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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 浪漫之城

布拉格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浪漫之地，有著童話般的美景，伏爾塔瓦河上環境怡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將其市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原因很簡單：完好保存幾個世紀的建築以及在老城區、猶太
區和小城區鵝卵石小道上每走一步所呈現的文明，與具有歷史意義的布拉格城堡遙相呼應，這座布拉格
城堡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堡建築群。

布拉格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注重審美的人們：藝術家、詩人、音樂家、哲學家、知識份子 – 還有戀人
們。越來越多的情侶選擇在布拉格舉辦婚禮，這裡受歡迎的原因不言而喻。不僅是因為這座城市是拍攝
婚紗照的現成背景，而且您還可以在此完全按照您的想法專門安排您婚禮當天以及前夕的方方面面。

我們提供此指南的目的是激發您構思一場完美的布拉格婚禮，並將其變為現實。該手冊中的場地和服務
供應商清單並不詳盡，但還是列出了一些可用的典型供應商代表，並重點描述了品質和體驗。如需瞭解
更詳細的指南清單，請造訪 www.pragueweddingguide.com。大膽夢想並用心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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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所有場合的浪漫之城

在布拉格，的確有很多針對浪漫慶祝場合的選擇，不僅僅局限於辦婚禮；這裡還是訂婚、度蜜月、再續
結婚誓言或慶祝週年紀念日的理想之選。這座城市有數不盡的私密空間，您可以在這些地方表白或偷
吻：乘坐貢朵拉沿著伏爾塔瓦河遊玩；在佩特任山頂的櫻花叢中遠眺落日下的城市風光；或者在繁星下
享受燭光晚餐。無論什麼場合，在永恆的布拉格，空氣中始終彌漫著愛的氣息，所以，何不在這裡創造
屬於您的童話呢？繼續閱讀，看看我們如何建議您透過刻骨銘心的方式在布拉格一遍又一遍地表達您的
愛意。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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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舉行婚禮的 10 大理由

1. 氛圍
由於其文化和建築的多樣性，布拉格擁有充滿魅力和美感的獨特氛圍。對於任何欣賞歐洲歷史、建築或藝術的人來
說，這座金色千塔之城就是為夢幻婚禮和難忘回憶創造靈感的背景。

2. 場地
作為歐洲文化和歷史的主要中心，布拉格曾經有著輝煌的歷史，擁有各種令人驚歎的外景地，是您舉辦婚禮的理想
場所。無論是傳承幾個世紀的教堂和鍍金的華麗宮殿，童話般的花園和精緻的就餐露臺，還是奢華的舞廳和私密遊
船，這裡有足夠的儀式和招待選擇。

3. 拍照機會
布拉格絕對是世界上最適合拍照的城市之一 – 每年聚集在鵝卵石街道上的遊客數量足以證明這一事實。這座城市建
在七座山丘上，每一個角落都等待著您拍出絕美的照片，而布拉格城堡、查理大橋、聖維特大教堂或金頂塔等地標
也為您的婚禮構建了一道完美的背景。

4. 價格
儘管籌備婚禮時應該不惜血本，但大部分情侶在步入令人興奮的婚姻生活之前都不想耗盡太多財力。幸運的是，布
拉格的場地和服務仍然比西歐和美國要便宜得多，這意味著您和您的愛人在實現你們的夢想時將受到較少的約束。
在布拉格舉行婚禮帶給您的是驚喜和激動，但絕不會讓您從此一貧如洗。

5. 位置
布拉格並不只是象徵地被稱為歐洲心臟 – 看看地圖，您就發現它確實位於歐洲大陸的中心。捷克共和國與德國、奧
地利、波蘭和斯洛伐克接壤，從歐洲的幾乎所有地方乘坐飛機、火車或汽車都可以輕鬆到達，世界上主要目的地的
定期航班均停靠布拉格國際機場。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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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便捷性
除了位於歐洲的中心之外，布拉格還有緊湊和易於遊玩的優勢。您和您的客人將不需要窘迫地花費幾小時的時間，
在密集的人流中從一個場地奔波到另一個場地，亦無需支付昂貴的轉乘費。布拉格保存完好的歷史中心，因其規模
而備受矚目，但仍然可以在一小時內輕鬆步行遊歷。這裡私密的氛圍、怡人的風景和到處的典型地標，使得您的客
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親身探索這座城市。此外，在布拉格結婚的法律手續和文件非常簡單，無需居住要求。

7. 無語言障礙
與人們預想的國際化首都一樣，布拉格的公司、場地和餐廳均能夠熟練使用各種世界語言，尤其是英文、德文、俄
文，同時還有其他語言也在逐漸使用中。您可以溝通所有要求和細節，完全按照您希望的方式策劃您的婚禮。

8. 體驗和可靠性
布拉格專門組織和舉辦婚禮的公司、場地和餐廳不只是在語言方面經驗豐富。一些供應商在婚禮策劃方面有二十多
年的經驗，能夠提供與任何其他城市匹配的專業水準。本指南和 www.pragueweddingguide.com 的線上版本中提
供的供應商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品質卓越可靠。

9. 多樣性
無論您是傾向於針對您最親近的人舉辦私密的活動，還是針對幾百人舉辦豪華的盛宴，布拉格均是您的理想之選。
菜肴方面也很多樣化；這裡有廚藝精湛的餐飲公司和餐廳，提供各種世界美味，尤其是法國菜、義大利菜、印度
菜、日本菜、猶太菜、中東菜、泰國菜，當然還有捷克菜。

10. 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由於這裡令人難忘的美景，布拉格不斷吸引著大量來自各地的人才；他們的才華、想像力和活力使
得布拉格成為了這樣一座啓發靈感的城市。但是，由於布拉格城市規模小，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非常優秀的人才並享
受他們提供的服務，無論是音樂家、攝影師、廚師、花匠，還是造型師。本指南列出的所有婚禮代理機構和許多相
同優秀的專業人士合作，這些人在布拉格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也就是說，您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服務。

© George Hlo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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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婚禮

布拉格的浪漫氣息是不受時間影響的，無論您 25 歲、75 歲，還是兩個人
單獨前往，這裡都是舉辦浪漫儀式的理想選擇。這是一座會讓您愛上的城
市，也是紀念您人生中重要事件的理想之地——求婚、訂婚、單身派對、
交換婚禮誓言、度蜜月、再續誓言或者慶祝特別紀念日等。為保證活動的
順利進行，當地的服務供應商將為您提供全程幫助，例如個人化活動策劃
或幕後諮詢服務等。下面是幾個可激發您想像力的創意，不過這僅僅只是
開始：布拉格。

13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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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

傳統觀念認為，未經過事先的求婚環節是不能舉辦婚
禮的，因此求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為隨後舉行的
婚禮定下了基調。
不管怎麼說，透過求婚，您可以告訴您的愛人他（
她）有多麼重要，還可以向大家宣佈，您已經準備好
與所愛的人共度餘生。

意外的驚喜

想像一下：你們手牽著手在城中漫步，然後走到您精
心選擇的，但您愛人並不知道的地方。
例如布拉格市中心有名的查理大橋。按照您的要求，
我們已經在那裡藏好鮮花和戒指，您可以在恰當的時
刻假裝發現了這些東西。或者會有一個信使在大街上
或您用餐時將鮮花和戒指呈送到您面前 – 採用什麼方
式全由您決定。此外，布拉格還有眾多一流的餐廳，
您可以選擇在某間餐廳共進晚餐後，將戒指藏到蛋糕
裡作為餐後甜點送上來。

© Matouš Duc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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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之日來臨前

婚禮臨近前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幸運的是，因為有很
多專業人士幫您處理所有的後勤事務，您只需專注於
那些最有趣的環節。在正式婚禮開始前，不同的傳統
習俗會舉行不同的活動，比如單身派對和彩排晚宴。

可以按照您的希望組織精緻貼心的酒會和老牌的狂歡
派對等各種活動。

品酒會 

或許您聽說過布拉格啤酒之都的大名，但布拉格還有
幾座當地的葡萄園。因出產優質葡萄酒，捷克共和國
的名氣越來越大。我們可以為您和您的朋友組織一次
參觀布拉格的葡萄園或當地酒吧的活動，您可以品嘗
當地最好的佳釀，也可以對這裡的制酒歷史和工藝有
所瞭解。在 Viniční Altán (Vineyeard) 和特洛伊酒廠 
(Troja Winery) 等地方還有漂亮的戶外平臺，您可以
在那裡舉行正式婚禮和婚宴。

傳統的串酒吧活動

畢竟，布拉格是世界啤酒之都。在布拉格市中心，您
走幾步路就會看到一家酒吧，這些酒吧許多都有著數
百年的歷史，現在您還可以在城裡看到小啤酒廠繁榮
的釀酒場景。布拉格有幾家公司可以為您提供串酒吧
路線的服務，也可以帶您參觀城裡有名的酒吧。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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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排晚宴

我們在「婚禮場地」一章中詳細地說過，布拉克許多
最漂亮、最成熟的餐廳都可以舉辦特別活動，包括婚
禮前一晚的彩排晚宴。
這些餐廳提供各種大小規格的晚宴服務，有多種不同
的晚宴風格可供選擇：例如河畔燭光晚宴、米其林星
級美食體驗、燭臺品酒會或者在滿天繁星下的蔥郁花
園中來一個啤酒加燒烤的慵懶派對。

 

歷史悠久的電車遊覽

這是一個在婚禮前的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的有趣項
目，你可以提前一週邀請密友和家人參加電車遊覽，
也可以周到地用租來的古老電車將賓客們從婚禮舉辦
地送至接待地點，讓他們乘著電車穿城而過時欣賞到
沿路的美景。這也是一個舉行香檳祝酒儀式的有趣的
地點。

水療護理

撇開水療的保健功效不談，花點時間到當地的水療中
心放鬆一下，確保在大喜之日時以最佳狀態示人也是
值得的。布拉格許多高級酒店都有內部的水療中心，
在那裡您可以花上一整天時間享受按摩、熱油護理、
面部護理以及修指甲和修腳服務。最美妙的事情就是
來上一杯香檳，讓自己為即將到來的婚禮和婚宴做好
準備。

拍照時間

以布拉格為背景，為您和您的朋友安排一次年代時裝
拍攝活動，捕捉珍貴的瞬間，留下獨特的回憶。您可
以選擇在伏爾塔瓦河上乘著真正的貢朵拉泛舟，來一
組威尼斯主題寫真，也可以選擇在華麗的巴洛克宮廷
前（或裡面）擺好造型，戴著高高的巴洛克假髮拍一
組莫札特風格的照片。

© Zlatuše J.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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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
在布拉格舉辦婚禮，有多種風格可供選擇，可
以是一場奢華的童話婚禮或時髦的現代婚禮，
也可以是充滿輕鬆隨和氛圍的婚禮，當然也可
以選擇兼具兩種風格的混搭婚禮，在這裡您的
所有夢想都將變成現實。鑒於處理各種文書工
作需要花一些時間，因此最先要考慮的問題是
您希望舉辦一場宗教婚禮還是世俗婚禮，還有
您希望舉辦婚禮的地點在哪里。別忘了最受歡
迎的婚禮場地早在 6、7、8、9 月的高峰期到
來以前就預定滿了。接待場地的情況也是一
樣，因此最好儘早開始準備，這樣才能保證訂
到您喜歡的場地。

婚禮儀式

世俗婚禮可以在布拉格任何一個區的市政廳中舉行，而宗教婚
禮則要在經過授權的教堂或猶太會堂內舉辦。很多宮殿也提供
舉行世俗或宗教婚禮儀式的場地，通常是在宣讀誓言後作為接
待賓客的奢華場所，這可以說是對來賓的額外獎勵。當地的婚
禮策劃公司也會幫您安排婚禮儀式的舉辦地點，例如戶外場地
或花園以及伏爾塔瓦河的大船上等非傳統的婚禮場地。多數舉
辦婚禮的場所在不同時間的收費是不一樣的，工作日的收費通
常比週六或週日要便宜。即便如此，與西歐或美國的類似地點
相比，這個價格也是非常合理的。

接待

不管您打算邀請 10 位還是 150 位客人，你都能在布拉格找到
完美的接待場所。正如上面說到的，許多場所都具備同時舉辦
婚禮和接待賓客的能力，也就是說您不必擔心客人們會在兩個
地點之間穿梭。有些接待地點是輝煌的巴洛克或文藝復興時期
的皇宮，還有的是豪華酒店和飯店。您也可以將婚禮進行完美
的混搭，例如在城裡歷史最悠久的教堂舉行完宗教婚禮後，在
一個頗具設計感的餐廳裡接待賓客。

© Petr Pelu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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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
不管您希望舉辦一場多大規模的婚禮，在所有的籌畫
和激動時刻過去後，您應該花時間與新婚愛人共度一
段蜜月時光。
在布拉格及其週邊地區有很多值得體驗的事情，一兩
週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你可以探訪一下這座歷史名
城，也可以參觀各個博物館和花園，或者走得更遠一
些，到郊外去來個一日游或一週遊。例如，您可以到
位於奧地利邊境附近的童話般的城市克魯姆洛夫去看
看，或者去拜訪一下南部的摩拉維亞，這裡是捷克陽
光充足的產酒區。 
徒步旅行或騎行愛好者可以沿著遍佈全國，複雜交錯
但標示清楚的山路來一次冒險之旅，探索一下從首都
可以很容易到達的幾座獨具特色的國家公園。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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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續誓言/特別
週年紀念
如果您是已婚人士，但還想著找個地方來一次難忘的
特別活動，例如再續誓言或者慶祝特別紀念日，布拉
格可以滿足您的一切需求。打算買一件特別的禮物來
紀念某個特殊的日子嗎？例如一對手工打造的精緻香
檳酒杯，一個上好的瓷碗，一尊鐫刻著特別日期的花
瓶，或者委託製作一個帶有個人化圖案的物件？波西
米亞 (或捷克) 水晶因其精湛的手工製作工藝和數百年
的悠久傳統而名揚天下；一件蘊含著個人對婚姻美好
祝福的精美水晶一定會成為家族的傳世之寶。

© Petr Pelu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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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場地

一旦您決定在這座「金色之城」舉辦婚禮，最激動人心的部分莫過於對婚禮
場地和接待場地的選擇。這裡我們列出了布拉格最具特色的一些婚禮場地。
不論在皇宮、教堂、餐廳或者伏爾塔瓦河上的大船上，您都能找到與個人風
格完美搭配的婚禮舉辦場地。

場地推薦：
 婚禮儀式場地推薦

 接待賓客場地推薦

 景色秀美

 戶外空間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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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和宮殿
1 | 布拉格奥古斯丁酒店
五星級的奥古斯丁酒店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舊時是
布拉格市中心一座隱蔽的修道院，該酒店實現了私密
性、文化氣息和便利性的完美平衡。該酒店由七棟不
同的建築構成，歷史最久的一棟可追溯到 1284 年，
涵蓋了從巴洛克、文藝復興到哥特的所有建築風格。
經過豪華地翻新裝飾後，該酒店配備有奢華的客房，
提供精緻美食和一流的放鬆和娛樂服務。整座酒店彌
漫著 700 多年的歷史氣息，從酒店可以直接進到聖托
馬斯教堂，相信一定會給您留下難忘的婚禮記憶。
www.augustinehotel.com

 

2 | 新巴洛克 BOCCACCIO BALLROOM
標誌性的 Boccaccio Ballroom 位於布拉格老城區的
五星級波西米亞大酒店內。該酒店可容納 120 名賓
客，酒店大堂裝修豪華，非常適合進行婚禮接待。
www.grandhotelbohemia.cz

3 | 布拉格 BOSCOLO 酒店 
這家知名的義大利酒店集團為您提供五星級的服
務。Boscolo 是一家豪華的藝術酒店，該酒店位於一
座漂亮的新文藝復興風格宮殿內，內部裝飾以大理石
和高雅的灰泥為主，酒店還設有羅馬水療設施以及貼
有馬賽克的游泳池。Grand Open Ballroom、美食餐
廳和附近的 Cigar Bar 都是提供古典而時髦的婚禮接
待的理想之地。
prague.boscolohotels.com

 

4 | 聖哈威爾城堡酒店 
這間浪漫的城堡酒店是一座全面翻新的新哥特式城
堡，位於布拉格 Krč 4 區一座時尚英式公園中央的
開闊地帶，該公園內有幾個田園風格的池塘。聖哈
威爾（聖伊萊斯）小教堂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 13 世
紀，在這裡舉辦婚禮一定給您帶來獨特的體驗。春
夏時節，可在戶外或酒店花園中庭的浪漫氛圍中舉
行婚禮。這裡適合舉辦宗教婚禮和世俗婚禮。接待
完賓客後，新人可在豪華的電視塔套房內度過第一
個新婚之夜。
www.chateauhotel.cz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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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克萊門特鏡子教堂
克萊門特 (Clementinum) 是歐洲最大型的建築群之
一。該建築最初是一座耶穌會學院，現在是國家圖書
館所在地。鏡子教堂 (Mirror Chapel) 建成於 1720 年
以後；教堂內飾牆壁以大理石內牆、瓷磚、金色泥灰
和天頂濕壁畫的協調搭配而著稱。鏡子的使用使得該
教堂成為全世界最具特色的教堂之一。
克萊門特的視野非常開闊，可以將布拉格的景色淨收
眼底，非常適合在此舉辦浪漫的活動和拍照。
www.klementinum.com

 

6 | 布拉格四季酒店
這裡將為您呈現布拉格最豪華、最氣派和最迷人的婚
禮。這座有著幾百年歷史的酒店將為您提供獨具「四
季酒店」特色的一流菜肴和細緻的個人化服務。在伏
爾塔瓦河岸邊的布拉格老城區，您可以欣賞到查理大
橋和布拉格城堡童話般的美景。寬敞的主宴會廳一直
延伸到戶外河邊的露臺，巴洛克式舞廳在陽光下為您
呈現出 16 世紀的迷人魅力。
www.fourseasons.com/prague

7 | 洛克維茲宮 - 布拉格城堡 
洛克維茲宮 (Lobkowicz Palace) 是布拉格城堡建築群
中唯一一座私有建築，這座宮殿的 17 世紀大廳和舞
廳可對外出租，用於舉辦私密的婚禮儀式。這裡全年
開放，新人們可以在裝飾有巴洛克風格的古老教堂內
宣讀誓言，迎接各方賓客，在陽臺上一覽布拉格令人
驚歎的美景，還可以雅致的帝王大廳內的華麗枝形吊
燈下享用美食和翩翩起舞。洛布科維茨宮的地理位置
絕佳，在這裡可以一覽布拉格全景，是創造屬於您自
己的歷史的理想之地。
www.lobkowicz.cz

 

8 | 布拉格文華東方酒店
布拉格文華東方酒店的原址是位於布拉格小城區的
一座多明尼加修道院，酒店裝修精緻，環境迷人而私
密。40 多年來，文華東方酒店集團一直致力於為私
密婚禮或豪華婚禮和慶典儀式提供服務。該酒店內有
一座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身處其中可以仿佛觸摸到
真正的歷史，您還可以在修道院花園中舉辦一場令人
難忘的婚禮。
www.mandarinoriental.com/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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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馬丁尼茨宮
文藝復興時期的馬丁尼茨宮距離布拉格城堡僅有幾步
之遙，宮內的大廳可供出租舉辦各種紀念儀式。宮殿
的內部教堂採用古典宗教油畫進行裝飾，還有一座帶
噴泉的庭院，許多配有仿古傢俱的會客廳以及帶原始
木梁的天頂壁畫。這是一座彌漫著真正的歷史氛圍的
宮殿，一定會讓您的賓客留下難忘的印象。
www.martinickypalac.cz

 

10 | 市政廳
這座俯瞰著共和國廣場 (náměstí Republiky) 的新藝
術派風格宮殿建於 1905 至 1912 年之間，是首都布
拉格的代表性建築，也是布拉格城內最漂亮的新藝
術派建築之一。宮殿的漂亮內飾均出自著名的捷克
畫家和雕刻家之手。市政廳是舉辦婚禮最理想的場
所。市政廳採用大量的壁畫和濕壁畫進行裝飾，並
自稱彩色玻璃窗上的圖案是出自大藝術家阿爾馮斯•
慕夏的手筆。
www.obecni-dum.cz

11 | 老市政廳
老市政廳和著名的天文鐘是布拉格的地標性景點。
老市政廳位於歷史悠久的老城廣場上，由幾棟建築組
成，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建築群。
以宏偉寬敞的老城廣場和泰恩教堂為背景，您總能找
到一些眼含羡慕的人群，讓他們幫您一起慶祝這個特
殊的日子。老市政廳樞密院是最受歡迎的婚禮舉辦場
地之一，因此強烈建議您提前預定舉辦婚禮的日期。
www.staromestskaradnicepraha.cz

 

12 | 巴赫托夫宮
 馬美頌套房酒店
這座巴洛克風格的宮殿現在是豪華的巴赫托夫宮馬
美頌套房酒店的所在地。該酒店距離查理大橋僅幾步
之遙，從這裡可以飽覽伏爾塔瓦河和布拉格城堡的美
景。酒店帶有兩個庭院，為您的特別之日營造出寧靜
浪漫的氛圍。酒店內還設有一家 Amade 餐廳，可按
照新郎和新娘的喜好準備個人化婚宴菜單。新婚夫婦
肯定會對這裡迷人的蜜月套房讚不絕口。
www.mama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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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PÁLFFY PALACE
這座歷史可追溯至 18 世紀的巴洛克風格的宮殿地處
布拉格小城區的正中心，從其寬大的露臺上可以飽覽
布拉格城堡和該宮殿內各個花園的美景。宮殿的幾座
花園也是舉辦婚禮儀式的熱門地點。Pálffy Palace 受
人歡迎的餐廳緊鄰宮殿露臺，這裡為您提供舉辦婚禮
的一切所需。金碧輝煌的餐廳供應美味可口的精緻菜
肴，陳設有鍍金蠟燭台和製作精美的枝形吊燈，烘托
出這裡的浪漫氛圍。
www.palffy.cz

 

14 | 特洛伊城堡
特洛伊城堡建成於 1691 年，毗鄰特洛伊社區的布拉
格動物園，是波西米亞的巴洛克建築的重要代表之
一。該城堡擁有樹籬環繞的花園，裡面種滿了各種裝
飾樹種和果樹，就像一個小型的自然迷宮，花園內還
有一片橘林和許多噴泉。寬闊的石頭階梯上裝飾著眾
神和巨人塑像，是拍攝婚紗照的理想取景地。城堡內
部，尤其是帝王大廳內裝飾有紀念壁畫；這個大廳與
各個花園都是城堡內頗受歡迎的婚禮場地。
www.citygalleryprague.cz

15 | U ZLATÉ STUDNĚ
U Zlaté studně 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528 年。早在 
1900 時，這座建築裡就有了一家坐擁美景的小餐
廳，很多人都說這間餐廳是布拉格傳說中最好的屋頂
餐廳。以迷人的城市風光和氛圍為背景，金井精品酒
店的四樓陽臺是共進兩人浪漫晚餐或舉行婚禮的理想
之選。夏季的時候，客人們可以享受到透過一個專屬
入口直接從陽臺進入布拉格城堡皇宮花園的特權。這
個入口曾是道魯夫二世的專用城門，每天由城堡衛兵
負責開啟和關閉大門。
www.terasauzlatestudne.cz

 

16 | ŽOFÍN PALACE
Žofín Palace 是一座新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坐落於
伏爾塔瓦河的 Slovanský Island 上，距離國家大劇院
只有幾步的路程。Žofín 一詞源自奧地利國王弗蘭茲•
約瑟夫一世的母親大公夫人索菲。Žofín Palace 內有
數個大廳以及環境更加私密的市長會客廳，這裡還有
一間倍受歡迎的，帶頂棚的戶外餐廳。
www.zofi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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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聖彼得和保羅大教堂
聖彼得和保羅大教堂是 Vyšehrad 國家文化遺址群的
一部分，這個古代捷克王子的處所高聳於伏爾塔瓦
河右岸的岩石峭壁上，俯瞰全城。自 1070 年建成以
來，這座教堂經歷了數次改建和翻新。目前是一座新
哥特式風格的建築，令人歎為觀止的內飾使其成為舉
辦宗教婚禮的理想之地。
www.kkvys.cz

 

18 | 佈雷諾夫修道院
佈雷諾夫修道院是一座多功能的建築，可在同一個地
點舉行婚禮儀式和婚禮後的所有活動，因此數十年來
一直是最受歡迎的婚禮舉辦地。如果舉行宗教婚禮，
可以選擇聖瑪格麗特大教堂，而世俗婚禮則通常在 
Vojtěška Pavilion 後面的花園或瑪利亞•特瑞莎大廳內
舉行。這個大廳也很適合進行婚禮接待。另外，Sala 
Terrena 則通常是舉辦婚禮後的餘興派對的地方。之
後新婚夫婦會前往位於佈雷諾夫修道院建築群內的阿
達爾貝特酒店的婚禮套房。
www.brevnov.cz

19 | 聖伊萊斯教堂
哥特式的聖伊萊斯教堂是一座 1371 年建成的，帶有
三個過道的教堂，是老城區最宏偉的教堂之一。該教
堂毗鄰多明尼加玫瑰園，距離溫塞斯拉斯廣場也僅有
幾步之遙，擁有巴洛克風格的高聳內飾和哥特元素的
外立面。該教堂還擁有布拉格最大的古典管風琴，管
風琴共有 3,500 個簧管，音質十分出色，在美妙音樂
的背景下，這裡成為舉辦宗教婚禮的理想場地。
praha.op.cz

 

20 | 聖托馬斯教堂
這座哥特式教堂坐落在布拉格小城區內布拉格城堡下
方不遠的位置，其歷史可追溯到 1285年，由國王溫
塞斯拉斯二世建造。這處美妙的歷史遺跡很適合舉行
宗教婚禮，教堂內有許多保存完好的 14 世紀的壁畫
和無數有著 600 多年歷史的珍貴藝術品。
www.augustiniani.cz

大教堂、教堂和猶太教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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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聖心教堂
這座世俗教堂的原址是主耶穌基督教堂的耶穌聖心女
士創建的女修道院和寄宿學校。這座新哥特風格的聖
心教堂建成於 19 世紀。宏偉的教堂內部和附近包括
花園在內的設施可用於舉辦宗教或世俗婚禮以及後續
的接待活動。
www.sacrecoeur.cz

 

24 | 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這座位於斯特拉霍夫的皇家普雷蒙特雷修會修道院是
全世界保存完好且最古老的普雷蒙特雷修會修道院之
一。這座修道院自 1143 年建成以來幾乎從未受到過
任何破壞。如今，這裡成為了捷克文學博物館的所在
地，它是世界聞名的斯特拉霍夫圖書館的一部分，同
時還兼具美術館功能。修道院的夏季餐廳和冬季餐廳
可舉行世俗婚禮。
www.strahovskyklaster.cz

21 | 禧年或耶路撒冷猶太會堂
這是布拉格古老市中心的最年輕的和最大的猶太會
堂，該會堂為摩爾風格建築，建成於 20 世紀初。這
座猶太會堂內有 850 個座位，是舉辦大型婚禮的理想
場地。會堂內飾以維也納新藝術風格的鮮豔色彩裝飾
為主，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猶太會堂。該會堂仍在舉辦
宗教儀式。
www.kehilaprag.cz

 

22 | 舊新猶太會館
舊新猶太會館坐落於布拉格老城的古老猶太區，是
歐洲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猶太會堂。該會堂建
於 1270 年，原名為新猶太會堂或大猶太會堂。現在
的名稱自 16 世紀開始使用，那時布拉格的其他猶太
會堂才剛剛建成。該猶太會堂是波西米亞哥特式建築
的典範。這裡的婚禮由布拉格猶太社區的猶太教祭司
主持。
www.kehilaprag.cz

21 23

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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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聖維特大教堂
這座高高聳立地哥特式聖維特大教堂是布拉格城堡
的著名景點，也是布拉格最主要的建築之一。作為
布拉格大主教的管區，它是捷克共和國最重要的天
主教堂，從建築學角度來說也是一座非凡的建築。
這座建成於 14 世紀的教堂有 3 條走道和 1 個十字
形的中殿，教堂拱廊為三拱式，週圍還圍繞著一圈
小聖堂，最初是一個圓形建築，後來又改成了長方
形的教堂。傍晚教堂不對公眾開放後，可以在這裡
舉行宗教婚禮。
www.katedralasvatehovita.cz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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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布拉格城堡下方的宮殿花園
在布拉格城堡下方，透過別致的方式將建築之美與週
圍環境完美融合的花園群，是一片縱橫交錯的地帶，
到處是噴泉、奇特的階梯和通道、涼亭和涼廊，您還
可以欣賞到歷史名跡布拉格市中心的迷人景色。結婚
典禮的主場地是 Ledebourg Garden 具有代表性的花
壇，至多可容納 256 位賓客，草地週圍的路可放桌
子以提供點心。這個私人花園的一部分屬於由三部分
組成的 Sala Terrena，音響效果出色，甚至小型室
內合奏組也不需要任何音響系統。花園花壇的南部是 
Ledebourg Palace Gallery 的所在地。這個四週完全
用玻璃圍住的絕佳畫廊有其自己的大廳和通向花園花
壇的階梯。三個水晶大吊燈為畫廊內部更添一份莊嚴
的氣息。這裡優雅的環境十分適合在淡季或惡劣天氣
裡為節日餐桌提供保護。婚宴可以在花園或直接通向
花園的餐廳內舉行：Pálffy Palace 或 Villa Richter。
www.palacove-zahrady.cz

26 | GRÉBOVKA PAVILION
這個庭院位於樹葉茂盛的 Vinohrady 住宅區內，坐
落於 Grébovka 公園的上部。19 世紀 70 年代，這座
庭院是作為花園遊樂場修建的，設有射擊場、草坪撞
柱遊戲球道、棋盤及其他遊樂點，供遊客們放鬆身
心。Grébovka Pavilion 是布拉格二區的官方婚禮場
地，當地員工可為您制定詳盡的婚禮計劃，包括獨特
的婚宴。您可以在漂亮而又精心維護的公園，或者就
在庭院里舉辦世俗或宗教婚禮。
www.pavilongrebovka.cz

 

27 | 马克豪华布拉格酒店
马克豪华布拉格酒店內的花園是您在春季或夏季舉
行結婚典禮的理想場地。在如此優美而輕鬆的環境中，
不管您的婚禮是私密的浪漫聚會還是奢華的慶典，經
驗豐富的員工均將提供完美的服務，並充分注重細
節，以確保您享受完美的一天。
www.themark.cz

26 28

27

花園、公園和戶外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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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布拉格植物園
盡情享受特洛伊植物園的浪漫角落，欣賞令人難忘的露
天婚禮。在令人窒息的自然美景中說出「我願意」。在聖
克拉拉教堂下的露臺上可以欣賞布拉格迷人的風景和被
當地葡萄園圍繞而又蜿蜒曲折的伏爾塔瓦河。若想要真
正獨特的婚禮，您還可以在竹林裡說出您的結婚誓言。
如果您喜歡異國情調，Fata Morgana 熱帶溫室中的瀑
布露臺則是您舉辦婚禮的理想之地。
www.botanicka.cz

30 | VILLA RICHTER
在一座最古老且緊挨布拉格城堡的波西米亞葡萄園內舉
辦婚禮，始終充滿著魔幻的色彩，無論是在一年當中的
什麽時候。聖溫塞斯拉斯葡萄園令人窒息的美景是露天
結婚典禮的完美襯托。您還可以在能夠欣賞布拉格全景
的時尚餐廳舉辦婚宴，如一樓挨著露臺的 Piano Terra 
Restaurant，或樓上的高檔 Piano Nobile Restaurant，
這家餐廳有一間亞熱帶植物的溫室、四間室內環境優雅
的私人用餐間以及一片可以欣賞美景的露臺。
www.villarichter.cz

32

31

31 | 維巴庭園
維巴庭園是巴洛克式布拉格最具魅力的景點之一，被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Sala Terrena 可
舉行結婚典禮，內部裝飾著天頂壁畫，描繪神話人物維
納斯及其愛人阿多尼斯，象徵著生命的輪回。在這座美
麗的花園能夠看到小城區聖尼古拉斯教堂的輪廓、布
拉格城堡以及布拉格的屋頂，因此是拍婚紗照的完美之
選，您一定可以在這裡留下難忘的回憶。
www.vrtbovska.cz

32 | ŽOFÍN GARDEN
這座搭頂的戶外餐廳位於伏爾塔瓦河上景色優美的 
Slovanský Island 郊區。這家餐廳透過一個浪漫的露
臺與 Žofín Palace 相連，是舉辦結婚典禮的時尚場地。
餐廳可針對多達 200 人的派對準備婚宴。年紀最小的
婚禮來賓一定會喜歡配備齊全的遊樂場，那些精力充沛
的小朋友三兩步就能到達趣味無窮的遊樂場。
www.zofingarde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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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KAMPA PARK
Kampa Group 旗艦餐廳 Kampa Park 有極其美味的
菜肴，包括頂級海鮮和肉類特色菜，更不用說 150 多
種葡萄酒，因此是這座城市最受歡迎的餐廳之一。這
裡還因有美麗的露臺和令人稱羨的查理大橋美景而備
受青睞。您可以在餐廳內的時尚用餐間或河岸較為私
密的露臺上舉辦婚宴。
www.kampagroup.com

現代化且兼收並蓄
33 | 亞里亞酒店
這家由設計師專門設計的酒店以音樂為主題，位於首
選婚禮場地 – 壯麗的維巴庭園附近。經驗豐富的工作
人員將幫您安排整場婚禮，還會專門為您和您的婚禮
派對準備一個獨特的音樂節目。婚禮場地包括 CODA 
Restaurant、冬季花園和壯觀的屋頂露臺，當然還有
維巴庭園。
www.ariahotel.net

34 | HERGETOVA CIHELNA
這家位於伏爾塔瓦河岸的餐廳熱鬧且時尚，在這裡您
可以欣賞到查理大橋的美景。因其極具創意且受歡迎
的捷克和國際菜肴，遊客和當地人均非常喜歡這裡。
其迷人的美景和歡樂的氣氛一定會讓新婚夫婦和他們
的賓客享受到令人難忘的體驗。
www.kamp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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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ZLATÁ PRAHA RESTAURANT
Zlatá Praha Restaurant 及其戶外露臺位於
老城區中心布拉格洲際酒店九樓。這家餐廳可提供
捷克首都最好的美食體驗之一。賓客可以品嘗捷克和
國際菜肴，領略布拉格老城區的美景並享受魔幻的氛
圍，在夜晚美景尤其令人難忘。露臺可作為專門的結
婚典禮場地，這裡能欣賞到老城區、布拉格城堡、伏
爾塔瓦河和萊特納公園的迷人景色，還有高級餐廳供
您舉辦婚宴。
www.zlatapraharestaurant.cz

36 | RIO’S VYŠEHRAD RESTAURANT
這家時尚休閒餐廳擁有完美的地理位置，坐落在布拉
格 Vyšehrad Fortress 安靜而浪漫的花園內，正對聖
彼得和保羅大教堂。在大教堂舉辦宗教婚禮或在附近
公園的花園內舉辦世俗婚禮之後再設婚宴是非常受歡
迎的選擇。
www.riorestaurant.cz

37 | SOHO+ RESTAURANT & GARDEN
這家時尚餐廳和露臺坐落在市中心南部伏爾塔瓦河
右岸一處寧靜的位置。時尚的內部設計和舒適的
白色露臺是舉行結婚慶典的完美場地。米其林廚師 
Rostislav Růžanský 將「精髓美食」這一全新的概念
引入 SOHO，他吸收世界各地的美食精髓並將其送上
餐桌。這家精緻而時尚的餐廳菜肴烹飪到位，氣氛時
尚浪漫，是您的理想之選。
www.soho.cz

36 3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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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與眾不同且充滿魅力
39 | MATYLDA BOAT HOTEL 
 AND RESTAURANT
這家酒店位於布拉格歷史中心，位置優越，離國家大
劇院不遠，兩艘高雅的船營造出一種獨特氛圍，這一
切使得這家酒店成為全歐洲最獨特的結婚場地之一。
兩艘船停靠在剛剛翻新的伏爾塔瓦河堤岸，河堤從 
Vyšehrad 岩石下方一直延伸到 Mánes Gallery。酒店
離這家畫廊很近，且畫廊亦可舉辦婚禮。
www.botelmatylda.cz

40 | PRAGUE VENICE
乘坐內部設計舒適的當代時尚遊船或真正的威尼斯貢
朵拉，為您的布拉格婚禮添加一絲義大利風情。沿著
河流穿過老城區，從伏爾塔瓦河凝望布拉格城堡的獨
特全景，在 Certovka Stream 上感受 Grand Priory Mill 
的浪漫氣氛。Saloon Speedship Nepomuk 能承辦針
對多達 100 位乘客的婚禮及婚宴。如果想要舉辦小型
的結婚派對，Vodouch 遊船可為您提供服務。
www.prazskebenatky.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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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VINIČNÍ ALTÁN
你想在葡萄園中舉辦婚禮，同時又不離開布拉格市中
心嗎？何不在葡萄園說出「我願意」並用這裡的葡萄
釀製的紅酒舉杯慶祝？Grébovka 公園和葡萄園能夠
讓您夢想成真。葡萄園內的木質露臺餐廳和酒吧是最
近重建而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地標，是舉辦非傳統婚禮
的理想場地。
www.vinicni-altan.cz

41 42

43

41 | TOWER PARK PRAHA
Žižkov 電視塔是布拉格最引人注目且最高的建築物，
這座主題設計的膠囊式建築可 360 度觀景，內設餐
廳、小酒館、酒吧和包含六間套房的酒店。Oblaca 
餐廳在地面以上 66 米的位置，它在獨一無二的地方
將現代美食與大都市美景獨特融合在一起。如果是新
婚之夜，電視塔奢華套房酒店則是尤為明智的選擇，
這裡有專門設計的傢具，亦能鳥瞰整座城市的美景。
www.towerpark.cz

43 | VYŠEHRAD STEAMBOAT
Vyšehrad 明輪蒸汽船由 Prague Steamboat 
Company 經營，是伏爾塔瓦河上最後兩艘明輪船之
一。2013 年，這艘船被認定為捷克文化遺跡。它於 
1938 年在伏爾塔瓦河首航，因此是布拉格最古老同
時也是最大 (長 62 米，寬 10.6 米) 的輪船。如果要
在 Vyšehrad 上舉辦婚禮，您則可選擇沿途中您想要
說出「我願意」的地方。甲板亦可作為婚宴及後續派
對的理想舉辦地，最後，您可以以午夜煙火表演結束
這場盛大的婚禮。
www.praguesteamboats.com



婚禮服務

為您的大喜之日做策劃要涉及到很多細節工作，而在國外策劃一場婚禮時，這
些細節會讓人望而生畏。要確保您毫無壓力、確保您的愛人在籌備婚禮時專注
於激情和浪漫，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家值得信賴的服務供應商 - 這家布拉格當
地的服務供應商能夠幫助您選擇場地、攝影師、餐廳、花束、禮服租賃等等。
為了確保您能擁有一場夢寐以求的婚禮，我們將精心挑選的服務提供商名單集
合在一起 - 他們憑藉絕佳的表現、客戶的熱情推薦和專業的態度一次又一次地
證明了自己。若要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www.pragueweddingguide.com。

55
© Petr Pelucha



5756

婚慶機構
布格拉獨家婚禮
EwiP 是一家專營婚禮的婚禮策劃機構。該機構透過
舉辦令人難忘的婚禮提供高度個人化服務，同時確保
一切順利進行。該機構聲譽卓越，並被很多布拉格最
豪華酒店推薦。該機構與市政廳及教堂建立了互惠關
係；他們的宗旨是「愛、激情和個人化」。
www.exclusiveweddingsinprague.com

White Agency Ltd. – 布拉格婚慶機構
White Agency 是布拉格旅行婚禮策劃者和頗具創造
力的婚禮設計師；總部位於布拉格和倫敦；該機構擁
有十年的婚禮策劃經驗，Style Me Pretty 將其選為捷
克唯一的 Little Black Book 會員。
www.pragueweddingagency.com

PragueWeddings.com
PragueWeddings.com 是一家經驗豐富 (15 年) 的婚禮協
調公司，為您的國外婚禮提供各種全方位服務、場地、
包裝和選擇。該機構在婚慶行業擁有數十年的經驗；在
組織婚禮這一人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時，該機構力求
以開放、坦誠而友好的方式為每位元客戶提供應有的優
越安全感和體驗。
www.pragueweddings.com

Adam & Eva Wedding Services
8 年多來 Adam & Eva Wedding Services 一直致力於為
人們提供頂級的婚禮服務。該機構擁有廣泛的國際經驗，
能夠為您量身打造夢想之日或舉辦其他社交活動。從小型
的家庭慶典到長達數天的皇家婚禮及捷克政府宴會，該機
構創造性地策畫並成功組織了不計其數的婚禮。
www.adameva.cz

Bohemiaweddings.com
Bohemiaweddings 專注於為所有夢想在布拉格最受歡
迎的歷史景點舉辦浪漫、獨特和美麗婚禮的情侶提供幫
助。該機構竭盡全力讓您輕鬆應對策劃流程和婚禮，享
受意想不到的快樂。
www.bohemiaweddings.com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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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婚禮

1|  Pronovias Lany 奢華
 婚紗，
 Adina 婚禮中心，
 www.adina.cz
2 |  永遠在一起，
 Petr Pelucha 攝影，
 www.pelucha.com
3 |  婚禮照相，
 Printia 照相及藝術工作室，
 www.printia.cz
4 |  大馬士革奢華
 婚禮蛋糕
 Punk Rock 蛋糕，
 www.punkrockcakes.cz
5 |  迷人的蘭花髮型，
 Petra Měchurová 髮型設計，
 www.petra.mechurova.cz

白色婚禮

6 |  Christian Bauer 婚戒，
 Halada Fine Jewellery,
 www.halada.cz
7 |  Omaya 婚紗
 Nuance 婚禮堂，
 www.nuance.cz
8 | 「早上好，新娘」，
 Štěpán Vrzala Photography,
 www.stepanvrzala.net
9 |  婚禮蛋糕藝術裝飾，
 Prague City Cake,
 www.praguecitycake.com
10 | 林肯 5 門豪華轎車，
 LCS-Limousine Car Spiritka，
 www.aclimuziny.cz
11 | 精緻花束，
 Flower Atelier Rosmarino，
 www.rosmarino.cz

1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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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婚禮

1 |  婚禮通告，
 Chystáme svatbu 婚禮照相，
 www.chystamesvatbu.cz
2 |  結婚禮物創意 - 捷克
 水晶玻璃工藝，
 Artěl Glass,
 www.artelglass.com
3 |  紅色新娘捧花，
 Mat Flowers Desing，
 www.mat-fl owers.cz
4 |  Kurt Vinion 攝影
 www.kurtvinion.com
5 |  浪漫 Ramsey 禮服，
 Bridal salon Maggie,
 www.maggie.cz
6 |  千花婚禮蛋糕，
 Praha 麵包店，
 www.bakeshop.cz

60

簡約美

7 |   訂婚鑽戒，
  金首飾，
  www.klenotyaurum.cz
8 |   三層蛋糕和紙杯蛋糕
  SweetDots Confectionary，
  www.sweetdots.cz
9 |   D-day，
  Matouš Duchek 攝影，
  www.fotografi e-svatebni.cz
10 |  祝福之花，
  馬蹄蓮，
  鮮花設計工作室，
  www.fl owerdesign.cz
11 |  新娘髮型造型，
  Petra Měchurová 髮型設計，
  www.petra.mechurova.cz
12 |  完整婚禮造型，
  Bomton 婚禮工作室，
  www.bomtonweddings.cz 61

7 |   訂婚鑽戒，
  金首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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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 

在捷克共和國舉行的婚禮完全被其他國家法律體系的認可。與您所在國家的規定一樣，在布拉
格，您還需要填寫一份登記表並提交所需的全部文件。婚慶機構願意代您辦理大部分司法手續；
但請您關注以下全部手續的簡介。

世俗婚禮可在布拉格任一市區機構的登記處舉行。神聖的宗教婚禮可在捷克共和國正式授權的 
21 座教堂中的任何一座舉辦。最常見的宗教婚禮由以下教堂舉辦：羅馬天主教堂、希臘正教、
福音教堂、東正教堂和猶太教堂。

布拉格的其他宗教組織有捷克印度教會、國際奎師那直覺協會、穆斯林社區中心、金剛道佛教和
俄羅斯東正教。這些教會讓您接受靈魂婚禮的洗禮，但婚姻本身必須在各自所在的布拉格市區機
構的登記處舉行。

63
© Kurt V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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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Pelléova 18
160 00 Praha 6 - Bubeneč
电话: +420 233 028 800, 224 311 323
传真: +420 233 028 880
电子邮箱: chinaembassy@seznam.cz, recepcechina@seznam.cz
www.chinaembassy.cz

领事及行政处
电话: +420 233 028 898, 233 028 888
传真: +420 233 028 847

婚姻缔结详细信息

结婚登记申请应提交到缔结婚姻地所在机关。未婚夫妇必须填写结婚登记表格，如以宗教方式缔结婚姻，还须申请
宗教礼仪缔结婚姻许可。除结婚登记申请表外，还须出具以下文件：
• 出生证明
• 国籍证明 
• 身份证明文件（护照）
• 法定结婚能力证明 （出具日必须在结婚登记之日前六个月内）
• 婚姻状况与居住证明（如：由原籍国出具）
• 原配偶的死亡证明（如果丧偶）
• 离婚生效判决书 （如果离异）
• 证明该婚姻在外国人的原籍国有效的证书（如由代理人代办）
• 同性伴侣关系的解除生效判决书，或者原伴侣的死亡证明

除欧盟居民或欧洲经济区协议缔约国的公民或者其家庭成员外，缔结婚姻前未婚夫妇须向户籍登记处提供由内务部
出具的其在捷克共和国的合法居留证明。该证明出具日必须在结婚登记之日前7工作日内。
除非国际协议另有规定，所有外国机关出具的证件必须具有上级机关的认证（领事馆认证或者Apostille国际认证）
。如该证件语言不是捷克语，必须由捷克共和国官方翻译译为捷克语。
如以宗教方式缔结婚姻，未婚夫妇须申请宗教礼仪缔结婚姻许可。缺少此许可，婚姻无法有效缔结。该许可由婚姻
缔结地区的相关户籍登记处出具。未婚夫妇须提供与世俗婚礼相同的材料，才能获得此许可。
如果未婚夫或未婚妻不会捷克语，只有官方翻译在场的情况下，婚姻才会被宣告有效。官方翻译费用由未婚夫或未
婚妻支付。如果翻译不是由司法部长或者州法院院长任命的，他必须向户籍员宣誓。宣言词由户籍员提供。
未婚夫妇必须在办理结姻登记手续时把情况如实汇报给户籍员。
口译员签署缔结婚姻协议，向户籍员证明自己的身份。
以庄严隆重的方式公开宣告婚姻的缔结，须有两名见证人在场。
如果未婚夫妇在捷克共和国没有永久居留，婚姻登记是收费的。

 布拉格城市旅遊機構出版 （Prague City Tourism），2014年

攝影：Matouš Duchek、George Hlobil、Zlatuše J. Müller、Petr Pelucha、Kurt Vinion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以電子或手動 (包括影印) 的方式複製、傳輸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或在未經出版商事前明
確書面批准的情況下，以資訊存儲或檢索系統記錄本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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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聖心教堂
24  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25  聖維特大教堂
26  Grébovka Pavilion
27  马克豪华布拉格酒店
28   布拉格城堡下方的宮殿花園
29   布拉格植物園
30  Villa Richter
31  維巴庭園
32  Žofín Garden
33  亞里亞酒店
34  Hergetova cihelna
35  Kampa Park
36  Rio‘s Vyšehrad Restaurant
37  SOHO+ Restaurant & Garden
38  Zlatá Praha Restaurant
39  Matylda Boat Hotel and Restaurant
40  Prague Venice
41  Tower Park Praha
42  Viniční Altán
43  Vyšehrad Steamboat

1  布拉格奥古斯丁酒店
2  新巴洛克 Boccaccio Ballroom
3  布拉格 Boscolo 酒店
4  聖哈威爾城堡酒店
5  克萊門特鏡子教堂
6  布拉格四季酒店
7  洛克維茲宮 – 布拉格城堡
8  布拉格文華東方酒店
9  馬丁尼茨宮
10  市政廳
11  老市政廳
12  巴赫托夫宮馬美頌套房酒店
13  Pálffy Palace
14  特洛伊城堡
15  U Zlaté Studně
16  Žofín Palace
17  聖彼得和保羅大教堂
18  雷諾夫修道院
19  聖伊萊斯教堂
20  聖托馬斯教堂
21  禧年會猶太教堂
22  舊新猶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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