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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概况
捷克共和国的首都（2004年加入欧盟）：1 243 000 人口
货币：捷克克朗 (CZK)
机场： 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 (Václava Havla) 机场,  
离市中心30分钟。 www.prague.aero
距离：离柏林350公里, 离维也纳330公里, 离布达佩斯530公里, 离克拉
科夫540公里
时间：欧洲中部时间 (GMT + 1), 夏令时-中欧时间+1 (GMT + 2)
气候：温带, 全年平均气温 9,0 °C, 夏季平均温度 19,0 °C, 冬季平均温
度 –0,9 °C
伏尔塔瓦河 (Vltava) 穿城而过, 在布拉格的河段长31公里,  
最宽处330米
历史中心城区：城堡区 (Hradčany), 小城区 (Malá Strana), 老城区 
(Staré Město), 新城区 (Nové Město) 和高堡 (Vyšehrad)

须知

 — 有关布拉格最好的信息来源是 www.prague.eu网站和布拉格旅游
信息中心（详情见42页）

 — 布拉格是最适合漫步的城市, 但是古老的石块路面不甚平坦, 所以
不要忘记穿着舒适的旅游鞋。 

 — 您是否不堪徒步的劳累, 或者有孩子随身？那么, 不妨选择电瓶小
火车、古董老爷车、传统有轨电车、马车或则游船观光。另外也
可以选择我们推荐的两轮平衡车和自行车。

 — 布拉格城市公交包括地铁和有轨电车, 城市外围通常使用公共汽
车。如果您打算坐公交, 购买1天或3天的公交车票更加合算。注
意, 车票第一次使用时必须插入打票机打上开始的时间, 否则您会
被罚款。 

 — 布拉格旅游卡 (Prague Card)（有2天, 3天和4天的）包括50个旅
游景点的门票和免费乘坐城市公交。 您可以在我们的旅游信息中
心买到这种旅游卡。 

 — 在布拉格您可以方便地使用英文和德文交流, 但是用捷语 Dobrý 
den（中文读音：都不离, 等） 问候当地人, 一定会让您得到友善
的回应。 捷文中谢谢叫děkuji (中文读音：捷贵）。

 — 进一步的信息请看本手册第39页。 

Praha, hlavní město  
České republiky
Praha je jedním z nejkrásnějších měst světa.  
V jejím jedinečně zachovalém historickém centru, 
od roku 1992 zapsaném na seznamu světového 
kulturního a přírodního dědictví UNESCO, se 
odráží celých jedenáct století historie. Toto 
kulturně bohaté město plné skvostných památek 
návštěvníky okouzluje nejen svou úchvatnou 
a rozmanitou architekturou a dech beroucími 
výhledy, ale i intimní, romantickou atmosférou, 
která přímo vybízí k dlouhým procházkám. 
Praha je i městem zasvěceným (nejen klasické) 
hudbě a umění, na něž zde narazíte na každém 
kroku, městem zahrad a parků a v neposlední 
řadě i městem, kde se vaří a pije to nejlepší pivo 
na světě.

布拉格, 捷克共和国的首都
布拉格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布拉格历史城区完整
保留了整整11个世纪以来的独特建筑, 1992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有着丰富文
化底蕴的城市不仅以其珍奇而浪漫的建筑、具有震撼力的
城市景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走街串巷的漫步中您
亦会感受到其神秘而浪漫的氛围。布拉格是一个音乐（不
仅古典音乐）和艺术之城。在每一个城市角落您都会和音
乐艺术不期而遇。布拉格也是一个花园城市, 更是一个拥
有世界顶级啤酒的美食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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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布拉格景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叹服于布拉格所有历史时期的各种风格的建筑
和谐共存, 从罗马式的圆形教堂, 经过哥特式的主教座堂和巴洛克式
的礼拜堂, 文艺复兴式的宫殿和花园, 一直到新艺术风格的建筑, 立
体主义和现代风格。从矗立在伏尔塔瓦河 (Vltava) 边的布拉格城堡
(Pražský hrad) 可以俯瞰独一无二的城市全景, 城中的高塔、教堂的
穹顶、宫殿和民居、花园和小岛也一一倒映在河水中。

城堡区 (Hradčany) 和周围地区

布拉格城堡 (Pražský hrad) – 布拉格1区, www.hrad.cz
布拉格城堡 (Pražský hrad) 作为波西米亚王国的标志已有1000多年的
历史了。城堡始建于公元9世纪, 以前是波西米亚王宫, 现在是捷克总
统府。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堡建筑群, 其中包括古老的宫殿、官府衙
门、教堂修道院、防御工事、花园楼台以及黄金小巷 (Zlatá ulička), 到
处是如画的风景。 

除了达利波监狱塔 (Daliborka)、白塔 (Bílá věž)、火药塔 (Prašná věž), 
主教座堂南塔 (Velká jižní věž Katedrály) 和黄金小巷 (Zlatá ulička) 城
墙上的过道以外, 整个城堡都设有残疾人通道。

布拉格城堡 (Pražský hrad) 内的古建筑

圣维特、圣瓦茨拉夫和圣沃伊捷赫主教座堂 (Katedrála sv. Víta, 
Václava a Vojtěcha)
这座哥特式的主教座堂是捷克国家精神的象征, 始建于公元1344年。
以前的原址上曾是一座罗马式的圆形小教堂。教堂的建造持续了将近
600年的时间, 直到1929年才最后建成。在这座宏大的主教座堂内, 您
可以看到壁画和半宝石装饰的圣瓦茨拉夫小礼拜堂 (Svatováclavská 
kaple)。礼拜堂内存放着圣人瓦茨拉夫 (sv. Václav) 的棺墓。主教座堂
的地下墓室中安放着波西米亚历代国王的石棺。皇冠储藏室中存放着
国王加冕的法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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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的喷泉, 喷泉的水盆类似铜钟, 滴下的泉水打到水盆上, 发出动听的
声音。这是由托马斯·亚洛斯 (Tomáš Jaroš)在1564年至1568年建造的。 
宫中还有展览厅。 

球馆 (Míčovna)
这是一座墙面装饰有刮画的文艺复兴建筑, 建在皇家花园(Královská 
zahrada) 内。现作为展览和音乐厅使用。 

布拉格城堡的驯马场 (Jízdárna Pražského hradu)
17世纪末期的巴洛克建筑。驯马场现为展览馆。 

布拉格城堡花园 (Zahrady Pražského hradu)
详情请看布拉格的花园和观景台章节。

卫队换岗
城堡门卫一小时换岗一次。
7:00–20:00 (夏季) ,  7:00–18:00 (冬季)
中午12点在城堡正门第一大院内有军乐和换岗仪式表演。

开放时间

布拉格城堡的庭院 (Areál Pražského hradu) 每天都对公众开放
5:00–24:00 (4月–10月),  6:00–23:00 (11月–3月)

布拉格城堡内景 (Objekty Pražského hradu) 每天都开放
9:00–17:00 (4月–10月) ,  9:00–16:00 (11月–3月); 12月24日关闭。

圣维特、圣瓦茨拉夫和圣沃伊杰赫主教座堂 (Katedrála sv. Víta, 
Václava a Vojtěcha)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周日 12:00–17:00 (4月-10月）和周一至周六 
9:00–16:00, 周日 12:00–16:00（11月-3月） 
南塔不是套票中的景点。如果天气情况良好, 每天10:00–17:00开放, 夏
季开放时间为 10:00–18:00。

内景门票可以在布拉格城堡的信息中心购买 城堡第二和第三庭院内都
有售票处, 在有的内景参观点也有门票出售。
线路 A： 老王宫(Starý královský palác), 布拉格城堡故事(Příběh 
Pražského hradu), 圣乔治教堂(bazilika sv. Jiří), 罗森伯格宫-贵族院
(Rožmberský palác – Ústav šlechtičen), 黄金小巷(Zlatá ulička)和达利
波监狱(Daliborka), 迷胡尔卡火药塔(Prašná věž Mihulka), 圣维特、圣
瓦茨拉夫和圣沃伊杰赫主教座堂(katedrála sv. Víta, Václava a Vojtěcha)
线路 B： 老王宫(Starý královský palác),圣乔治教堂(bazilika sv. Jiří), 
黄金小巷(Zlatá ulička)和达利波监狱(Daliborka), 圣维特、圣瓦茨拉夫
和圣沃伊杰赫主教座堂(katedrála sv. Víta, Václava a Vojtěcha)。
线路 C： 圣维特主教座堂的珍宝展览(Expozice Svatovítského 
pokladu), 布拉格城堡绘画展览馆(Obrazárna Pražského hradu)
门票两天内有效。在布拉格城堡信息中心可以预约导游、特别参观景
点, 专业讲座和残疾人服务。城堡也为盲人提供触摸式盲文讲解词。

老王宫 (Starý královský palác)
老王宫是在原来罗马式的索别斯拉夫宫(Soběslavův palác) 原址上建造
的。16世纪以前, 这里曾是波西米亚公爵和国王的宫殿。 最值得参观
的是哥特式的弗拉迪斯拉夫大厅(Vladislavský sál)。这是中世纪布拉格
最大的大厅, 由建筑师本笃·雷特(Benedikt Rejt) 在1487年至1500年间建
造, 屋顶的弧形肋拱堪称杰作。现在这里是举行国事典礼的场所。 

圣乔治教堂 (Bazilika sv. Jiří)
布拉格城堡内现存最古老的教堂, 也是捷克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罗马
式建筑。这个教堂由弗拉季斯拉夫一世(Vratislav I) 公爵在公元920年
建造, 12世纪时进行过扩建, 巴洛克式的门面是17世纪的作品。 值得参
观的是圣杨·内波穆斯基小礼拜堂(kaple sv. Jana Nepomuckého) 和圣
鲁德米拉小礼拜堂(kaple sv. Ludmily)。圣鲁德米拉是圣瓦茨拉夫(sv. 
Václav) 的奶奶, 是捷克第一位天主教殉难者。 

圣十字礼拜堂 (Kaple sv. Kříže)
1758年到1763年间, 建筑师安瑟尔莫·鲁拉格 (Anselmo Lurago)建造的
这座礼拜堂在19世纪中期经过了古典主义风格的改建。 这座礼拜堂也
被叫做珍宝馆, 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 这里被用于展示圣维特主教
座堂中最珍贵的宝物, 其中包括极具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的139件圣骨
盒和仪式法器。

黄金小巷 (Zlatá ulička)
这是一排沿哥特式城墙建造的小屋。从16世纪开始, 这里住着城堡中的
枪手和工匠。在22号屋中, 卡夫卡( Franz Kafka)曾在1916至1917年间居
住过。 在2010年至2011年间, 黄金小巷经过彻底的维修。

布拉格城堡画廊 (Obrazárna Pražského hradu)
这个画廊建于20世纪60年代, 以前这里是马圈。这里的展品是鲁道夫
(Rudolf)皇帝收藏品的残余部分和后来的画作（古老的德国和荷兰的文
艺复兴大师的作品,  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品）。 

安娜皇后的夏宫 (Letohrádek královny Anny)
这是根据建筑师 保罗·德拉·斯泰拉(Paolo della Stella)的设计方案, 在
1538年至1560年间建造的宫殿, 是最纯净的文艺复兴风格建筑。这个宫
殿最终由建筑师 沃尔穆特(Wohlmut)完成。 在夏宫的花园里有一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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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辛瞭望塔 (Petřínská rozhledna) – 佩特辛果园, 布拉格1区 
(Petřínské sady, Praha 1), www.muzeumprahy.cz   
佩特辛瞭望塔(Petřínská rozhledna) 是布拉格标志性建筑之一, 建于
1891年布拉格博览会百年纪念之际, 外形模仿巴黎的艾菲尔铁塔 
（和艾菲尔铁塔的比例为1:5)。瞭望塔高 63.5 米。 塔顶的海拔高度和
艾菲尔铁塔一致。上塔的阶梯有299级。登上塔顶, 您不仅可以一览布
拉格全景, 如果天气晴朗,  您可以看到整个波西米亚地区。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22:00（4月-9月）, 每天 10:00–20:00 
（3月, 10月）, 每天10:00–18:00（11月-2月）。

迷宫 (Bludiště) – 佩特辛果园, 布拉格1区 (Petřínské sady, Praha 1), 
www.muzeumprahy.cz
这个1891年建造的内部到处是镜子的迷宫坐落在原来哥特式城门的原
址上。 迷宫的尽头展示了三十年大战末期瑞典军队攻占布拉格的场
景。 迷宫中有一个1911年建造的哈哈镜厅, 站在凹凸不平的镜子前, 你
看看是否还认得出自己。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22:00（4月-9月）, 每天 10:00–20:00（3月, 10
月）, 每天10:00–18:00（11月-2月）。

小城区(Malá Strana)

查理桥 (Karlův most) – 小城, 老城, 布拉格1区 (Malá Strana,  
Staré Město, Praha 1), www.prague.eu    
这座布拉格最古老的桥梁前身是1342年被洪水冲垮的朱迪特桥, 原名叫
石桥或者布拉格桥, 从1870年起改名叫查理桥。 查理桥是由查理四世
国王在1357年开始建造的, 1402年建造完成。 建桥的材料是砂岩, 桥头
两端有守桥用的桥头塔, 分别叫做小城桥头塔 (Malostranské mostecké 
věže)和老城桥头塔(Staroměstská mostecká věž)。从1683年至1928年
在桥墩上陆续安置了30座圣人雕像, 其中最著名的是圣杨·内波穆斯基
雕像 (socha sv. Jana Nepomuckého)。大部分雕像的作者为布劳恩 (M. 
Braun)和布罗高夫 (F. M. Brokoff) 等。 

洛布科维茨 宫 (Lobkowiczký palác) – 乔治街3号, 布拉格1区  
(Jiřská 3, Praha 1), www.lobkowicz.cz 
洛布科维茨 宫(Lobkowiczký palác)是城堡内唯一的私有建筑。这个宫
殿现为洛布科维茨家族(Lobkowiczů)的 艺术收藏博物馆, 这是目前捷克
最大和最老的私人艺术收藏博物馆. 展品中有世界名画、乐器和17-19
世纪音乐家的乐谱手稿, 比如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手稿。宫殿内精美的音
乐厅为公众呈献古典音乐会。宫殿内还有咖啡馆和商业画廊。 
开放时间：每天10:00–18:00

罗瑞塔 (Loreta) – 罗瑞塔广场7号, 布拉格1区  
(Loretánské náměstí 7, Praha 1), www.loreta.cz
这个圣母朝圣地内有圣母之家(Svatá chýše) 复制品和巴洛克圣诞教堂
(kostel Narození Páně), 以及其他多个礼拜堂。 每天从9点至18点, 每
逢整点, 钟楼内的27口罗瑞塔音乐编钟奏响玛丽亚颂歌《千遍问候》。
罗瑞塔珍宝馆中展示着16至18世纪天主教宗教仪式使用的法器, 其中最
著名的是镶嵌有6222颗钻石的圣体盒。
开放时间 : 每天9:00–12:15 和 13:00–17:00（4月-10月）, 每天 
9:30–12:15 和13:00–16:00（11月-3月）。

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Strahovský klášter) – 斯特拉霍夫庭院1号, 布拉
格1区 (Strahovské nádvoří 1, Praha 1), www.strahovskyklaster.cz
普雷蒙特雷修会在1440年创建了这个修道院。院内有一个圣母升天教
堂(kostel Nanebevzetí Panny Marie) (1743–1752), 拥有大量中世纪手
稿、地图和地球仪的珍奇的斯特拉霍夫藏书馆(Strahovská knihovna), 
巴洛克神学院 (1671–1679), 拥有壁画装饰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哲学院 
(1785–1794) 和 斯特拉霍夫美术收藏馆(Strahovská obrazárna), 馆内藏
有最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画家的作品、鲁道夫皇帝收藏的艺术品和巴
洛克及洛可可绘画。
开放时间 : 藏书馆(knihovna)每天 9:00–12:00 和 13:00–17:00 , 美术收
藏馆 (Obrazárna) 每天 9:00–12:00 和 12:30–17:00。 



10 11

最重要的布拉格景点 最重要的布拉格景点

家族的阿尔布莱特(Albrecht z Valdštejna) (1583–1634)。现在这里是捷
克共和国上议院所在地。 
开放时间 : 周六和周日 10:00–17:00（ 4月、5月、10月） , 周六和周
日10:00–18:00（6月-9月）,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 10:00–16:00（11月-3
月）

老城区(Staré Město)

老城桥头塔 (Staroměstská mostecká věž) – 老城, 布拉格1区  
(Staré Město, Praha 1), www.muzeumprahy.cz 
这是从老城 (Staré Město)上查理桥(Karlův most) 的入口, 也是欧洲最
漂亮的哥特式门塔, 建于1380年。塔上有丰富的雕塑装饰 – 查理四世
统治下的波西米亚王国的国徽、圣维特雕像、查理四世雕像、瓦茨拉
夫四世雕像、圣沃依捷赫雕像和圣希格蒙特雕像。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22:00（4月-9月）, 每天10:00–20:00（3月和10
月）, 每天10:00–18:00（11月-2月）.

老城广场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 老城, 布拉格1区  
(Staré Město, Praha 1), www.prague.eu   
布拉格历史上最著名的广场, 始建于12世纪, 见证了众多历史事件。
除了老城市政厅 (Staroměstská radnice)和圣母提恩教堂 (chrám 
Matky Boží před Týnem) 以外, 巴洛克式的圣尼古拉斯教堂(kostel 
sv. Mikuláše)、洛可可式的金斯基宫(palác Kinských) -现为国家美术
馆、石钟屋(Dům U Kamenného zvonu)- 十四世纪的哥特式宫殿, 现今
的音乐厅和布拉格市立美术馆、1915年由拉迪斯拉夫·夏隆创作的杨·胡
斯纪念碑, 都是广场上亮丽的风景。  在广场的地面上标志出27位捷克
公民被处决的地方 (1621年6月21日)和布拉格子午线。 .

老城市政厅和天文钟 (Staroměstská radnice s orlojem) – 老城广场1
号, 布拉格1区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1, Praha 1),  
www.staromestskaradnicepraha.cz    
老城市政厅建于1338年。 最古老的哥特式部分包括塔楼、凸窗礼拜
堂、丰富的族徽装饰, 都是14世纪后期建造的。天文钟 (orloj)上（15世
纪初建造） 从9:00到23:00每到整点会出现12位天主教圣徒。下部日
历钟上的星相图是约瑟夫·马内斯1865年的作品。新哥特式市政厅的东

小城桥头塔 (Malostranské mostecké věže) – 小城, 布拉格1区  
(Malá Strana, Praha 1), www.muzeumprahy.cz
小塔是罗马式的, 建于12世纪, 现今的文艺复兴外观是1591年修建的。 
高塔是1464年, 为了和巴勒所建的老城桥头塔(Staroměstská mostecká 
věž)呼应而建的。两塔之间的门洞是15世纪初建造的。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22:00（4月-9月）, 每天 10:00–20:00 
（3月, 10月）, 每天10:00–18:00（11月-2月）。

圣尼古拉斯教堂 (Kostel sv. Mikuláše) – 小城广场, 布拉格1区 
(Malostranské náměstí, Praha 1), www.stnicholas.cz
这座有宏伟的穹顶和钟楼的教堂是最著名的布拉格巴洛克建筑之一。
教堂内部装饰也是巴洛克顶峰时期的典范。令人惊叹的20米直径和49
米高的穹顶是布拉格最高大的内厅。建筑师对室内光线别具匠心的运
用使这座教堂成为一座建筑丰碑。 莫扎特在布拉格居住期间, 曾在此
演奏过管风琴。
开放时间 : 每天9:00–16:00（11月-2月）,  每天9:00–17:00 
（3月-10月）。

胜利的圣母玛丽亚教堂 (Kostel Panny Marie Vítězné)（布拉格
小耶稣教堂）(Pražské Jezulátko) – 伽密会 街9号, 布拉格1区 
(Karmelitská 9, Praha 1), www.pragjesu.info
这是1611年建造的早期巴洛克建筑, 1634年至1669年间由伽密会修道
院(karmelitánů)扩建。这座教堂以其来自西班牙的布拉格小耶稣像
(Pražské Jezulátko)而负有盛名。这尊小耶稣像是由洛布科维茨家族的
波利克森诺夫人(Polyxena z Lobkovic) 于1628年赠送给伽密会修道院
(karmelitánů)的。 小耶稣像有两个王冠和大约46套服装, 根据古老的
习俗, 每年根据季节变换, 需要更换10次衣服。 为了陈列这些服装和其
他宗教器具, 这里还建了一个小博物馆。
开放时间 : 周一至周六 8:00–19:00, 周日 8:30–20:00

瓦伦斯坦宫 (Valdštejnský palác) – 瓦伦斯坦广场4号, 布拉格1区 
(Valdštejnské náměstí 4, Praha 1), www.senat.cz
这座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是布拉格早期巴洛克宫殿建筑的丰碑, 建于1624
至1630年间。原址上有 26间民居, 6个花园, 两个砖窑和一个块空地。
宫殿主人就是白山战役以后捷克最有权势而且最富有的贵族, 瓦伦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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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门 (Prašná brána) – 护城沟街, 布拉格1区 (Na Příkopě, Praha 1), 
www.muzeumprahy.cz
修建于1475年, 为布拉格最具有标志性的哥特式后期古迹建筑之一, 是
通向老城的雄伟入口。历代君主都要通过此城门开始加冕仪式游行。
火药门之前曾用来保存火药, 至今仍是通往城堡的加冕之路或者叫皇家
之路的起点。
开放时间：每天10:00–22:00（4月-9月）, 每天10:00–20:00（3月, 10
月）, 每天10:00–18:00（11月-2月）.

市民会馆 (Obecní dům) – 共和国广场5号, 布拉格1区  
(náměstí Republiky 5, Praha 1), www.obecnidum.cz   
建于1905-1911年的新艺术风格建筑, 是史无前例的艺术和工艺技术以
及质量的证明。丰富的新艺术风格外部及内部装饰,  分别出自阿尔丰
斯 • 慕夏 (A. Mucha)、马克斯• 什瓦宾斯基 (M. Švabinský)、 约瑟夫•
瓦茨拉夫•密瑟尔贝克 (J. V. Myslbek) 等等大师之手。华美的会馆内部
有着许多美丽的沙龙和大厅, 其中最为华美壮观的当属斯美塔那音乐
厅(Smetanova síň)。会馆内部处处都能见到独特的新艺术风格装饰, 
包括馆内的咖啡厅、法国餐厅(Francouzská restaurace)、皮尔森餐厅
(Plzeňská restaurace)以及美国酒吧(Americký bar)- 欧洲位居第二的最
古老的酒吧。
开放时间：每天由馆内导游带入参观, 参观时间查询  
www.obecnidum.cz

黑圣母楼 (Dům U Černé Matky Boží) – 水果市场街19号, 布拉格1区 
(Ovocný trh 19 , Praha 1), www.prague.eu
于1911-1912年根据捷克建筑师约瑟夫•高恰尔(Josef Gočár)的设计建造, 
是捷克立体主义风格的高峰作品。它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大楼的正面, 
大楼内部的结构也用到了立体主义风格的设计。这些都能在大楼的咖
啡厅 - 这个全世界唯一的一家立体主义风格的咖啡厅中见到。
咖啡馆开放时间 :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周六至周日 10:00–22:00

侧建筑在1945年5月8日被毁, 至今没有修复。直到塔楼画廊之前都有残
疾人通道。厅内没有残疾人通道。  
开放时间 : (如果没有市长庆祝活动) 周一 11:00–18:00, 周二至周日 
9:00–18:00 (内厅), 周一 11:00–22:00, 周二至周日 9:00–22:00 (塔楼)

圣母提恩教堂 (Chrám Matky Boží před Týnem) – 老城广场604/14
号, 布拉格1区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604/14, Praha 1),  
www.prague.eu   
布拉格最具感染力的哥特式教堂建筑, 建于十四世纪中期至16世纪初
期。17世纪末增加了巴洛克式的内部装饰。整个教堂是一座庞大的哥
特式、文艺复兴式和早期巴洛克式作品的陈列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卡尔·希哥莱达(Karel Škréta)的祭坛画和天文学家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棺墓。这里有布拉格最古老的1673年的管风琴。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六 10:00–13:00 和 15:00–17:00, 周日10:00–12:00

圣尼古拉斯教堂 (Chrám sv. Mikuláše) – 老城广场27a号, 布拉格1区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27a, Praha 1), www.svmikulas.cz
丰碑式的巴洛克建筑在1732至1737年间按照丁森霍夫(K. I. 
Dientzenhofer)的设计建造完成。教堂朝向巴黎大街, 经过修建, 内有砂
岩雕刻的大尺寸的圣尼古拉斯新巴洛克雕塑。内部装饰体现奇妙的光
线效果,  属于丁森霍夫(K. I. Dientzenhofer)的顶级作品。 侧厅内挂着
皇冠状的水晶吊灯, 这是哈拉霍夫的玻璃厂(Harrachovské sklárny) 制
作的。   
开放时间 : 周一至周六 10:00–16:00, 周日11:30–16:00 (如有礼拜仪式
或者文化活动除外)

提恩庭院 (Týnský dvůr) –温戈尔特(Ungelt) – 在提恩街, 希度巴
斯卡街和小希度巴斯卡街之间, 布拉格1区 (mezi ulicemi Týnská, 
Štupartská a Malá Štupartská, Praha 1), www.prague.eu   
这是布拉格最著名的历史建筑之一。 这里的建筑可以追溯到11世纪, 
以前是商人集居的堡垒。这里曾是收税的场所-温戈尔特(Ungelt), 这
也是整个建筑得名的由来。 最著名的建筑是带柱廊的格拉诺夫宫
(Granovský palác), 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文艺复兴建筑奇葩之一。墙面上
装饰有刮画和壁画, 讲述着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特别需要提到的画叫
巴丽德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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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犹太教堂 (Staronová synagoga) – 红色街 2号,  布拉格1区 
(Červená 2, Praha 1), www.synagogue.cz
欧洲乃至世界最古老最珍贵的犹太古迹之一,  中欧最古老的犹太教
堂。13世纪末的早期哥特式建筑,  丰富的石雕装饰和古老的内部设施
（哥特式金属栅栏, 金属吊灯)。这里至今仍作为祈祷室和布拉格犹太
教会的主要教堂。 
开放时间：周六和犹太节日除外 周日至周四 9:00-18:00 (4月-10月) ,  
周日至周四 9:00-17:00 (11月-3月) ,  周五的关门时间根据安息日的开
始时间来定。

犹太博物馆 (Židovské muzeum) – 预订中心 (rezervační centrum) –  
老公墓街 3a号, 布拉格1区, (U Starého hřbitova 3a, Praha 1),  
www.jewishmuseum.cz

老犹太公墓 (Starý židovský hřbitov) – 宽街3号,  布拉格1区  
(Široká 3, Praha 1)    
出现于15世纪上半叶, 作为公墓使用直至1787年。在12000个哥特式、
文艺复兴式以及巴洛克式墓碑中有拉宾耶胡达·勒夫(卒于1609年)和莫
迪凯·梅塞尔(卒于1601)的棺碑。

归犹太博物馆管理的犹太教堂 (Synagogy):西班牙犹太教堂 
(Španělská)（监狱街1号, Vězeňská 1), 克劳斯教堂 (Klausová) (老公
墓路3a号, U Starého hřbitova 3a), 梅瑟教堂(Maiselova) (梅瑟街10号, 
Maiselova 10), 宾卡斯教堂(Pinkasova) (宽街3号, Široká 3), 殡葬礼堂 
(Obřadní síň)(老公墓街3a号, U Starého hřbitova 3a)
从以上这几处的展品中能了解到犹太人的历史和传统。

犹太博物馆开放时间：周六和犹太节日除外 每天 9:00-16:30 (11月-3
月) ,  每天 9:00-18:00 (4月-10月)

禧年犹太教堂又名耶路撒冷犹太教堂 (Jeruzalémská [Jubilejní] 
synagoga) – 耶路撒冷街 1310/7 号,  布拉格1区,  
(Jeruzalémská 1310/7, Praha 1), www.synagogue.cz
最年轻的, 同时也是最大的布拉格犹太教堂建筑, 是新艺术风格与摩尔
风格结合的范本。它的内部有丰富的维也纳新艺术风格的装饰画作, 举
世无双。
开放时间：周六和犹太节日除外  周日至周五 11:00-17:00 (4月-10月)

伯利恒礼拜堂 (Betlémská kaple) – 伯利恒广场 255/4号, 布拉格1区 
(Betlémské náměstí 255/4, Praha 1), www.prague.eu   
于1391年为了用捷克语布道而建立；著名的捷克宗教改革家杨·胡斯
1402-1413年间曾在这里布道。1661年被耶稣会改为天主教堂。1786年
被拆除。1950-1952年又完全根据原貌在原址上重建了这座礼拜堂, 建
筑师为亚罗斯拉夫•弗拉格奈尔(J. Fragner)。 这里的展品展示了伯利恒
礼拜堂在捷克历史中的兴衰, 非天主教思想的传统, 扬·胡斯的生活和著
作。顶层是这位传教士的住所。
开放时间：每天10:00–18:30（4月-10月）, 每天 10:00–17:30 
（11月-3月）

克莱门特学院 (Klementinum) – 玛丽亚广场5号,  布拉格1区 
(Mariánské náměstí 5, Praha 1), www.klementinum.com
面积广大的克莱门特学院(Klementinum) 是欧洲最大的建筑群之一。
修建历史从16世纪中叶开始至18世纪中叶。最初是作为耶稣会会馆。
建筑群中最吸引人的是天文塔(Astronomická věž), 登塔可以看到附近
老城尖塔林立的美丽景观, 在这个天文塔内, 从1775年就已经开始了天
文测量。镶有镜子的镜子礼拜堂内装饰精美, 在捷克没有先例。巴洛克
风格的藏书馆内有着华美的壁画装饰以及珍贵历史价值的地球仪。
开放时间：每天 10:00 –17:00 (4月-10月) ,  每天10:00 –16:00 (11月-3
月) 

鲁道夫宫 (Rudolfinum) – 阿莱希河堤12号, 布拉格1区  
(Alšovo nábřeží 12, Praha 1), www.ceskafilharmonie.cz   
世界闻名的音乐会大厅, 同时也是捷克爱乐乐团的所在地。捷克爱乐
乐团的第一次演出便在此处, 在安东宁·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 的指
挥下进行。这座新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建于1876-1884年。主厅 - 德沃
夏克大厅 - 是举行重大的古典音乐会的地方, 特别是在布拉格之春音
乐节期间。

约瑟夫城 (Josefov) – 布拉格犹太城 (pražské Židovské Město) –  布
拉格1区 (Praha 1), www.prague.eu
出现于13世纪。此城如今的模样主要来自1893-1913年的旧城大改造；
大改造中仅保存下来几个最著名的, 有几百年历史的布拉格犹太人的古
迹。尽管如此, 约瑟夫城仍然是欧洲保存最完好的犹太古城。 除了老
新犹太教堂(Staronová synagoga), 这些古迹都属于犹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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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修道院 (Klášter Na Slovanech) – 艾茂茨 (Emauzy) – 布拉格2
区, 高堡路49号 (Vyšehradská 49, Praha 2), www.emauzy.cz   
这个带有圣母和斯拉夫保护神教堂的修道院由查理四世建于1347年, 是
当时的教育、艺术和斯拉夫书面文字的学术中心。墙上的壁画表现了
圣经故事, 是欧洲罕见的最珍贵的哥特式古迹之一。 在1945年的轰炸
中, 教堂严重受损, 后来教堂的尖塔改用现代架构代替, 有两个水泥塔
和金色尖顶。 
开放时间 : 周一至周六11:00–17:00 (5月–9月), 周六至周五11:00–17:00 
(4月和10月) 和周一至周五 11:00–14:00 (11月–3月)

历史城区以外的景点

高堡 (Vyšehrad) – 布拉格2区, 堡垒路159/5a号 (V Pevnosti 159/5b, 
Praha 2), www.praha-vysehrad.cz   
根据古老的传说, 这里曾居住过最早的波西米亚公爵, 但是实际上, 它
比布拉格城堡晚一些成为古代公爵的住所, 直到公元10世纪中期才成为
城堡。从伏尔塔瓦河边陡峭的山崖上, 可以得到眺望布拉格的独一无二
的视角。高堡公园里保留着11世纪留下的珍贵的罗马式圣马丁圆形小
教堂 (rotunda sv. Martina)。高堡内还有新哥特式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 
教堂建在中世纪教堂的旧址上。公园内的名人公墓也是值得参观的地
方, 德沃夏克就安息于此。在高堡的地下炮台内存放着查理桥上的几个
巴洛克雕像原件。 
高堡公园全天开放。

室内景点的开放时间 : 每天 9:30–18:00 (4月–10月) 和每天9:30–17:00 
(11月–3月)
高堡墓地和名人墓(Vyšehradský hřbitov a Slavín) : 每天 8:00–19:00  
(5月–9月), 每天8:00–18:00 (3月, 4月, 10月) 和每天 8:00–17:00  
(11月–2月)

新城区 (Nové Město)

瓦茨拉夫广场 (Václavské náměstí) – 布拉格1区 (Praha 1),  
www.prague.eu      
本市的商业和行政中心, 著名的社会以及历史事件发生地。出现自
1348年查理四世建立新城区的时候。广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国家
博物馆(Národní muzeum) 大楼(1885-1891)和圣瓦茨拉夫像(pomník 
sv. Václava), 此像建于1912年, 为约瑟夫·瓦茨拉夫·密瑟尔贝克 
(J. V. Myslbek) 的作品。

新城市政厅 (Novoměstská radnice) – 查理广场23号, 布拉格2区 
(Karlovo náměstí 23, Praha 2), www.novomestskaradnice.cz
建于14和15世纪之交的哥特式建筑群, 于16世纪改建为文艺复兴式；包
括有圣母玛利亚礼拜堂的塔楼, 两个有着肋拱的哥特式大厅、文艺复兴
式大堂。1377-1784年为布拉格新城区行政中心。1419年7月30日布拉
格胡斯派信徒在此, 将天主教的市政厅官员“抛出窗外”, 自此开始了
胡斯革命运动。
开放时间：塔楼：周二至周日 10:00 - 18:00 (4月-10月)   大厅和大
堂：展览期间 周二至周日 10:00 - 18:00

亨利塔 (Jindřišská věž) – 亨利街,  布拉格1区 (Jindřišská ul.,  
Praha 1), www.jindrisskavez.cz
属哥特式后期建筑(1472–1476),  参照意大利式钟楼而建造的独立钟
楼。这个布拉格最高的单独矗立的钟楼高66米, 共10层；除了从角塔部
分可以鸟瞰布拉格外, 塔内还有咖啡厅、餐厅和布拉格塔楼博物馆。
开放时间：每天  10:00 - 18:00

新舞台 (Nová scéna) – 民族大道4号,  布拉格1区,  
(Národní 4, Praha 1), www.novascena.cz    
建于1983年的现代剧场建筑, 至今仍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布拉格建筑。
由斯坦尼斯拉夫·里本斯基(Stanislav Libenský)设计的那由四千多个吹
制的玻璃砖组成的独特的外观, 强烈地改变了整个街道的文艺复兴式外
观。为民族剧院的一部分, 是灯幻(Laterna Magika) 剧团以及其他独特
艺术项目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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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楼 (Tančící dům) – 布拉格2区, 依拉塞克广场6号/拉辛河堤80号 
(Jiráskovo náměstí 6 / Rašínovo nábřeží 80, Praha 2),  
www.tancici-dum.cz
这幢布拉格现代建筑的代表作从1996年起在伏尔塔瓦岸边“翩翩起
舞”。 跳舞楼的设计者是富有盛名的世界级建筑师吴拉多·米鲁尼奇
(Vlado Milunić)和弗兰克·欧·盖瑞(Frank O. Gehry)。跳舞楼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一对著名的舞蹈影星 – 水泥楼表现男舞星弗莱德·阿斯特(Fred 
Astaire), 玻璃楼表现他的舞伴金姐·罗洁斯(Ginger Rogers)。

新犹太墓地 (Nový židovský hřbitov) – 布拉格3区, 以色列路1号 
(Izraelská 1, Praha 3), www.synagogue.cz   
这个1890年建造的墓地拥有无数极具艺术价值的墓碑。 最引人注目的
是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纪念碑(Památník československých židů), 纪念
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1985年的犹太人反抗。另一处访客最多的地方
是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 和他父母的墓地  (第21-14-21号墓碑).
开放时间 : 周六和犹太节日除外, 周日至周四 9:00–17:00, 周五
9:00–14:00 (4月–10月) 和周日至周四 9:00–16:00, 周五 9:00–14:00  
(11月–3月)

圣心教堂 (Kostel Nejsvětějšího Srdce Páně) – 布拉格3区, 波杰布拉
第的易瑞广场 (náměstí Jiřího z Poděbrad, Praha 3),  
www.srdcepane.cz
这是20世纪捷克最著名的教堂建筑。风格鲜明的现代建筑来自古基
督教的灵感, 是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建筑师约瑟夫·普莱奇尼克(Josip 
Plečnik)的作品, 完成于1928–1932年间。 独特的普莱奇尼克的手笔创
造出42米高, 宽大的南欧风格的钟楼, 这个钟楼顶部有一个3米高的铜
制圆球, 球上有4米高的十字架。教堂的内部装饰让人仿佛置身于诺亚
方舟。
开放时间 : 教堂在开始弥撒前40分钟对公众开放。 
弥撒 : 周一至周六 8:00、18:00 和周日 9:00、 11:00、 18:00

习西克夫电视塔 (Žižkovská televizní věž) – 布拉格3区, 马勒果园1
号 (Mahlerovy sady 1, Praha 3), www.towerpark.cz   
这个216米高的城市至高点无疑是习西克夫区(Žižkov) 的标志。 站在
塔顶观景厅可以360度环视布拉格, 感觉布拉格就在您的掌心。在20世
纪80年代的工程设计图上签字的是建筑师瓦茨拉夫·奥里茨基(Václav 
Aulický)和易瑞·高扎克 (Jiří Kozák)。塔身上有10个巨大的婴儿雕像 
(„Babies“) , 是前卫的捷克艺术家大卫·切尔尼(David Černý)的作品.
开放时间 : 每天 8:00–24:00

布斜吴诺夫修道院 (Břevnovský klášter) – 布拉格6区, 玛尔凯特路
1/28号 (Markétská 1/28, Praha 6), www.brevnov.cz
这个捷克最古老的修道院, 建于993年, 由波莱斯拉夫二世 (Boleslav II.)
公爵和沃依杰赫(Vojtěch)主教创建。今天的修道院外观是1708-1745年
间巴洛克顶峰时期的作品, 建筑师是丁森霍夫(K. I. Dientzenhofer)。供
参观的建筑瑰宝是巴洛克风格的圣玛尔凯特教堂、11世纪建造的罗马
式建筑和巴洛克式的有特蕾莎厅的院长楼。本修道院里也曾有过自己
的啤酒作坊, 根据记录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期, 今天您依然可以品尝到
修道院自己酿造的啤酒。
参观时间 : 周六和周日10:00, 14:00, 16:00 (4月–10月) 和周六,周日 
10:00, 14:00 (11月–3月)

米勒（卢斯）别墅 (Müllerova [Loosova] vila) – 布拉格6区, 城堡水
塔路14/642号 (Nad Hradním vodojemem 14/642, Praha 6),  
www.muzeumprahy.cz
米勒家在布拉格的别墅(Vila rodiny Müllerových)(1928–1930) 表现了建
筑大师对世界建筑潮流的探索, 是尊贵的别墅主人和名建筑师之间达
成妥协的宝贵典范。建筑外观显示功能主义风格(funkcionalisticky), 但
关键是它的内部架构,被称作 “ Raumplan” 的空间设计理念, 巧妙而独
特地解决了内部结构中房间之间的关系, 使一个房间“流入”另一个
房间。
参观需要预订 : 周二、周四、周六、周日 9:00、11:00、13:00、15:00 
和 17:00 (4月–10月)和周二、周四、周六、周日10:00、12:00、14:00 
和 16:00 (11月–3月)

卡琳商务楼 Mainpoint Karlín – 布拉格8区, 河岸路21号  
(Pobřežní 21, Praha 8), www.mainpointkarlin.cz
2011年获得著名的建筑大赛MIPIM Awards 世界最佳商务楼奖, 给这座
独特的建筑更增加了个性化的注解。建筑公司 DaM 从一开始就注重环
保生态, 创意性地运用伏尔塔瓦河水给大楼制冷。

布拉格建筑内景、博物馆、美术馆等的门票(Vstupné)大约在70克朗
到150克朗之间, 个别 私人博物馆的门票会贵一些。门票最贵的是景
点最多价值最高的布拉格城堡(Pražský hrad)和犹太博物馆(Židovské 
muzeum) (350 克朗CZK, 300 克朗CZK) , 但是门票多天有效, 参观内容
丰富, 所以性价比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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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的花园和观景台
就在喧闹的布拉格市中心您可以找到多个精心修整而且建筑优美的花
园, 在那里您可以观赏布拉格美景, 也可以得到休息, 享受悠闲。 散步
的最佳去处也包括植物园和动物园, 园中山势起伏, 可以饱览自然风
光。

布拉格城堡花园 (Zahrady Pražského hradu) – 布拉格1区, 布拉格城
堡 (Pražský hrad, Praha 1), www.hrad.cz
皇家花园(Královská zahrada)是所有花园中最具历史价值的一个, 由哈
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一世建于1534年, 设计灵感来自意大利花园。目
前的外观是19世纪中期整修时的英国风格的体现。城堡南花园 (Jižní 
zahrady) 包括天堂花园(Rajská)、山坡花园(Zahrada Na Valech)和哈
尔及高夫花园(Hartigovská) , 装点城堡的南部门面。从这些花园中可
以领略小城(Malá Strana)、老城(Staré Město) 和不远处的佩特辛山
(Petřín)的景色。  
无需门票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18:00 (4月、10月), 每天 10:00–19:00 (5月、9月
í), 每天10:00–21:00 (6月、7月) 和每天 10:00–20:00 (8月)

城堡下的宫殿花园 (Palácové zahrady pod Pražským hradem) –  
布拉格1区, 瓦伦斯坦街12号 (Valdštejnská 12–14, Praha 1),  
www.palacove-zahrady.cz
布拉格城堡下的南坡上有占地比较大的相互连接的古老花园建筑群, 包
括雷德伯格花园 (Ledeburská)、小帕斐瑶夫花园(Malá Pálffyovská)、
大帕斐瑶夫花园(velká Pálffyovská)、高老夫拉特花园(Kolovratská)和
小费斯登伯格花园(Malá Fürstenberská zahrada)。 您在这里可以欣赏
到装饰着雕塑的观景平台、神秘的通道和阶梯、众多的水池和喷泉, 还
有巴洛克式的花坛。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18:00 (4月、10月), 每天10:00–19:00 (5月、 
9月), 每天10:00–21:00 (6月、7月) 和每天 10:00–20:00 (8月)

瓦伦斯坦花园 (Valdštejnská zahrada) – 布拉格1区, 莱登斯卡街 
(Letenská ul., Praha 1), www.senat.cz
这个几何形状的早期巴洛克花园, 建于1623-1629年, 和瓦伦斯坦宫同
时建造。 第一眼看到的是 巨大的柱廊凉亭, 这在当时没有先例。园内
的人工山洞和钟乳石也引人注目。 这里在夏季举行露天音乐会和戏
剧表演。
无需门票
开放时间 : 周一至周五 7:30–18:00, 周六、周日10:00–18:00  
(4月–10月), 至19:00 (6月–9月)

方济会花园 (Františkánská zahrada) – 布拉格1区, 庸戈曼广场/瓦茨
拉夫广场 (Jungmannovo náměstí / Václavské náměstí, Praha 1),  
www.prague.eu
这是布拉格市中心难得的僻静场所。园内有不少座椅,座椅上方有金属
拱形支架。夏季, 支架上缀满玫瑰。草地用红豆杉矮树墙环绕。花园
中点缀着几个独特的雕塑、喷泉、凉亭、儿童游乐场、果树和草药园
圃。 这些草药让人想起古代花园的主人, 伽密会和方济会的修士。他
们就在此种植过草药和香料。
免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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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和植物园

布拉格动物园 (Zoologická zahrada hl. m. Prahy) – 布拉格7区, 特洛
伊庄园路120/3号 (U Trojského zámku 120/3, Praha 7),  
www.zoopraha.cz 
独特的地势使布拉格动物园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动物园。在起伏的山
地间行走10公里, 您可以体验充满异国风情的非洲之家(Africký dům)、
印度尼西亚丛林(Indonéská džungle) 或者大象山谷(Údolí slonů)。 
这个独特的自然景区是郊游和举家游览的最佳选择。
开放时间 : 每天9:00–17:00 (3月), 每天 9:00–18:00 (4月, 5月, 9月,  
10月), 每天 9:00–19:00 (6月–8月) 和每天 9:00–16:00 (11月–2月)

布拉格植物园 (Botanická zahrada hl. m. Prahy) – 布拉格7区, 庭院
路134号 (Nádvorní 134, Praha 7), www.botanicka.cz 
植物园占地将近30公顷, 园内有精心修整的区域, 包括古老的圣克拉拉
葡萄园(vinice sv. Kláry)、日本禅园(meditační Japonská zahrada)和独
特的法特摩根热带玻璃房(tropický skleník Fata Morgana)。这个130米
长的玻璃房分为三个独立的区域, 每个区域有不同的温度和湿度, 营造
出不同季节的热带环境。
开放时间:
露天园林和圣克拉拉葡萄园 (Venkovní expozice a Vinice sv. Kláry) : 
每天 9:00–16:00 (11月–2月), 每天 9:00–17:00 (3月,10月), 每天 
9:00–18:00 (4月) 和每天 9:00–19:00 (5月–9月)
法特摩根玻璃房 (Skleník Fata Morgana) : 周二至周日 9:00–18:00 (4
月), 周二至周日 9:00–19:00 (5月–9月), 周二至周日9:00–17:00  
(3月、10月)和周二至周日9:00–16:00 (11月–2月)

查理大学植物园 (Botanická zahrada Univerzity Karlovy) – 布拉格2
区, 拿思鲁比路16号 (Na Slupi 16, Praha 2), www.bz-uk.cz
这个花园1898年就开放了, 以后逐步建造了植物园、玻璃房、水池和
山坡。这些露天和室内设施共同在城市中心营造出古色古香的绿色角
落。
开放时间:
外景 : 每天10:00–17:00 (2月–3月), 每天10:00–19:30 (4月–8月), 每天
10:00–18:00 (9月,10月) 和每天 10:00–16:00 (11月–1月)
玻璃房 : 每天10:00–16:00 (2月–3月), 每天10:00–17:00 (4月–10月) 和
每天10:00–15:30 (11月–1月)

开放时间 : 每天7:00–22:00 (4月中旬–9月中旬), 7:00–20:00 (9月中
旬–10月中旬), 每天 8:00–19:00 (10月中旬–4月中旬)

伏尔特波夫花园 (Vrtbovská zahrada) – 布拉格1区, 伽密会街25号 
(Karmelitská 25, Praha 1), www.vrtbovska.cz
由岗卡(František Maxmilián Kaňka)倾心设计的最美丽、最有价值的巴
洛克花园之一。 从面积来说, 属于小花园, 但是花园建在地形不规则的
山坡上, 其建筑处理的特色、园内雕塑的艺术和历史价值使这座花园列
入欧洲级别。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18:00 (4月–10月)

佩特辛果园 (Petřínské sady) – 布拉格1区, 小城  
(Malá Strana, Praha 1), www.prague.eu
佩特辛山(Vrch Petřín)是布拉格市中心面积最大的一块城市绿地和僻
静所在。 特别是山顶的玫瑰花园(Růžový sad)、花房(Květnice)、金斯
基花园 (Zahrada Kinských)和 学院花园(Seminářská zahrada), 总共有
2100多株果树。圣米歇尔大天使戈尔巴阡风格的木制教堂是此地的建
筑瑰宝。 
免费进入

眺望布拉格 (Vyhlídky na Prahu)
布拉格的塔楼和其他观景点带给您难忘的布拉格城市风景： 斯美塔纳
河堤(Smetanovo nábřeží) – 诺沃特尼小桥(Novotného lávka) • 老城市
政厅塔楼(věž Staroměstské radnice) • 火药门(Prašná brána) •克莱门
汀塔(věž Klementina) • 老城桥头塔(Staroměstská mostecká věž) • 城
堡广场上的布拉格城堡平台(rampa Pražského hradu na Hradčanském 
náměstí) • 佩特辛瞭望塔(Petřínská rozhledna)• 雷特纳公园(Letenský 
park) • 圣尼古拉斯教堂钟楼(Zvonice chrámu sv. Mikuláše) • 习西克夫
电视塔(Televizní vysílač na Žižkově) • 高堡(Vyšehrad) • 布拉格城堡南
花园(Jižní zahrady Pražského hr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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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的文化生活
布拉格的艺术氛围和灵气毫无疑问地体现在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中。
您可以在一系列的画廊中、博物馆的珍藏里、歌剧院的咏叹调里和爵
士乐的节奏里品味世界知名艺术家或艺术新人的作品。或者您可以在
布拉格的俱乐部中彻夜劲舞。
我们为您调制了一杯文化鸡尾酒, 即使最挑剔的艺术品味也会得到满
足。 请看......

画廊

国家美术博物馆 (Národní galerie) – www.ngprague.cz
继巴黎卢浮宫之后最古老的欧洲美术博物馆, 是捷克和世界美术热爱
者的圣堂。

长期展品

希登贝格宫 (Šternberský palác) – 布拉格1区, 城堡广场15号 
(Hradčanské náměstí 15, Praha 1)
重要的巴洛克艺术博物馆向欧洲艺术爱好者展示从古希腊到巴洛克晚
期的艺术作品。您既可以在此欣赏到古希腊罗马的艺术, 也可以在此欣
赏到意大利、法兰德斯、荷兰、德国和奥地利的绘画。

施瓦岑贝格宫 (Schwarzenberský palác) – 布拉格1区, 城堡广场2号 
(Hradčanské náměstí 2, Praha 1)  
这座城堡广场上的主体建筑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宫殿之一。宫内的展品
属于捷克巴洛克艺术的精品, 包括布劳恩(M. B. Braun)、布洛高夫 (F. M. 
Brokoff)、阿亨(H. von Aachen)、希克莱达(K. Škréta)等大师的作品。

撒尔摩夫宫 (Salmovský palác) – 布拉格1区, 城堡广场2号 
(Hradčanské náměstí 2, Praha 1)  
这座三面围拢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宫殿建于1800-1811年间, 明显受到帝
国式建筑风格的影响。正在准备中的长期展览将是“十九世纪古典主
义以后的艺术展”, 展品主要包括19世纪前期和中期的绘画和雕塑。计
划在2014年10月16日开幕。 

捷克圣阿内西卡修道院 (Klášter sv. Anežky České) – 布拉格1区, 仁
慈路17号 (U Milosrdných 17, Praha 1)  
这个以前的克拉拉女修道院和米诺会修道院被认为是捷克最早的哥特
式建筑。在修道院走廊里您可以看到捷克和中欧地区中世纪艺术的展
览。展出的作品属于捷克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宝。

金斯基宫 (Palác Kinských) – 布拉格1区, 老城广场12号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12, Praha 1)   
在布拉格市中心您可以在此看到独一无二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
希腊罗马和亚洲的艺术品展览。



26 27

市中心地图 市中心地图



28 29

布拉格的文化生活 布拉格的文化生活

鲁道夫宫美术展览馆 (Galerie Rudolfinum) – 布拉格1区, 阿莱希河堤
12号 (Alšovo nábřeží 12, Praha 1), www.galerierudolfinum.cz  
这个美术馆座落在捷克著名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建筑里。历任馆长别具
匠心的戏剧性理念和突出的个性给您带来现代美术全新的视角。 
开放时间 : 周二、周三、周五、周六、周日10:00–18:00, 周四 
10:00–20:00

博物馆

民族博物馆 (Národní muzeum) – www.nm.cz
从1818年成立开始就是捷克最大的博物馆, 存放有上千件展品, 展品通
常价值贵重。 这里也是面对广大观众的展示之地。

民族博物馆(Národní muzeum)内的展品

民族博物馆 - 主建筑 - 布拉格1区, 瓦茨拉夫广场68号,  
(Václavské náměstí 68, Praha 1)
宏伟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矗立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端。由于大修, 长
期关闭。计划重新开放的时间是2018年。 

民族博物馆新馆 (Nová budova Národního muzea) – 布拉格1区, 葡
萄园路1号 (Vinohradská 1, Praha 1)   
这个原来联邦大会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所在地现今成为重要的展览馆。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18:00, 周三 9:00–18:00,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 
10:00–20:00

亚洲、非洲和美洲文化纳泼勒斯特克博物馆 (Náprstkovo muzeum 
asijských, afrických a amerických kultur) – 布拉格1区, 伯利恒广成1
号 (Betlémské náměstí 1, Praha 1)   
捷克爱国者和艺术赞助人沃依杰赫·纳波勒斯特克(Vojtěch Náprstek)
一生收藏了很多世界各地民族的艺术品。从固定展品中您可以了解到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文化, 或者独特的印度尼西亚岛屿尼阿斯 (Nias)的
文化。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日 10:00–18:00, 周三 9:00–18:00

展览厅 (Veletržní palác) – 布拉格7区, 杜凯尔英雄街47号 
(Dukelských hrdinů 47, Praha 7)   
布拉格第一个功能主义风格的建筑, 您第一眼就会被它的庞大所吸引。
在超过13500平方米的面积中您可以看到捷克和世界现代艺术的珍稀收
藏。展出的艺术大师包括雷诺阿(A. Renoir)、毕加索(P. Picasso)、克林
姆(G. Klimt)、罗丹(A. Rodin)和穆夏(E. Munch)...
国家美术馆室内展馆的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日10:00–18:00

布拉格城市美术馆 (Galerie hlavního města Prahy) – www.ghmp.cz
国家美术馆之后捷克第二位最重要的美术馆, 主要收藏捷克19、20、 
21世纪的艺术作品。

长期展览和展览地点

比雷克别墅 (Bílkova vila) – 布拉格6区, 米茨克维奇路1号 
(Mickiewiczova 1, Praha 6)
捷克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雕塑大师弗朗基谢克·比雷克亲自设计了这座
独特的别墅。整个别墅表现了麦田的设计意图- 别墅的外形类似一个
在麦田里收割的镰刀, 石柱表现麦秆和麦穗。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

科罗莱多-曼斯费尔得宫 (Colloredo–Mansfeldský palác) – 布拉格1
区, 卡尔街2号 (Karlova 2, Praha 1)
查理桥边的巴洛克建筑三楼展厅主要展示现代艺术。您可以在那里的
艺术咖啡馆 (Art Café)(每天10:00–23:00)面对一杯香浓的咖啡感受宫殿
特有的氛围。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

石钟屋 (Dům U Kamenného zvonu) – 布拉格1区, 老城广场13号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13, Praha 1)
这座奇迹般保存至今的建筑是不同寻常的哥特式塔楼宫殿的典范之
作。 在古旧的大厅内展示的短期展览通常是现代和近代艺术。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日10:00–20:00

特洛伊庄园 (Trojský zámek) – 布拉格7区, 特洛伊庄园路4/1号  
(U Trojského zámku 4/1, Praha 7)
如画的庄园是捷克17世纪巴洛克建筑的杰出代表。在开阔的法式花园旁
您可以参观“特洛伊庄园建筑和装饰展”和“特洛伊庄园中国厅”。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日10:00–18:00, 周五 13:00–18:00, 花园到19:00  
(4月–10月) 和周六、周日10:00–17:00 (11月- 12月)

有关其他布拉格市立美术馆的展厅请查看网页 www.ghmp.cz

DOX – 布拉格7区, 波乌别多娃街1号 (Poupětova 1, Praha 7),  
www.dox.cz  
这是布拉格最前卫的现代艺术中心。 DOX 是高品质原创艺术活动的保
障。 展览馆内设有艺术图书、艺术品商店和咖啡馆。  
开放时间 : 周一10:00–18:00, 周三和周五 11:00–19:00, 周四11:00–
21:00, 周六和周日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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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夏博物馆 (Muchovo muzeum) – 布拉格1区, 男士路7号  
(Panská 7, Praha 1), www.mucha.cz   
在华丽的高尼茨基宫内,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展示穆夏(Alfons Mucha) 作
品和生活的博物馆。作为纪念, 您可以在此购买一系列和穆夏有关的
礼品。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18.00）

玩具博物馆 (Muzeum hraček) – 布拉格1区, 乔治街6号 (Jiřská 6, 
Praha 1), www.prague.eu
您不知道如何逗调皮的孩子? 带他去玩具博物馆! 除了世界各地古老的
玩具, 还有大量芭芘娃娃和星球大战的收藏品。 
开放时间 : 每天9:30–17:30

剧院 

民族剧院 (Národní divadlo) – 民族大道2号, 布拉格1区, (Národní 2, 
Praha 1), www.narodni-divadlo.cz   
捷克共和国的代表性剧院, 是通过全民捐款而建立的, 第一次使用是
1881年, 火灾后重建, 并于1883年重新开始使用。在如此华丽的剧院中
观看歌剧、话剧、芭蕾舞剧, 将是令人难忘的经历！

城邦 (思达沃夫斯格)剧院 (Stavovské divadlo) – 水果市场1号, 布拉
格1区 (Ovocný trh 1, Praha 1), www.narodni-divadlo.cz   
欧洲最美剧院建筑之一, 主要因为莫扎特(Mozart)歌剧《唐·乔望尼》
(Don Giovanni)而举世闻名, 此剧至今仍在城邦剧院上演。

捷克音乐博物馆 (České muzeum hudby) – 布拉格1区, 伽密会路2/4
号 (Karmelitská 2/4, Praha 1)   
这个博物馆的人-乐器-音乐展览(Výstava Člověk – nástroj – hudba)展
出400多件极富价值的乐器。 其中有一件莫扎特曾经演奏过的键盘乐
器。
开放时间 : 周三至周一10:00–18:00

石雕馆 (Lapidárium) – 布拉格7区, 展览馆路422号 (Výstaviště 422, 
Praha 7)   
捷克11世纪到19世纪最大的石雕展览馆。
开放时间 : 周四至周日 12:00–18:00, 周三 10:00–16:00 (冬季关闭)

德沃夏克博物馆 (Muzeum Antonína Dvořáka) – 布拉格2区, 往卡尔
路20号 (Ke Karlovu 20, Praha 2)
展品揭示了捷克最著名的作曲家的人生旅程。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日10:00–13:30 和 14:00–17:00

斯美塔纳博物馆 (Muzeum Bedřicha Smetany) – 布拉格1区, 诺沃特
尼小桥街1号 (Novotného lávka 1, Praha 1)
在查理桥边, 伏尔塔瓦河岸, 醒目的新文艺复兴建筑中存放着这位捷克
杰出的作曲家的作品。
开放时间 : 周三至周一 10:00–17:00

有关其他国家博物馆的信息请查看网页www.nm.cz

布拉格市立博物馆 (Muzeum hlavního města Prahy) – 布拉格8区, 
纳波西奇52号 (Na Poříčí 52, Praha 8), www.muzeumprahy.cz
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布拉格的历史吗? 这个博物馆展示布拉格从远古到
现代的历史。最吸引人的展品是1826-1837年兰格维所做的布拉格模型
(Langweilův model Prahy).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日 9:00–18:00,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开到20:00.

岗巴博物馆 (Museum Kampa) – 布拉格1区, 索沃维磨坊街2号  
(U Sovových mlýnů 2, Praha 1), www.museumkampa.cz
显眼的现代博物馆内收藏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弗朗基谢克·谷博卡的艺术
作品, 除了他的早期印象派画作, 这里还收藏着他最有代表性的抽象派
绘画- 主教座堂(Katedrála).
开放时间 : 每天10:00–18:00

工艺美术博物馆 (Uměleckoprůmyslové museum) – 布拉格1区,  
11月17日街2号 (17. listopadu 2, Praha 1), www.upm.cz   
这个博物馆内藏有昂贵的玻璃收藏品、瓷器和陶器、纺织品、时装、
设计品、家具、钟表、实用美术、照片和其他物件。 如果您想参观, 
请尽快。从2014年底开始将对博物馆进行全面维修, 维修期间闭馆。 
开放时间 : 周三至周日10:00–18:00, 周二 10:00–19:00

国家技术博物馆 (Národní technické muzeum) – 布拉格7区, 教堂路
42号 (Kostelní 42, Praha 7), www.ntm.cz   
所有技术成就崇拜者的梦想之地。老式汽车、飞机、机械和上百件其
他展品在新装修的展馆内等待您的光顾。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五 9:00–17:30, 周六和周日 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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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 : 星系(Galaxia),  非洲之旅(Afrikania), 影像剧院集锦(The Best of 
Image), 活的万花筒(Živý Kaleidoskop) (儿童剧) 等等。

俱乐部

爵士码头 (Jazz Dock) – 亚纳切克河堤 2号,  布拉格5区  
(Janáčkovo nábřeží 2, Praha 5), www.jazzdock.cz
地处伏尔塔瓦(Vltava)河的斯密霍夫(Smíchov)河岸, 令人着迷的不仅仅
是独特的从夜晚到清晨的爵士氛围, 同时还有美妙的布拉格灯光闪耀
的夜景。

瑞都塔爵士俱乐部 (Reduta Jazz Club) – 民族大街 20号,  布拉格1区 
(Národní 20, Praha 1), www.redutajazzclub.cz
位于布拉格中心, 是中欧最老的爵士俱乐部之一。兼有清新的戏剧和丰
富的音乐节目。

明灯音乐酒吧 (Lucerna Music Bar) – 沃吉齐科瓦 36号, 布拉格1区 
(Vodičkova 36, Praha 1), www.musicbar.cz
布拉格最大, 光顾人数最多的俱乐部之一, 特别因为其他国家的乐队和
所有流派的艺术家在此俱乐部演出而出名, 从摇滚、印度、世界音乐、
到说唱和EBM。每个周五和周六您在这里可以参加难忘的80年代和90
年代派对！

交叉俱乐部 (Cross Club) – 普利纳尔尼街23号, 布拉格7区  
(Plynární 23, Praha 7), www.crossclub.cz
原本只是一个地下俱乐部, 却在短短几年后便不同凡响起来了。让自己
沉迷在有着错综复杂的走道和未来派设计的迷宫中吧！

阿克柔波利斯宫 (Palác Akropolis)  – 库贝利高娃街27号, 布拉格3区 
(Kubelíkova 27, Praha 3), www.palacakropolis.cz 
布拉格习西克夫区必不可少的独立文化中心。

罗克西 (Roxy) – 长街33号, 布拉格1区 (Dlouhá 33, Praha 1),  
www.roxy.cz
聚集了所有的优质电子音乐的爱好者。一流的捷克以及其他国家的DJ
们是尽情狂舞好几个小时的保证！

国家歌剧院 (Státní opera) – 威尔逊路4号, 布拉格1区 (Wilsonova 4, 
Praha 1), www.narodni-divadlo.cz    
高水准的欧洲歌剧院, 神奇的新文艺复兴建筑, 富丽堂皇的内部装潢, 地
处瓦茨拉夫广场附近。

灯幻剧院 (Laterna magika) – 民族大道4号, 布拉格1区 (Národní 4, 
Praha 1), www.laterna.cz    
独特的多媒体剧院, 此处的舞台表演结合了音响效果和影像。

方舟（阿尔哈）剧院 (Divadlo Archa) – 布拉格1区, 纳波西奇街26号 
(Na Poříčí 26, Praha 1), www.archatheatre.cz    
有着前卫和实验表演艺术的另类戏剧、舞蹈、音乐舞台。

民族木偶剧院 (Národní divadlo marionet) – 加代茨卡街1号, 布拉格
1区, (Žatecká 1, Praha 1), www.mozart.cz
因使用原著的意大利语以及穿着古装的大型木偶表演《唐·乔望尼》而
世界闻名的传统木偶剧院。

克齐吉克喷泉 (Křižíkova fontána) – 展览馆路 1/20 号, 布拉格7区 
(U Výstaviště 1/20, Praha 7) , www.krizikovafontana.cz
由水的舞蹈、音乐和色彩组成的神奇世界！伴随严肃的古典音乐和流
行音乐的旋律, 在水帘上投射影像和激光。

黑光剧 (Černá divadla)

用灯光效果, 非口头语言元素以及现代舞蹈的独特戏剧表现形式。

野鹿黑光剧院 (Black Light Theatre Srnec) – 护城沟街10号  
(Na Příkopě 10), www.srnectheatre.com
世界上第一家黑光剧院, 全世界约有五百万观众观看过他们的演出。
剧目:选集(Antología) – 精选自观众最喜爱的场景

梦幻剧场 (Divadlo Ta Fantastika) – 卡尔街8号, 布拉格1区  
(Karlova 8, Praha 1), www.tafantastika.cz 
剧目 : 爱丽丝梦游仙境 (Alenka v  říši divů) – 一部让超过世界三十个国
家的观众赞赏的黑光戏剧。

影像剧院 (Image Theatre) – 巴黎大街 4 号, 布拉格1区  
(Pařížská 4, Praha 1), www.imagetheatre.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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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文化和社会活动

春天：
布拉格之春 (Pražské jaro) – www.festival.cz
国内外明星汇璀的最著名的捷克古典音乐节 (5月12日– 6月3日)

布拉格美食节 (Prague Food Festival) – www.praguefoodfestival.cz
捷克美食盛会, 名厨比拼, 气氛热烈。 (5月）

复活节集市 (Velikonoční trhy) – www.velikonocevpraze.cz
丰富的复活节商品, 展示传统风俗, 全城都有。(3月– 4月)

大众周末马拉松 (Volkswagen Maratonský víkend) –  
www.runczech.com
全世界最漂亮的马拉松之一。起点和终点都在老城广场, 线路经过城市
中心, 沿河, 并穿越多个布拉格城区。（5月）

捷克啤酒节 (Český pivní festival) – www.ceskypivnifestival.cz
捷克最大的啤酒盛会, 汇集优质捷克啤酒和小吃。快来畅饮！   
(5月–6月)

布拉格舞蹈节 (Tanec Praha) – www.tanecpraha.cz
国际现代舞和行为艺术的节日, 每年呈献顶级舞蹈和戏剧团体。  
(5月–6月)

吉普赛节 (Khamoro) – www.khamoro.cz
世界最大的吉普赛传统文化节。 (5月–6月)

布拉格城堡啤酒作坊节 (Festival minipivovarů na Pražském hradě) – 
www.pivonahrad.cz
希望窥视啤酒文化丰富多样的人不会错过这个特别的品酒盛会。   
(6月)

另类艺术据点

见面工厂 (MeetFactory) – 玻璃厂街 15号, 布拉格5区  
(Ke Sklárně 15, Praha 5), www.meetfactory.cz
布拉格另类艺术和独特艺术思想的孵化器！“见面工厂”是俱乐部、
剧场、画廊的集合；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这里都是活生生的艺术！

克里姆街 (Krymská ulice) – 布拉格10区 (Praha 10) – 威乐肖维采 
(Vršovice)
巴黎有自己的蒙马特, 柏林有克罗伊茨贝格, 布拉格则有克里姆街。风
景如画的威乐肖维采街道上夜复一夜聚集着住在布拉格有着自由思想
情调的人们。雨后春笋般别具一格的娱乐场所（这之中我们至少提一
下具有权威的“森林咖啡” café V lese) 的确值得去一一探究。

实验艺术基地 NoD (Experimentální prostor NoD) – 长街 33号, 布拉
格1区 (Dlouhá 33, Praha 1), www.nod.roxy.cz
更进一步推动布拉格的文化生活的另类艺术基地。快到NoD画廊来看
看年轻的艺术家们；到Teatro NoD来看实验戏剧或者到Café NoD尝尝
好吃的。NoD正是这样一个您还会想再回来光顾的地方。

滨河路 (Náplavka) – 拉辛河堤,  布拉格1区 (Rašínovo nábřeží,  
Praha 2)
滨河路主要是夏天文化活动的有机体, 有着无数各种各样的活动。 伏
尔塔瓦河岸传统的舞会, 音乐会, 剧场, 咖啡馆, 还能租自行车呢！- 这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广大的天幕下并且同美丽妖娆的布拉格融为一体！

偶然出现的俱乐部和画廊 (Pop-up kluby & galerie) – 在布拉格各个
不同的地方
好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出现在布拉格不寻常地方的这些独具一格的俱乐
部啊, 还有展览, 它们不过仅仅几天或者几周就将那些平时不显眼的地
方变成了现代前卫活动的震央。有关此类俱乐部的最新信息请上我们
的网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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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岛上音乐节 (United Islands) – www.unitedislands.cz
风格独特的音乐节, 国内和国际音乐新人的舞台- 从摇滚, 印度到电声, 
探索音乐新趋势。在布拉格市中心的露天音乐节。  (6月)

布拉格勃拉姆斯 (Prague Proms) – www.pragueproms.cz
灵感源自BBC Proms音乐节的布拉格夏季文化盛会。 (6月–7月)

波西米亚爵士音乐节 (Bohemia Jazz Fest) –  
www.bohemiajazzfest.cz
欧洲最大的露天爵士音乐节之一。 (6月)

夏季古乐庆典 (Letní slavnosti staré hudby) – www.letnislavnosti.cz
在迷人的布拉格古迹旁举行的以巴洛克音乐为代表的古乐巡礼。  
(7月–8月)

布拉格同志骄傲游行 (Prague Pride) – www.praguepride.com
中欧地区最大的同性恋者（LGBT 社区）集会, 色彩缤纷的骄傲游行穿
过城市中心, 把集会推向高潮。 (8月)

夏季马戏节 (Letní Letná) – www.letniletna.cz
空中芭蕾和杂技大师每年汇集布拉格展示新型杂技和戏剧。   
(8月–9月)

巴洛克歌剧节 (Opera Barocca) – www.operabarocca.cz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巴洛克歌剧和芭蕾的节日。 (8月–9月)

秋季:
布拉格德沃夏克节 (Dvořákova Praha) – www.dvorakovapraha.cz
让世界音乐家演绎的顶级艺术作品感染到您！这是一个纪念捷克音乐
天才德沃夏克的音乐节。  (9月)

美食天堂 (Foodparade) – www.foodparade.cz
在特洛伊庄园(Trojský zámek) 举办的餐饮美食节, 汇集布拉格优秀大
厨们的拿手菜肴。  (9月)

琴弦上的秋天 (Struny podzimu) – www.strunypodzimu.cz
多种音乐风格汇璀的国际音乐节 – 包括爵士乐、古典音乐、精致的
Crossover风格和世界音乐, 由当代最出色的音乐人向您呈献。   
(9月–11月)

设计节 (Designblok) – www.designblok.cz
每年展示设计、时装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新趋势, 在指定的展示厅、 
画廊和商店举行。是购买设计型产品的最佳时机! (10月)

布拉格灯光节 (Signal | Prague Light Festival) –  
www.signalfestival.com
世界顶级灯光音响师为布拉格的古建筑设计和安装照明, 是充满创意和
理念的灯光展示, 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

现代音乐节 (Contempuls) – www.contempuls.cz
布拉格现代音乐节为发烧友揭示音乐宇宙中最遥远的声音。  (11月)

冬季:
圣诞集市 (Vánoční trhy) – www.vanocevpraze.cz
布拉格市中心的多个圣诞集市让您感受迷人的圣诞气氛, 飘香的烤饼、
煮热的红酒、圣诞的颂歌吸引着孩子和成人。  (12月)

触摸音乐 (České doteky hudby) – www.ceskedotekyhudby.cz
冬季最大的古典音乐节, 演奏著名的交响乐, 室内乐等。  
(12月–1月)

新年烟火 (Novoroční ohňostroj) – www.prague.eu
布拉格上空的灿烂礼花和炫目的灯光表演伴您跨进新的一年。  
(12月–1月)

布拉格狂欢节 (Carnevale Praha) – www.carnevale.cz
斋戒结束的庆典, 化妆游行的狂欢, 精致的美食和炫目的创意。 不要忘
了戴上您的面具! (2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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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址和信息
布拉格是安全的, 但是谨慎是必要的。

 — 布拉格的治安状况和其他欧洲大城市相仿。但是请您留意以下
建议:

 — 贵重物品和现金请存放在旅馆酒店的保险箱中。 

 — 货币始终在银行兑换, 坚决不要在街上兑换。 

 — 现金请在有银行标志或Travelex标志的取款机提取。 

 — 在景点和公交车辆上, 请当心好自己的证件、信用卡、拎包和相
机等。 

 — 车辆最好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 坚决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车
上。

 — 注意：在公共场所抽烟是被禁止的。 

捷克紧急求救电话
150 – 消防队
155 – 救护车
156 – 城市警察
158 – 国家警察
112 – 欧盟统一的紧急呼叫电话
以上紧急求救电话都是免费的。 

交通

城市公交 (Městská hromadná doprava)
布拉格有分布密集运作良好的城市公共交通, 包括三条地铁线 (用不同
的颜色区分出A、B、C线)、电车、公共汽车、渡轮和佩特辛山上的缆
车等。 地铁每天营运时间从早上5点到晚上24点。夜间公交由电车和
公共汽车承担。

布拉格公交车票
使用公交车辆必须持有有效车票,  车票必须在上车或进入地铁站前买
好, 并在打票机里打上时间后开始生效。  

车票种类

单票
乘坐时间为90分钟的票 (基本票) – 32 克朗 (CZK), 儿童 (6–15 岁)  
16克朗 (CZK)
乘坐时间为30分钟的票 (短期票) – 24 克朗 (CZK), 儿童 (6–15 岁)  
12 克朗 (C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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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公车510路

吸烟 – 在捷克实行限制吸烟的法律。在公共场所（有屋顶的站台- 汽
车站、火车站、公交车上、文化场所、卫生机构)都禁止吸烟。 在餐
厅限制吸烟, 但不严格禁止。 吸烟区和无烟区通常会有标志。 

药房和急诊
布拉格1区 (Praha 1) – Palackého 5, tel. 224 946 982
布拉格2区 (Praha 2) – Belgická 37, tel. 222 513 396,  
www.lekarnabelgicka.cz
布拉格4区 (Praha 4) – Vídeňská 800 (Thomayerova nemocnice),  
tel. 261 084 019
布拉格5区  (Praha 5) – V Úvalu 84 (莫多医院 nemocnice Motol),  
tel. 224 435 736
布拉格7区 (Praha 7) – Františka Křížka 22, tel. 731 638 010
布拉格8区 (Praha 8) – Budínova 2 (布罗夫卡医院 nemocnice Bulovka), 
tel. 266 082 017

货币 – 法定货币 – 捷克克朗 česká koruna (CZK)
硬币 : 1、2、5、10、20、50 克朗(CZK)
纸币 : 100、200、500、1000、2000、5000 克朗(CZK)
(1 欧元大约可以兑换  27 克朗CZK)

邮局 – 中央邮局(Hlavní pošta) – 布拉格1区亨利街 14号(Jindřišská 14, 
Praha 1), tel. 221 131 111, www.ceskaposta.cz, 每天营业时间 2:00–24:00

小费 – 如果您在饭店吃饭, 可以支付小费, 小费金额通常为价格的10%。

出租车停车点 (Taxi Fair Place) – 用黄色标出TAXI字样的停车点, 有黄
色拇指标记 FAIR PLACE。这些指定停车点的出租车保证价格公道、运
载安全、司机专业、服务优质。

捷克电话号码的国家区位号为 +420

驻外领使馆 – 所有在捷克驻外领使馆的地址在以下网页上显示： 
www.mzv.cz.

医疗机构
医学院附属莫多医院 (Fakultní nemocnice Motol) – 外国人医疗中心 
(Centrum péče o cizince) – 布拉格5区 山沟路（音译：乌瓦里路）84号 
(V Úvalu 84, Praha 5), www.fnmotol.cz
外国人医疗部。
服务时间 : 周一至周五 7:00–21:00,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 8:00–21:00

霍莫尔卡医院 (Nemocnice Na Homolce) – 外国人部 (Cizinecké 
oddělení) – 布拉格5区 罗根诺娃路2号 (Roentgenova 2, Praha 5),  
www.homolka.cz
外国人医疗部, 门诊和住院部。 

布拉格市立医院 (Městská poliklinika Praha) – 急诊服务 – 布拉格1区
斯巴莱那街12号(Spálená 12, Praha 1), www.prahamp.cz

旅游限时票
乘坐时间为24小时的票 – 110 克朗 (CZK), 儿童 (6–15 岁) 55 克朗 (CZK)
乘坐时间为72小时的票j – 310 克朗 (CZK), 没有儿童票

行李票
大件行李、没有防护罩的狗和没有孩子的婴儿车都需要收费16 克
朗 (CZK).
小件行李、戴防护罩的狗和有儿童的婴儿车都是免费的。 在地铁、渡
船、上佩特辛山的缆车和有些时段路段的电车中, 自行车也是免费的。 

免费乘坐公交
6岁以下的孩子和70岁以上的老人享受免费乘坐公交的优惠 (具体信息
请查看公交网页中的免费乘坐条件： www.dpp.cz)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票价和时刻表的更详细信息, 请拨打电
话：00420 296 19 18 17 (每天7:00–21:00), 或查看网页 www.dpp.cz, 
或者在交通信息中心亲自询问, 公交信息中心在以下地方可以找到：地
铁博物馆站(Muzeum), 中央火车站(Hlavní nádraží),天使站(Anděl), 城堡
站(Hradčanská), 市政厅(Magistrát hl. m. Prahy), 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1
号和2号航站(Letiště Václava Havla Praha Terminál 1 a 2).

去机场的交通
机场专线 (Linka Airport Express) – 这条机场专线大巴连接机场、火
车站和城市公交, 每天从5:30至22:30运营。
线路 : 中央火车站(Hlavní nádraží)（地铁C线）– 戴维茨卡地铁A线站
(Dejvická) (地铁A线; 只供上客) – 1号航站楼(Terminál 1) – 2号航站楼
(Terminál 2)
班次 : 每30 分钟, 运行时间 : 33 分钟
票价 : 单程专线车票 – 60 CZK (从中央火车站出发(Hlavní nádraží)), 
40 CZK (从戴维茨卡站(Dejvická)出发）, 儿童 6–15 岁半票, 6岁以下儿
童和行李免费。 

其他公交线路
戴维茨卡站(Dejvická) (地铁 A线) – 公车119路
茨利钦站(Zličín) (地铁 B线) – 公车 100路
新布多维采站(Nové Butovice) (地铁 B线) – 公车 179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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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的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TIC Letiště 
Václava Havla Praha) – 布拉格6区, 2号航站楼到达大厅(příletová 
hala, Terminál 2, Praha 6), 每天开放8:00–20:00
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的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TIC Letiště 
Václava Havla Praha) – 布拉格6区, 1号航站楼到达大厅(příletová hala, 
Terminál 1, Praha 6), 每天开放10:00–20:00
请联系我们：tourinfo@prague.eu, 电话：+420 221 714 714 

导游服务
我们能为您在布拉格漫步或乘车观光时提供专业的导游讲解服务。
我们能提供基本路线, 也能提供特殊路线。你可以完全信赖我们导游的
专业水平、语言能力和职业素质。  
E–mail : guides@prague.eu 或者 电话：+420 775 855 037.

www.prague.eu
www.facebook.com/prague.eu
www.twitter.com/pragueEU

布拉格旅游卡 (Prague Card)
这张实惠的旅游卡包含布拉格50个景点的门票, 所有布拉格公交车票, 
布拉格观光车票, 伏尔塔瓦游船票, 机场专线车票和其他景点和演出门
票的优惠折扣。
如果您想在布拉格看到最有价值的景点, 布拉格旅游卡(Prague Card)
肯定是您的正确选择。 您可以在网页www.praguecard.com 上订购2
天、3天或4天旅游卡, 也可以在旅游信息服务中心购买。

环城观光专线

Best Tour – www.besttour.cz
出发地点 : 瓦茨拉夫大街27号(Václavské náměstí 27)

Gray Line Prague – Bohemia Travel Service – www.citytours.cz
出发地点 : 民族大街38号(Národní 38)

Martin Tour – www.martintour.cz
出发地点 : 老城广场(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巴黎大街拐角(roh 
Pařížská), 共和广场(náměstí Republiky)市民会馆对面(naproti 
Obecnímu domu),  梅兰特里郝娃街2号和骑士街交接处(roh 
Melantrichova 2 a Rytířská), 护城沟路24号(Na Příkopě 24)

成人医疗服务（特别面向外国人和游客）
就诊时间 : 周一至周四 19:00–6:00, 周五16:00–6:00, 周六、周日和节
假日全天服务

失物招领 – 布拉格1区 克洛林那·斯维特拉街5号 (Karoliny Světlé 5, 
Praha 1), tel. 224 235 085, 开放时间周一和周三 8:00–17:30, 周二和周
四 8:00–16:00, 周五 8:00–14:00 (午间休息 12:00–12:30)

旅游信息咨询

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Prague City Tourism)
您想了解布拉格的情况? 乘坐城市观光车或者购买文化活动的门票? 请
到我们信息服务中心来。我们为您提供所有旅游信息咨询, 提供多种优
质旅游服务。或者您只是过来告诉我们您对布拉格的感受.....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 有关布拉格所有信息的咨询 (城市地图、交通、文化、景点、重

要地址...)
 — 预订旅馆
 — 文化活动的门票
 — 布拉格城市观光车和布拉格附近的郊游、游船和平衡车等等
 — 免费提供布拉格游览宣传资料
 — 布拉格旅游卡(Prague Card)
 — 地图销售和公交车票销售 (24小时票和 72小时票)

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老城市政厅的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TIC Staroměstská radnice) – 布拉
格1区, 老城广场1号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1, Praha 1), 每天开放时间 
9:00–19:00
骑士街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TIC Rytířská) – 布拉格1区, 骑士街31号 
(Rytířská 31, Praha 1),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8:00
小城桥头塔的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TIC Malostranská mostecká věž) – 
布拉格1区, 桥街(Mostecká ul., Praha 1) 只在夏季开放 (4月至10月）每
天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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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ue Sightseeing Tours – www.pstours.cz
出发地点 : 共和广场3号 (náměstí Republiky 3)

Premiant City Tour – www.premiant.cz
出发地点 : 护城沟路23号 (Na Příkopě 23)    

特别环城观光专线

Accessible Prague – www.accessibleprague.com
给残障人士定制的布拉格观光节目

Aero Prague – www.aeroprague.com
观光飞机或者直升飞机

Balon Centrum Praha – www.baloncentrum.cz
热气球观光, 岗巴(Kampa)牵绳热气球

City Bike – www.citybike-prague.com
随导游自行车观光

City Sightseeing Prague – Hop On Hop Off –  
www.city-sightseeing.com
每隔45分钟一班, 可跳上跳下的城市循环大巴, 出发地点 : 老城广场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Ebike Prague Tours – www.ebikeprague.com
随导游电瓶车观光

Ecotours – www.ecotours.cz
随导游电瓶车、自行车和平衡车观光。

Ekoexpres – www.ekoexpres.cz
环保型电瓶小火车, 出发地点 : 老城广场(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3月至11月)

91路老电车观光(Historická tramvaj č. 91) – www.dpp.cz
市中心环线,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12:00–17:35 (4月–11月)

Hop On – Hop Off – www.hopon-hopoff.cz
跳上跳下的环线观光车, 每隔15分钟一班

Pony Travel – www.ponytravelsro.cz
马车观光,出发地点：老城广场(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History Trip – www.historytrip.cz
老爷车观光, 出发地点 : 桥街(Mostecká ul.), 卡尔街(Karlova ul.), 骑士
街和梅兰特里赫街路口(roh Rytířská a Melantrichova)

Praha Bike – www.prahabike.cz
随导游骑自行车观光

Precious Legacy Tours – www.legacytours.net
犹太区景点特别观光线

Segway Experience – www.segwayfun.eu
驾驶二轮平衡车观光 

3veterani – www.3veterani.cz
坐老爷车观光, 出发地点 : 巴黎大街2号 (Pařížská 2), 桥街5-7号 
(Mostecká 5 – 7)

Wittmann Tours – www.wittmann-tours.com
犹太区景点特别观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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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布拉格到处有绿地和公园, 漫步其间, 浪漫惬意, 坐在参天树下, 或者
泛舟河上, 您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都市, 却是一样的醉人。在当地
的跳蚤市场上, 或者农贸集市上, 您会发现令人欣喜的玩意儿, 或者新
鲜的口味。造访布拉格, 也不应放弃逛一下奢侈品商店、购物中心和
捷克原创设计的特色店家, 这些特色店家近年来在国内外颇受欢迎

自然风光和公园

岗巴 (Kampa) – 布拉格1区 (Praha 1) – 小城 (Malá Strana),  
www.prague.eu
公园 – 伏尔塔瓦河(Vltava) 和分叉的鬼河(Čertovka)形成的岛屿, 是布
拉格最浪漫和最漂亮的地方之一。 所以不奇怪, 权威性的旅游网站
VirtualTourist 把这个岛列为全世界第二漂亮的城市岛。 

斯拉夫岛 (Slovanský ostrov) – 索菲宫(Žofín) – 布拉格1区 (Praha 1) 
– 新城 (Nové Město), www.prague.eu
伏尔塔瓦河(Vltava)上唯一有精心整修的公园和一座经典的新文艺复兴
宫殿的岛屿, 这座宫殿是举办舞会和音乐会的传统选地。 这里还有多
个脚踏船和手划船的租赁点、儿童乐园和小火车。 

射手岛 (Střelecký ostrov) – 布拉格1区 (Praha 1) – 老城  
(Staré Město), www.prague.eu
这个大树荫蔽的浪漫所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军团桥(most Legií)下, 岛屿
的古朴气氛使游人沉醉之中, 从岛上越过河面眺望岸边, 布拉格从另一
个角度呈献给您另一番风采。 

小哈维尔果园 (Havlíčkovy sady)葛莱博夫卡 (Grébovka) – 布拉格2区 
(Praha 2) – 葡萄园区(Vinohrady), www.prague.eu
这个公园的设计灵感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 喷泉瀑布、亭台楼榭、
水池雕塑和人工山洞。这里不仅提供游人一个俯瞰布拉格的特别视角, 
还可以在葡萄园中央迷人的葡萄亭(Viniční altán)内或者葛莱博夫卡露
天咖啡馆(zahradní kavárna Pavilon Grébovka)小坐。 

里戈尔果园 (Riegrovy sady) – 布拉格2区(Praha 2) – 葡萄园区 
(Vinohrady), www.prague.eu
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公园隐藏着林间私密的角落、自由的小溪、俯
瞰布拉格的观景点和硕大的露天花园饭店, 在花园饭店的栗树下坐定吃
喝, 何等惬意。  

国王狩猎场 (Královská obora) – 大树公园（音译：斯特拉莫夫卡）
(Stromovka) – 布拉格7区(Praha 7) – 鼓手区（音译：布本内其区）
(Bubeneč), www.prague.eu
城市中心的巨大绿洲、参天的大树、硕大的湖面和草坪, 可以提供游人
野炊, 亦可在此散步休闲, 老少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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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瑟 (Moser) – 布拉格1区, 老城广场15号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15, Praha 1), www.moser-glass.com
捷克传统正宗的水晶品牌莫瑟(Moser) 将工艺价值、审美价值和实用
价值卓越融合。  
营业时间 : 周一至周日10:00–21:00 (4月至10月) ,  周一至周五
10:00–20:00, 周六和周日 10:00–19:00 (11月至3月)

Harddecore Gallery – 布拉格1区, 稻草广场（音译：赛诺瓦希内广
场）10号 (Senovážné náměstí 10, Praha 1), www.harddecore.cz
原创时装、家居用品、正宗首饰、玻璃和家具。
营业时间 : 周一至周五11:00–19:00, 周日11:00–17:00

DOX by Qubus – 布拉格7区, 包别多娃街1号 (Poupětova 1,  
Praha 7), www.dox.cz
捷克顶级设计师和理念设计的商业画廊。 
营业时间 : 周一 10:00–18:00, 周三和周五 11:00–19:00, 周四 11:00–
21:00, 周六和周日 10:00–18:00

Artěl – 布拉格1区面包圈街（音译：采莱特纳街）(Celetná 29,  
Praha 1), www.artelglass.com
Artěl 提供奢华水晶制品, 设计现代配合精湛工艺。 除了玻璃还可购买
一系列设计独特的产品。 
营业时间 : 每天10:00–19:00

Kubista – 布拉格1区水果市场19号（音译：奥沃次尼 特勒赫街19
号）(Ovocný trh 19, Praha 1), www.kubista.cz
这个购物画廊开在著名的立体主义风格建筑黑圣母楼中, 主要商品是
立体主义风格设计师和现代设计师的作品, 包括家具、陶瓷、金属用
具等等。 
营业时间 : 周二至周六 10:00–19:00, 周日 12:00–19:00

爱贝特波西米亚水晶店 (Erpet Bohemia Crystal) – 布拉格1区老城广
场27号(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27, Praha 1), www.erpet.cz
这是捷克最大的玻璃店之一, 提供品种丰富的上等捷克玻璃、水晶和
石榴石首饰。 
营业时间 : 每天10:00–23:00

莱特纳花园 (Letenské sady – Letná) – 布拉格7区(Praha 7) – 郝莱肖
维采区 (Holešovice), www.prague.eu
巨大的公园有草坪、大树、灌木丛和梧桐树大道, 这里不仅提供游人
一个闲适的休息地,  还有俯瞰布拉格的独特角度。公园中的哈诺夫亭
(Hanavský pavilon) 更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拉德龙卡公园 (Ladronka) – 布拉格6区, 托曼诺娃路1/1028号 
(Tomanova 1/1028, Praha 6), www.ladronka.com
巨大的草地是老少皆宜的休闲地方。 这里有布拉格最长的单排轮滑道
和纵横的自行车道, 是运动休闲的理想场所。 
 
黄色浴场 (Žluté lázně) – 布拉格4区, 波多尔河堤3/1184号 
(Podolské nábřeží 3/1184, Praha 4), www.zlutelazne.cz
伏尔塔瓦河(Vltava)边的天然泳场, 占地3.5公顷, 众多运动、娱乐和休
闲设施。
开放时间： 每天 9:00–2:00

购物

巴黎大街 (Pařížská ulice) – 布拉格1区 (Praha 1)
这条奢侈品大街上汇集了众多世界顶级品牌, 比如LV (Louis Vuitton), 
普拉达(Prada), 迪奥(Christian Dior), 艾斯卡达 (Escada), 周仰杰(Jimmy 
Choo), 卡地亚 (Cartier), 劳力士(Rolex)等等。

钯金商场 (Palladium) – 布拉格1区, 共和广场1号  
(náměstí Republiky 1, Praha 1), www.palladiumpraha.cz
这是所有购物狂的圣殿, 坐落在离瓦茨拉夫 (Václavské)和老城广场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不远的地方, 拥有5层, 将近200个商店。
营业时间 : 周日至周三 9:00–21:00, 周四至周六 9:00–22:00 (购物中
心)

DUSNI3 Concept – 布拉格1区灵街3号 (Dušní 3, Praha 1),  
www.dusni3.cz
在这个布拉格中心的综合品牌店您可以找到30多个设计师的时尚系
列。
营业时间 : 周一至周六 10: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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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广场 (Tylovo náměstí) – 布拉格2区 (Praha 2),  
www.prazsketrhy.cz
交易时间 : 通常为每月最后一个周六 9:00–16:00 (春天–秋天)

农贸集市 (Farmářské trhy)
农贸集市供应直接来自农民的新鲜产品 : 捷克时令水果和蔬菜、草
药、奶制品、腌肉和烤品、蜂蜜、活鱼、葡萄酒、各种小吃、手工艺
品和其他更多东西。 
冬天只有部分市场开放, 而且品种也会减少。 

市中心的农贸集市
共和广场 (náměstí Republiky) – 布拉格1区 (Praha 1),  
www.farmarsketrhyprahy1.cz
贸易时间 : 周二至周五9:00–18:00

河畔市场 (Náplavka) – 布拉格2区, 拉辛河堤, 靠近帕拉斯基广场 
(Rašínovo nábřeží u Palackého náměstí, Praha 2),  
www.farmarsketrziste.cz
贸易时间 : 周六 8:00–14:00

迪尔广场 (Tylovo náměstí) – 布拉格2区 (Praha 2), www.trhytylak.cz
贸易时间 :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9:00–16:00

帕拉茨基广场 (Palackého náměstí) – 布拉格2区 (Praha 2),  
www.farmarsketrhy-praha.cz
贸易时间 : 周四 8:00–18:00

波杰布拉第的乔治广场 (náměstí Jiřího z Poděbrad) – 布拉格3区 
(Praha 3), www.farmarsketrziste.cz
贸易时间 : 周三、周五 8:00–18:00, 周六 8:00–14:00

Fashion Shop Parazit – 布拉格1区卡尔街25号 (Karlova 25, Praha 1), 
www.parazit.cz
捷克设计师大胆前卫的款式、激动人心的时装, 限量制作。商店靠近老
城广场。如果您有标新的胆量, 那么您找对了地方。 
营业时间 : 周一至周六 11:00–20:00

其他建议
Lazy Eye – 布拉格2区易卜生街3号 (Ibsenova 3, Praha 2),  
www.lazyeye.cz – 有创意的怀旧时装

Český porcelán – 布拉格1区, 珍珠街1号 (Perlová 1, Praha 1),  
www.cesky.porcelan.cz – 品种丰富的瓷器商店

Klára Nademlýnská (Boutique) – 布拉格1区, 长街(Dlouhá 3,  
Praha 1), www.klaranademlynska.cz – 捷克优秀设计师的高级时装。 

Futurista Universum – 布拉格1区伯利恒广场5a号 (Betlémské 
náměstí 5a, Praha 1), www.futurista.cz – 捷克珠宝首饰和建筑设计
师的最佳作品。 

Pavilon – 布拉格2区, 葡萄园大街50号(Vinohradská 50, Praha 2), 
www.pavilon.cz – 室内设计和艺术的展示销售中心。

集市贸易

哈维尔市场 (Havelský trh) – 布拉格1区, 哈维尔街13号  
(Havelská 13, Praha 1), www.prague.eu
老城中心唯一保留的, 从1232年开始的集市。今天,  这里销售品种繁多
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周末主要上市捷克传统纪念品。   
开放时间 : 每天 8:00–18:00

Eat It – 布拉格1区, 亨利街5号内廊(pasáž Jindřišská 5, Praha 1), 
www.eat-it.cz
布拉格市中心的农副产品集市, 有世界各地特产。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 8:00–18:00,  周六8:00–13:00

Gurmet pasáž Dlouhá – 布拉格1区, 长街39号 (Dlouhá 39, Praha 1), 
www.gurmetpasazdlouha.eu
品种丰富的世界和本地新鲜食品, 挑剔的客人和美食家的最爱。 

跳蚤市场 (Bleší trhy)
类似巴黎、维也纳和布鲁塞尔的跳蚤市场, 提供所有物品, 从旧货到收
藏品, 甚至古董。 

布拉格市中心的跳蚤市场
Náplavka – 布拉格2区, 拉辛河堤, 靠近帕拉茨基广场  
(Rašínovo nábřeží u Palackého náměstí, Praha 2),  
www.prazsketrhy.cz
交易时间 : 通常是每月第二个周六 9:00–16:00 (春天–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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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塔瓦河 (Vltava) 游船

布拉格游船公司 (Pražská paroplavební společnost) –  
www.paroplavba.cz 
游船, 出发地点 : 帕拉茨基桥和依拉塞克桥之间的拉辛河堤  
(Rašínovo nábřeží mezi Palackého a Jiráskovým mostem)

欧洲水上交通 (Evropská vodní doprava) – www.evd.cz
游船, 上船地点 : 捷克桥码头 (přístaviště u Čechova mostu) ,  
德沃夏克河堤 (Dvořákovo nábřeží)

布拉格威尼斯 (Pražské Benátky) – www.prague-venice.cz
在布拉格历史中心区座小船游览。 

手划船和脚踏船

斯拉夫 (Slovanka) – 布拉格1区的斯拉夫岛 (Slovanský ostrov,  
Praha 1), www.slovanka.net
手划船和脚踏船出租点 – 伏尔塔瓦河 (Vltava)上游览。

租船点 (Půjčovna lodiček) – 老城 (Staré Město) – 布拉格1区的斯美
塔纳河岸 (Smetanovo nábřeží, Praha 1), www.pujcovna-lodicek.cz
租手划船和脚踏船游览伏尔塔瓦河 (Vltava)

我们恭候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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