿着原路
回到广场的北侧街道，沿着Nerudova Ulice街道向西行，这里有着
布拉格最有魅力的小街，这条街现在坐落着各国的大使馆，但是每
家使馆都是曾经的一个宫殿，记住在意大利大使馆(Thun -
Hohenstein宫殿)和St. Cajetan教堂之间有一条隐蔽小路可以通向
布拉格城堡。向左拐入一条有向下阶梯的小巷Jansky vrsek，顺着
小巷行走到路口处向右进入Sporkova街，路口是德国大使馆，也是
曾经的Lobkowicz宫殿。宫殿后身有着美丽的Petrin山，也是欣赏
布拉格全城的最好地点之一。

沿着山脚下的小路Vlasska向东行，进入Trziste街，看到美国大使
馆(Schon-born宫殿)后，不要忘记参观一下Vrtba花园(Vrtbovska 
zahrada)，这是全布拉格最好的花园之一，入口在Karmelitska大
街。到达Karmelitska大街向南行走，马路右手边会看到Our Lady 
of Victory教堂(Kostel Panny Marie vitezne)，这里有着幼时耶
稣的雕像，吸引着全世界天主教的信徒们前来朝圣。教堂处路口向
东走进入Harantova街，前行进入Maltezske náměstí大街后向河
边方向行走，来到Na Kampe小广场，这个区域是欣赏查理大桥的
一个绝妙角度，穿过广场向南沿着河岸走，穿过Kampa公园，这里
永远有本地人和游客在草坪上晒太阳。河边还有一家当代艺术馆及
雕像。穿过公园，跨过Legion大桥(Most Legií)，路口就是布拉格
国家大剧院(Narodní divadlo)，傍晚的时候是这座有着纯金拱顶的
建筑最美的时刻，当然，来这里欣赏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将会是
这条线路最完美的句号。

★ 第三条 布拉格城堡：童话梦之旅
这条线路介绍的整个城堡区，沿着线路可以参观到城堡中所有的教
堂，欣赏到著名的博物馆中的艺术珍品，以及城堡的宫殿。

从Petrin山下的Pohorelec街出发，开始梦幻的布拉格城堡之旅吧。
到路口向北转入Cerninska街，沿着陡峭的小街巷行走接着向东转
入Novy Svet街，这条街的意思是“新世界”，这里曾经是布拉格
城郊最穷的一条小村落的街。继续向前行是Kanovnicka街，便可以
看到Hradcany广场(Hradcanske náměstí)，这里可以参观到
Toskansky宫殿、Martinicky宫殿、Schwarzenbersky宫殿(军事
历史博物馆)和Arcibiskupsky宫殿。这里还有Sternbersky宫殿，
也是国家画廊的分馆之一，展出许多欧洲艺术大师的精品之作。

接下来进入城堡大门(Matyasova brana)，进入这里后就慢慢欣赏
城堡的建筑、博物馆已经艺术品吧。城堡里一路向东可以分别参观
到St. Vitus's天主教堂(Katedrala sv. Vita)，皇家宫殿(Kralovsky 
palace)，Kostel sv. Jiri，国家画廊主馆(Jirsky klaster)，
Lobkowicz宫殿(Lobkovicky palac)和黑塔(Cerna vez)，从这里
出城堡大门，可以欣赏到布拉格最美的城市景色之一。

从老城堡阶梯(Stare zamecke schody)向下走，转入Pod 
bruskou街进入Letna花园(Letenske sady)，这个花园是另一观赏
布拉格市景的最好地点，继续向前走还有Hanavsky平台可以休息和
欣赏风景。从这里下山穿过Svatopluk Cech大桥(Cechuv 
most)，回到犹太区。结束线路。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布拉格的官方游客中心在机场、各主要火车站和老城广场市政厅都

有设置。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9:00-12:00、13:00-16:00。

电话：+420 221 714 444

电子邮件：tourinfo@pis.cz
www.praguewelcome.cz

★ 地图

在布拉格的各旅游信息处、酒店可以领到免费旅游地图；各个地铁

站入口处都提供英文版公共交通(地铁、有轨电车)地图。

★ 电话

捷克的手机SIM卡分为O2和Vodafone两种，其实同属同一公司。

O2和Vodafone的商店在大街随处可见，在各大商场里也有销售充

值小屋。SIM卡200克朗一张，通话和短信费用很高。短信每条3克

朗，通话同类型卡每分钟3克朗左右，不同类型卡每分钟7克朗。这
也是为什么在布拉格基本看不到抱着电话打的人。建议中国游客开

通国际漫游，中国移动发短信给国内每条只要0.7元。公用电话亭在

布拉格非常少见，普及使用率很低。

★ 网络
一般在国际连锁现代化的餐厅和咖啡店及麦当劳等快餐厅会提供免

费WIFI，布拉格本地风味的餐厅及酒吧、咖啡店基本都没有WIFI。

网吧在布拉格很少见，长途车站有设施齐全的网吧，费率一般为每

小时50-60克朗，前半小时内免费。注意，这里网吧键盘是捷克键

盘，Y键和Z键在对方的位置。

★ 货币帮助 

捷克的货币使用捷克克朗(CZK)。100元人民币约可兑换320克朗
(2012年7月)，但国内兑换捷克克朗很不方便，所以也可以拿美元
或者欧元到当地兑换。1欧元约等于25克朗，1美元约等于20克朗
(2012年7月)。

兑换
在布拉格的货币兑换点很少能直接兑换人民币，最好在出国前换成
欧元带过来兑换。各主要景点的街道很容易找到货币兑换点，这些
兑换点通常由中东人经营，汇率还是不错的，最好的方式是货比三
家后再决定再哪家兑换。银行也可以兑换外币，但是通常汇率不
好，并且收手续费，营业员也很少有讲英文的，不推荐。建议在景
点区兑换点换，只要自己认真谨慎，汇率是很不错的。另外，欧元
在捷克也可以花，用欧元付款就找零欧元，用克朗付款就找零克
朗，不会混着来。

★ Tips：算清钱数 
要注意的是，兑换商家报价后，自己一定要算清楚换后是多少钱，
因为有些商家看你自己不算，就会少给钱。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mailto:tourinfo@pis.cz
mailto:tourinfo@pis.cz
http://www.praguewelcome.cz
http://www.praguewelcome.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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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交通
★ 机场 

✈ 鲁济涅机场 Prague Ruzyne International Airport，PRG

鲁济涅机场位于布拉格市中心以西10公里处，捷克语名称为“Letišti 
Praha - Ruzyně”。共有三个航站楼，各航站楼之间相距很近，步行

便可轻松到达。

机场巴士 CEDAZ Minibus

票价130捷克克朗，从航站楼开往市中心的“V Celnici”大街，停靠

点距共和广场(náměstí Republiky)50米。7:30-19:00每30分钟一

班，行程30分钟。

公共巴士
票价：24克朗(30分钟内有效)，32捷克克朗(90分钟内有效)，110捷

克克朗(24小时内有效)，310捷克克朗(72小时内有效)。注意，如行

李较大则需购买行李票，16克朗。

白天(5:00-24:00)

119路，布拉格机场 - Dejvická(地铁A线/绿线)，每5-20分钟一班，

行程24分钟。

100路，布拉格机场 - Zličín(地铁B线/黄线)，每8-30分钟一班，行程

18分钟。

179路，布拉格机场 - Nové Butovice(地铁B线/黄线)，每12-30分钟

一班，行程45分钟。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一年中的最佳旅游季节是夏季(5月-9月)。布拉格的冬天比较冷，全
年平均只有75天的晴天，只有夏天的日照最多、晴天最多。这里雨
水充沛，一旦下雨气温下降很快。温差比较大，有时几天内就可以
感觉到从冬天迅速变为夏天。

★ 节日

布拉格城市节 Prague City Festival  6月29日-6月30日
布拉格最大的音乐游乐节之一，有整整三天不停歇的音乐和从中欧
东欧不断涌来的乐迷。
www.cityfestival.cz

波西米亚民俗节2012 Dance 2012 Bohemia 7月5日-7月8日
国际性的波西米亚民俗节日，届时会有很多艺人和观众从不同国家
的波西米亚地区赶来参加庆典。
www.eventsbohemia.cz

布拉格国际跳舞节2012 Let's Dance Pragu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2012年7月26-7月29日
全中欧最大的舞蹈节之一，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舞蹈表演，甚至可以
欣赏到“调情舞”哦。
www.letsdance.cz

布拉格同性恋游行 Prague Pride 2012年8月13日-8月19日
由布拉格市长支持主办，是布拉格最大的同性恋游行。还可以欣赏
到国际乐队的演出。
www.praguepride.com

仲夏夜之梦音乐节
The Midsummer Night's Dream Festival 9月1日-9月8日
伏尔塔瓦河上的音乐节。
www.lukapraha.cz

秋天的旋律国际音乐节 Strings of Autumn  9月3日-10月31日
2012的Strings of Autumn国际音乐节已经是连续第17届，音乐
节期间每个周末都可欣赏到不同风格的音乐。

美食节 Food Festival
布拉格的各种美食节非常多，一般都在春夏举办，平均每一两周就
会有活动。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加上捷克的新鲜啤酒，是当地
人最热衷的活动之一。
www.expats.cz/entertainment/food-and-drink

法国集市美食节 Le Marché du 14 Juillet  2012年7月12-15日
来自法国各地的美食在Kampa广场集聚一堂，不但可以买到来自法
国的各种新鲜食材，还能品尝到各种法国食品。
门票：免费
地址：Na Kampě，Prague 1

布拉格美食大游行 Foodparade 2012年9月8日-9日
每年的布拉格美食大游行会有来自全城顶级餐厅的主厨到现场制作
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各种红酒和布拉格最好
的咖啡、啤酒等。两天的活动里还有关于美食的讲座及制作课程。
门票：200、250、300克朗不等。

地址：Holešovická tržnice
www.foodparade.cz

Magnetic音乐节 Magnetic Festival 12月14日
魔幻的灯光加上各种类型的火热音乐，是寒冷冬日里布拉格最火热
的节日。
www.magneticfestival.com

         银联与刷卡
        基本所有消费场所都接受Visa和Master Card，并且可以在所
有ATM机上提款。接受银联卡刷卡的商户不多，但是中国62开头的
借记卡在捷克商业银行的ATM机上可以直接取出克
朗，非常方便。捷克商业银行的标志是黑红色
的“KB”字母，可以在这里查询ATM机的位置。

Erpet Bohemia Crystal
波希米亚水晶店，是一家可以刷银联卡的店铺。不过并不推荐在这家
店买东西，不但价格贵，而且店里全是被拉去购物的中国旅行团。
地址：Staroměstské nám. 27，Praha 1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捷克中央邮局 Hlavní pošta   
寄往中国的明信片20g以下的为每张20克朗。注
意，中央邮局的部分工作人员会讲英语，其他分局多
数只讲捷克语。

地址：Jindřišská 14，Nové město，Praha 1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7:00-19:00，周六8:00-12:00，周日也营业。

作者推荐

http://www.lukapraha.cz
http://www.cityfestival.cz
http://www.cityfestival.cz
http://www.eventsbohemia.cz
http://www.eventsbohemia.cz
http://www.letsdance.cz
http://www.letsdance.cz
http://www.praguepride.com
http://www.praguepride.com
http://www.lukapraha.cz
http://www.lukapraha.cz
http://www.expats.cz/entertainment/food-and-drink
http://www.expats.cz/entertainment/food-and-drink
http://www.foodparade.cz
http://www.foodparade.cz
http://www.magneticfestival.com
http://www.magneticfestival.com
http://www.kb.cz/pobocky-bankomaty/en/hledani.x
http://www.kb.cz/pobocky-bankomaty/en/hledani.x


P 9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夜间(0:15-5:00)

        510路，布拉格机场 - I.P.Pavlova - Na Beránku，每30分钟一

班，总行程75分钟。 

机场特快 Bus AE
布拉格机场 - Dejvická(地铁A线/绿线)票价40捷克克朗 - Hlavní 

nádraží(地铁C线/红线)，票价60克朗。运行时间6:35-22:05，每30

分钟一班，总行程33分钟。

出租车 TAXI 

从机场到市中心，正常交通状况下花费大致为550-600克朗。有些酒

店与出租车公司有优惠协议，到机场只要400-450克朗，所以如果预

订了稍好一些的酒店就可以先致电询问出租车优惠的情况。注意，机

场的出租车通常要价较高，上车前要谈好价钱或者让司机打表。

★ 火车 

布拉格市区有四个火车站，有通往捷克各城镇及其他欧洲主要城市
的列车。

主火车站 Hlávní nadraží 见地图标识 
地址：Praha 2，Wilsonova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5、9、26路，Hlávní nadraží站；地铁

Metro C(红线)，Hlávní nadraží站。

电话：+420 840 112 113
www.idos.cz

★ 长途客车 
布拉格有5个长途汽车站，其中主长途汽车站Florenc有国际长途
车，其他4个车站的汽车均发往捷克境内其他城镇。主长途车站有售
票大厅，其他四个车站没有售票窗口，但是可以直接找服务员现金
买票。
Student agency网站：bustickets.studentagency.eu

Florenc 见地图标识 

地址：Křižíkova 11，Praha 8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8、24路，Florenc站；地铁Metro 
B(黄线)和Metro C(红线)，Florenc站。         

★ Tips：汽车更便宜 
去捷克其他城镇旅行，乘坐长途汽车会比火车便宜。

市内大巴乘坐地点及票价表

路线 乘车地点 票价(单程)

布拉格-Český Krumlov(克鲁姆洛夫，CK小镇) Na Knizeci 7.6欧元

布拉格-Karlovy Vary(卡罗维发利，温泉小镇) UAN Florenc 6欧元

布拉格-Plzeň(比尔森) Zlicin 3.9欧元

布拉格-Brno(布尔诺)   UAN Florenc 8.2欧元

布拉格- Písek(皮塞克)  Na Knizeci 4.7欧元

市内交通 
布拉格的市内公共交通非常发达，站点遍布大小街道，每个站点
距离都不远，并且有准确的时间表。市内旅行时只需乘坐有轨电
车(Tram)和地铁(Metro)，便可轻松快捷地抵达各个景点。
www.dpp.cz

★ 公共交通通票、优惠卡
公共交通通票 Ticket
使用布拉格的公共交通通票可在票面规定期限内乘坐任意有轨电
车、地铁、公交车，不限次数。
票价：24捷克克朗(30分钟内有效)，32捷克克朗(75分钟内有效)，
110捷克克朗(24小时内有效)，310捷克克朗(72小时内有效)。从
第一次乘坐上公共交通后用打票机打印时间开始算起。
购买地点：各地铁站、有轨电车站、各大超市内的自动售票机。上
车后也可以找司机买票，但是价格会更高，而且司机只提供90分钟
时限的票。

布拉格公共交通优惠卡 Opencard
如果计划在布拉格旅行超过6天，或者旅行时间少于6天，但去的收
费景点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办理Opencard。持有Opencard，市
内很多收费景点和博物馆可以打折，具体景点可见官网。第一次办
理Opencard需要手续费250克朗，需携带护照和个人照片，工作人
员可以说英语。持Opencard充值550克朗，可以乘坐所有公共交通
工具30天，不限次数。
购卡地点：Palác Adria，Jungmannova 31
www.opencard.praha.eu

Prague Card
可免费进入40个景点，另有30个景点门票优惠，具体可在官网查
看。机场旅游信息处、老城广场游客信息中心、查理大桥游客信息
中心、各火车站游客信息中心等地均能买到。还有附带车票的
Prague card，不过只能在线购买。
票价：2日票880克朗，3日票990克朗，4日票1200克朗。
www.praguecitycard.com

★ Tips：不要逃票
各交通工具上经常会有查票人员，如被查到没有票，将被当场罚款
800克朗。

★ 地铁 Metro
布拉格共有三条地铁线路，互相之间有转换站，
并且可以轻松在各大汽车站和火车站转车，十分
方便。布拉格地铁在所有景点都设有站点，如果
时间紧张，地铁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运行时间：5:00-24:00

★ 有轨电车 Tram
布拉格市区地面最发达的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Tram)，几乎覆盖任
何地方，运行时间通常为4:30-次日0:15。每条Tram线路有准确的
到站时间，而且由于是轨道交通，所以基本没有堵车现象。不过有
轨电车的夜行线路很少，如果需要晚上出行，请提前查好时间。

http://www.idos.cz
http://www.idos.cz
http://bustickets.studentagency.eu
http://bustickets.studentagency.eu
http://www.opencard.praha.eu
http://www.opencard.prah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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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足球赛 Fotbal

捷克足球还是不错的，来到布拉格还可以体验观战捷克的足球赛。

布拉格斯巴达队(AC Sparta Praha)目前在捷克A级联赛中排名第

二，有自己的体育场。

布拉格主队球场 Generali Arena 见地图标识 

Generali Arena球场是布拉格斯巴达队的主场，也是布拉格最好的

足球场。球赛门票90-300克朗不等，到达后直接在球场售票处挑选

座位买票。体育场还提供捷克的香肠和啤酒，观看球赛时捷克姑娘

会把啤酒端到你身边，让球赛有了更多的亮点。

地址：Milady Horákové 1066/98，Praha 7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Tram 1、26路，Sparta站。

www.sparta.cz

★ 游船 Cruise 

游船也是游览布拉格的主要方式之一。布拉格的游船分为短时游船

和美食游船。如时间紧张可以选择纯粹游览的短时游船，大约1小时

的游览时间，票价根据游船公司不同一般在240-350克朗不等。时

间充裕可以选择美食游船，在伏尔塔瓦河上悠闲地游览两岸风景，
还可遥望布拉格城堡，同时享受捷克传统美食，票价根据午餐晚餐

不同一般在700-1000克朗不等。在布拉格乘坐游船游览有两种选

择，一是乘坐运行在伏尔塔瓦河上的大型游船，另一种是乘坐小型

游船游览布拉格居民区间隐藏的城市运河。

布拉格有大小游船公司几十家，船只条件、服务水平都有一定差

别，而且其中只有少部分可以在网站上购买船票。想找到适合的游

船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去伏尔塔瓦河边，各个游船公司都坐落于此，

可以直接了解船舱的环境和服务。如果想参加美食游船，也可以直

接考察是否能让你满意，以减少投诉和后悔的机会。

布拉格的游船公司各自分布于伏尔塔瓦河两岸不同的8个码头，请根

据自己选择的游船公司前往游船所在码头。比较有名的游船公司有

伏尔塔瓦河游船www.cruise-prague.cz和运河游船(Prague 

Venice)。

★ 音乐会和歌剧

捷克的音乐及歌剧类演出非常有名，古典乐团、指挥、歌剧水平都

在世界顶级之列。如想观赏到高水平的音乐会及歌剧，可以选择去

布拉格国家歌剧院和布拉格国立剧院。

布拉格的剧院比较多，全年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音乐会、歌剧

等。著名剧院有：Estates Theater、National Theater、

National Opera等。每个剧院都有不同种类的演出，具体演出安排

和票价需要查询各剧院的官方网站。在捷克的剧院英语演出很少，

买票时要注意是否是英文表演。当地最著名的剧目是《Laterna 

Magica》，基本常年演出，内容是波西米亚历史上一个奇妙的故

事，值得一看。

布拉格国家剧院

National Theater / Národní divadlo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国家剧院是欧洲最重要艺术文化舞台之一，常年上演歌剧、

话剧芭蕾及古典音乐会。不过这里大部分剧目都是以捷克语上演。

地址：Ostrovní 1 , Praha 1

www.narodni-divadlo.cz

布拉格国家歌剧院

State Opera House / Státní opera Praha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国家歌剧院前身是德国歌剧院，其建筑本身是欧洲最美的歌

剧院之一。这里常年由捷克国家爱乐乐团演出莫扎特的经典作品。

地址：Wilsonova 4，Nové město，Praha 1

www.opera.cz

教堂音乐会

布拉格很多教堂都会举办音乐会，基本上每天都有，甚至一天内会

有好几场。除了剧院，在教堂听音乐会也是不错的体验，以下几个

教堂是比较好的：Loreto、Convent of St Agnes、St 

George’s Basilica、St James、Strahov Abbey等。一般在教

堂门口可以购买音乐会门票，票价200-300克朗不等。

★ 黑光剧

黑光剧是捷克戏剧活动中最特殊、知名度最高的一种。全剧不发一

语，配以诙谐的表情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加上奇特的服饰及音乐灯

光，呈现一段充满想象空间的表演。票价400-600克朗不等。

黑光剧院 Black Light Theatre 见地图标识 

地址：31 Rytířská Street，Praha 1

★ 木偶剧

捷克的木偶和水晶一样是国家的骄傲。木偶剧通常会以丝线拉住木

偶表演，甚至制作与真人一样大的木偶和演员一同演出，气氛活泼

有趣。National Marionette Theater的《Mozart’s Don 

Giovanni》是布拉格最出名的木偶剧。

National Marionette Theater 见地图标识 

地址：Zatecka 1，Stare mesto，Praha 1

        ★ 公交车
        布拉格大部分的公交车并不在市中心，因为布拉格市区的街道
很狭小。公交车的运行时间一般为4:30-次日0:15。夜行公交很少，
请提前查好。另外，车票最好在公交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上买，上车
找司机买的话票价会更高。

★ 出租车
和其他欧洲城市一样，布拉格的出租车十分昂贵。上车前一定让司
机打表，否则司机会漫天要价。在市区内很难在路边找到出租车，
一般需要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叫车。可以在电话中告之公司你要去
的地方，出租车公司会报价。另外，一些比较好的酒店与出租车公
司有优惠协议，通过酒店订车可以得到一定的折扣。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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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íchovský Radniční Sklípek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本地风味地下餐厅的代表之一，烤猪肘只要150克朗左右，
价格是景区餐厅的一半，但是味道非常棒！餐厅永远爆满，服务员
只会讲一点点英语，服务态度一般，但是价格合理又非常美味的美
食和啤酒难以抵挡。注意，中午只提供捷克午餐，如要品尝猪肘、
排骨一类的特色美食则只有晚餐时间提供。
地址：Preslova 4，Smichov，Praha 5
价位：人均160克朗。
www.smichovskyradnicnisklipek.o1.cz

★ 世界风味
在布拉格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美式快餐、欧洲风味、中东烤
肉甚至寿司都不难找到，价格一般比捷克餐厅要贵一些，但是大部
分味道都很正宗。

Tacos El Paisa 见地图标识 
性价比超高的墨西哥风味餐厅，一解你在中欧吃不着辣的馋劲！

地址：Vratislavova 21，Vyšehrad，Prague 2

价位：人均200克朗。

Pho Vietnam Tuan & Lan 见地图标识 
一家越南风味的餐厅。越南人是在捷克最多的亚洲人，所以来到布
拉格，可以尝尝这里的越南菜，味道正宗。
地址：Slavíkova 1657/1，Kempinski Hybernska，Prague 2
价位：人均100克朗。

The Tavern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最有名的美式餐厅之一，提供的汉堡被称为“布拉格城区味
道最棒的汉堡”。价格合理，分量足。各式美式汉堡、足量的酱
汁，再配上捷克本地啤酒，是大胃王们最好的选择。
地址：Chopinova 1521/26，Prague 2
价位：人均200克朗。

★ 中餐
布拉格基本每个街道都能找到一家中餐馆，中餐的快餐类也是布拉
格除披萨外最便宜的选择。所有的中餐馆都有盖饭也可以单独点
菜，价位通常为人均70-150克朗。

★ Tips：缺少特色的中餐
布拉格的中餐厅全部一摸一样，不用想哪家的最好吃，因为每家餐
厅都一样的菜，一样的味道，价钱也基本一样。盖饭70-110克朗左
右，单点餐的话价格会更高一些。味道普遍都很一般，不像其他城
市或中国的中餐馆一样有自己的特色。另外，为了迎合当地人口
味，这里的中餐馆做饭很咸，点菜时别忘了告诉老板少放一点盐。

China Fusion 见地图标识 

地址：Vodičkova 41，Prague 1

Huang He 见地图标识 

地址：Vršovická 160/1，Vršovice，Prague 10 

餐饮 
捷克的传统美食与德国美食很相似，以肉食加啤酒为主。布拉格有
世界各地的美食，但是最受当地人喜爱的还是捷克风味餐厅和意大
利餐厅。由于餐厅和咖啡店比较便宜，所以无论何时都能在布拉格
街头看到享受啤酒、红酒、咖啡和捷克美食的当地人。不过，捷克
的海鲜和羊肉类的食品选择很少。

★ Tips：餐厅关门时间
大部分餐厅和酒吧晚上过10点后厨房就关门了，晚上想吃夜宵的话
最好早些点餐。

★ 当地特色

捷克的传统美食有烤猪肘、烤排骨、Guláš(捷克炖牛肉)等，最正宗

的吃法是配上布拉格产的本地啤酒。捷克风味的餐厅遍布全城，想
找到最物美价廉、当地人最爱的餐厅，则要走出景点区，随便来到
一条普通街道，寻找一些地下的餐厅或是小巷中穿过门洞里的餐
厅，通常这些才是当地人的选择。这种类型的捷克美食餐厅，吃到
很饱喝到很爽人均一般也不超过200克朗。

Villa Richter-Terra 见地图标识 
经营捷克风味的美食。是布拉格风景视野最好的餐厅之一，可以俯
瞰布拉格“千塔之城”的景色。注意，一定要看准是 “Terra”这
家店，因为这个餐厅的另一家店是超级贵的，不推荐，而且也没有
风景可看。
地址：Staré zámecké schody 6/251，Praha 1
价位：人均400-500克朗。
www.villarichter.cz

Lokál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有名的餐厅之一，室内空间很长，像火车一样。食物包括捷克
本地美食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美食，价格合理，而且服务很好。这里的
捷克啤酒Pilsner Urquell是用巨大的透明储酒池装的，很有意思。
地址：Dlouhá 33，Prague 1 
价位：人均200克朗。

         ★ 夜生活

         电影院

CineStar 见地图标识  和Cinema City是布拉格最好的电影院，

有上映的最新的大片，英语原声捷克字幕。

夜店

布拉格的夜店和欧洲其他大城市比起来可能要逊色一些，但还是有

一些具有特色的店可以选择。不过布拉格夜间交通不太方便，出租

车也不多。最好提前查好夜间有轨电车和公交。

Bordo 见地图标识 

地址：Vinohradská 40，Žižkov，Prague 3

Karlovy Lázně 见地图标识 

地址：Smetanovo nábřeží 198，Prah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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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见地图标识 
         地址：Letenské náměstí 749/5，Prague 7

★ 咖啡店

布拉格有很多传统的小咖啡店，有些甚至没有店名，很小很挤，没
有WIFI，也没有高级座椅，但是40克朗的香浓咖啡、30克朗的蛋
糕，座椅旁边还有带着锈迹的落地灯，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享受
这座时间貌似停止了的城市。

Café Louvre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最具盛名的咖啡店，有100多年的历史。这里有最欧式的服
务，最香浓的热巧克力，还有价格合理的捷克食物。
地址：Národní 22，Praha 1
价位：人均200克朗。
www.cafelouvre.cz

Café Savoy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最有名的咖啡店之一，同时这里也有布拉格最全的红酒单，
食物很精致。推荐咖啡、蛋糕、Tapas。这里的鸭子也是布拉格最
好的。
价位：人均200克朗。
地址：Café Savoy，Vítězná 5

CrossCafe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的现代咖啡连锁店，味道非常棒，饮料食物比一般的咖啡店
更精致更美味。一定要试试这家的酸奶，让你放不下。店内提供免
费WIFI。

地址：Křížíkova 6，Florenc
价位：人均50克朗。

★ 酒吧

布拉格的酒吧基本都是啤酒花园，价格便宜，啤酒新鲜。永远可以
看到当地人在上班时间坐满了酒吧。平均价位：新鲜捷克啤酒0.5升
30-40克朗。

Letenský zámeček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最好的夏日啤酒花园，坐落于Letná公园内，绿荫环绕，还可
以欣赏到城市风景。
地址：Letenské sady 341，Letná Park，Prague 7

Monarch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知名的红酒酒廊，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本地红酒及来自
世界各地的特色红酒，还提供各式捷克奶酪。

地址：Na Perštýně 15，Staré Město，Prague 1

Fraktal 见地图标识 
非常典型的捷克酒吧，有最好的新鲜啤酒和各式鸡尾酒，还提供捷
克小食。有免费WIFI。

地址：Šmeralova 1，Prague 7

购物 
捷克是个轻工业非常不发达的国家，不是购买名牌的好地方。当地
最有名的工艺品是波西米亚水晶和捷克木偶，不妨选购一些独具特
色的当做纪念品带回家。

布拉格很多地方都Manufaktura的店，类似于英国的The Body 
Shop，销售手工皂、护肤品还有玩具。值得推荐的有啤酒润唇膏和
洗发露。

捷克百年手工皂品牌Botanicus，台湾翻译为菠丹妮，旗舰店位于
布拉格老城广场的提恩教堂旁边一条小巷内。位置非常低调，里面
进去后有很多台湾人和日本人购物。店里会有台湾工读生做导购，
所以不必担心买东西的时候不好沟通。推荐死海泥洁面皂、玫瑰眼
霜、玫瑰爽肤水等。

另外，BATA牌的皮鞋可以算是捷克的国民皮鞋了，虽然国内都有销
售，但是捷克的价格更加实惠。

★ Tips：购买水晶
购买水晶时最好去正规品牌的水晶店，不要在旅游纪念品商店购
买。购买前记得询问是否可以退税，并索要发票。

★ 百货商场

Palladium商场 见地图标识 
捷克最大的购物中心，有200多个品牌和30多家餐厅、咖啡店，是
在布拉格购买时尚商品的最佳选择。
地址：Náměstí Republiky 1，Praha 1

住宿 
布拉格旅游高峰期的住宿永远非常紧张，一定要早定房。布拉格的
公共交通很方便，若不追求高级酒店，则不必选择市中心和景点区
的酒店，因为价格会非常高，并且房间设施很差。在主要景区外通
常能找到价格更合理、房间条件更好的旅店，最好选择住在地铁站
附近，即使不在景区，仍可以轻松快捷达到各景点。

五星级酒店
布拉格有世界各大奢侈酒店品牌，同时也有本地奢侈酒店，服务一
流，设施齐全。这些酒店大多位于市中心及城堡区，有非常好的窗
景。不过价格较高，每晚3000-6000克朗不等。

中档酒店
中档的酒店和旅馆遍布城市的各个街道，很多酒店都有悠久的历
史，甚至有不少捷克名人下榻过。这类酒店在旅游高峰期通常会爆
满，余下的选择就及其有限了。这类酒店价格中等，每晚
900-1500克朗不等。

Guest House
布拉格的Guest House不太多，通常在市中心的边缘，同样有便捷
的交通。是背包客们的首选。价格通常为每个床位200克朗起。

华人旅馆
布拉格的华人旅馆很少，基本都位于布拉格最有名的街区，但条件
设施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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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急救电话：155、112
匪警：158
火警：150

★ 治安
布拉格总体来说很安全，但是要注意在景点区会有小偷。有时街上
会有一些流浪者和醉汉要钱要烟要酒，也要适当注意安全。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见地图标识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 Velvyslanectví Čínské lidové republiky
地址：Pelléova 18，160 00 Praha 6
电话：+420 233 028 898
应急电话：+420 728 939 951
工作时间：周一-周五9:00-11:30(3月16日-10月31日)；周一-周五
9:30-11:30(11月1日-次年3月15日)。
www.chinaembassy.cz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突然生病、受伤等可去医院接受急诊服务救治。在非常危急的情况
时，可拨打急救电话寻求急救。急诊费约为90克朗。治感冒或流感
类等的药品在药店购买即可。

General Hospital U Nemocnice
当地的综合医院，医生可讲英文。
地址：Karlovo náměstí 32，Prague 2
医生服务电话：+420 299381(24小时)。

Lékárna Palackého
药房，24小时营业。
地址：Palackého 5，Praha 5
电话：+420 224 946 982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Andel-Novy Smichov商场 见地图标识 
        Novy Smichov商场拥有布拉格最大的一家TESCO超市，以
及各种服装、玩具、化妆品品牌，还有保龄球、电影院及各种风味
的餐厅。
地址：Plzenská 8，Praha 5

★ 超市
布拉格最常见的超市是TESCO和ALBERT，可以买到所有需要的日
用品。超市每天都供应最新鲜的捷克香肠和面包。

★ 纪念品及小店
布拉格最繁华热闹的购物街位于Mustek到老城广场之间，这条步行
街各式小商铺遍街林立，从旅游纪念品到捷克水晶再到特色木偶
店，应有尽有。

★ 市场
布拉格露天市场

Prague street market / Havelská Tržiště 见地图标识 
布拉格长期开放的露天市场，可以买到新鲜的本地水果、巧克力，
还有捷克提线木偶以及其他旅游纪念品。
地址：Havelská 13/11，Praha 1

布拉格圣诞市场 Prague Christmas Market
每年圣诞节前一周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和瓦茨拉夫广场会举办有趣
的圣诞市场，可以买到各种捷克美食和捷克传统手工艺品。

★ 退税销售
在布拉格商店购物大部分都有免税标示(Tax Free)。单张小票消费
满2000克朗即可申请退税支票。付款时向商店工作人员索取退税支
票(Tax Refund Cheque)，柜台人员一般会把购物金额等信息填
好，自己再把个人信息补充完就可以。离境时在机场持退税支票、
收据、护照就可以办理。让海关工作人员在退税支票上盖章，到退
税点出示退税支票、护照、信用卡，这时就可以领到退税款了，可
以选择退到信用卡或者退现金(欧元、克朗均可)。退税时，有可能会
被要求出示所购商品。

http://www.chinaembassy.cz
http://www.chinaembassy.cz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subject=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subject=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