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景点介绍

布拉格 Prague
布拉格老城广场
老城广场(捷克语：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已有 900 年的历史，位于瓦茨拉夫广
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季经常挤满游客。周边建筑的风格多种多样，包括哥德
式建筑泰恩教堂、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教堂。现在广场周围是各式的餐厅咖啡
店。这个广场也是被布拉格狭窄的街道所困扰的游客们的一个绿洲。游客们可以
在广场上的许多教堂中，发现老市政厅外墙上著名的天文钟，而旧市政厅的塔楼
则可供用来观看老城全景。广场立有宗教改革先驱胡斯雕像，常被称为胡斯广场。
又因其为布拉格最富名气的广场，往往被直称为布拉格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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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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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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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登塔： 15.00- 30.00 克朗

天文钟
天文钟(捷克语：Pražskýorloj)位于老城市政厅的哥特式钟塔上，属于捷克哥特式科
学及技术的登峰造极作品以及豪华壮观的艺术古迹。分为上下二座，是一座精美别
致的自鸣钟，看过天文钟之后，可以登上老城市政厅的钟塔上，观赏熙来攘往的旅
游人群以及整座老城广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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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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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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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žskýhrad，11908 Praha 1
到达方式：地铁 Malostranská站，或乘 22 号有轨电车到 Pražský hrad 站或
Pohořelec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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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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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372 423，224 373 368
网址：http://www.hrad.cz

圣维特大教堂
位于布拉格城堡内，是哥特式建筑的精彩范例，其中有许多波希米亚国王的坟墓，
是捷克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教堂。第一座座落于今日圣维特教堂的位置的教堂是一
座早期罗马式圆形建筑，建于 925 年，由波希米亚公爵瓦茨拉夫一世建成。在 1060
年扩建为罗曼式教堂，1344 年查理四世下令在原教堂的基础上建造一座哥特式教
堂，于 20 世纪初才修建完毕。20 世纪教堂更换的彩色玻璃窗为阿尔丰斯·慕夏作品。
地址：Hradčany Prague Castle, Third Courtyard
开放时间：3 月-10 月 周一至周六: 9:00-18:00
周日: 12:00-18:00
11 月-2 月 周一至周六: 9:00-16.00
周日: 12:00-16:00
电话：257 531 622
网址：http://www.katedralasvatehovita.cz

老城桥塔
老城桥塔 – 世界哥特式建筑风格最杰出瑰宝之一，兴建于西元十四世纪末期，
位于布拉格老城区，在查理大桥东端进入十字军广场处。在塔上 18 米高有回廊，
而从此每位访客可以欣赏令人叹为观止查理桥, 老城 及布拉格城堡的非凡全
景。
地址：Charles Bridge
电话：224-220-569

泰恩教堂
布拉格老城区的代表建筑，自 14 世纪起就是该区的主要教堂。教堂的钟楼高达 80
米，塔顶是四个小尖顶。
到达方式：旧城广场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10:00-13:00；15:00-17:00；
门票：免费参观
网址：http://tynska.farnost.cz

火药塔
火药塔是宏伟进老城 的入口处以及布拉格著名象征之一。火药塔始建于西元
1475 年，之后改建成新哥特式风格。其名称来自于 18 世纪，因当时该塔为火药
的仓库。火药塔 65 米高，爬上有 186 级的螺旋楼梯就来到了高 44 米高的瞭望
台。 您所可以于此处开始游览皇家大道全线。
地址：HradÄ any Prague Castle

瓦茨拉夫广场
茨拉夫广场是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主要广场之一，布拉格新城的商业和文化生
活的中心。茨拉夫广场占据 41803 平方米，长 750 米及上部 63 米宽，下部 48 米
宽。瓦茨拉夫广场有 600 年的历史，在此曾经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这也是示威、
庆典和其他公共集会的传统地点。瓦茨拉夫广场也被誉为布拉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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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广场得名于波希米亚的主保圣人圣瓦茨拉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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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0 00 P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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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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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玩具博物馆
布拉格玩具博物馆是全球第二大玩具博物馆，收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许许多多玩具。
馆内展出的全套芭比娃娃是一大亮点
地址：Prague Toy Museum Jirská 4, Prague 1
到达方式：在城堡附近
开放时间：9.30-17.30
门票：全价 60CZK
电话：224 372 294
网址：http://www.prague.net/toy-museum

性博物馆
这里展出的都是性爱工具，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性爱带来的愉悦。在三楼有 200
多种性爱工具展出。除此之外，还有性爱画廊、性爱电影院、情趣服装展可供参观。
地址：Prague, Czech Republic
开放时间：10 a.m－11 p.m.
门票：18 岁以下是禁止入内的。18 岁以上成人 250Czk,，8 人组团每人 200Czk，
学生(出示证件且 18 岁以上)180Czk。
电话：00420 227 186260

网址：http://www.sexmachinesmuseum.com/en_page.html

捷克克鲁姆洛夫Český Krumlov
克鲁姆洛夫内城
内城是克鲁姆洛夫的核心部分，整个地区在 1989 年被宣布为国家文化古迹，
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地址：捷克捷克克鲁姆洛夫内城邮政编码: 381 01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捷克克鲁姆洛夫城堡
捷克克鲁姆洛夫城堡位于同名城市捷克克鲁姆洛夫，是一座兴建于 1240 年的中世
纪城堡。整个地区在 1989 年被宣布为国家文化古迹，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捷克克鲁姆洛夫城堡是捷克除布拉格城堡之外最大的一个古堡。城
堡中有一个完好保存至今的巴洛克式剧场以及一些原始的布景和道具。考虑到其年
代久远，一年只在该剧场上演一次歌剧，主要是巴洛克时期的剧目。

卡罗维发利 Karlovy Vary
温泉长廊
这座新文艺复兴建筑有 2 条走道，长 132 米，阔 13 米。有 124 根科林斯圆柱。
柱廊上的 12 个雕塑代表一年的 12 个月。设有乐队池，供温泉乐队定时演奏免
费音乐会。卡罗维发利有 13 个主要的温泉，其中 5 个都在温泉长廊。

卡罗维发利市场温泉回廊

市场温泉回廊和公园温泉回廊同样走精致风，不过它

采用的是瑞士木造风格，点缀着无数星芒状的雕饰。位于昔日市政府所在地的市
集温泉回廊直到 1993 年才出现，取代 1883 年以前另一座由捷克著名设计师
Fellner 和 Helmer 设计的温泉回廊。如今回廊下方共有两处温泉出水口，其中位
于描绘卡罗维发利发迹壁画下方的出水口，正是名为“查理四世”的温泉。回廊旁
还有一座美丽的市集广场，这座迷你广场四周环绕着色彩缤纷的房舍，给人一种
童话的感觉。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库特纳霍拉 Kutna hora
人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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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很小，其外表是看似十分普通的哥特式建筑造型，但内部由约 40000 块人骨
修建及装饰，因此这里与其说是教堂，倒不如说是“人骨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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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骨和大腿骨在圆顶天花板上穿成一行，就像是恐
怖的圣诞节装饰品，中央的吊灯里至少包含了人类身体的每块骨头。在小礼拜堂
的角落里堆积着四个庞大的骨头金字塔，还有用骨头十字架装饰的祭坛，甚至还
有一件用骨头做的施瓦岑贝格家族的族徽。

地址：Zámecká, 284 03 Kutná Hora-Sedlec, Czech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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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至 9 月：8:00-18:00（周日 8:00-17:00）；11 月至 2 月：9:00-16:00；
3 月和 10 月：9:00-17:00；周一不开放。
门票：成人 90 捷克克朗，学生 60 捷克克朗
电话：+420-326 551 049
网址：http://www.ossuary.eu/
圣芭芭拉大教堂
圣芭芭拉大教堂(The Church of St.Barbara)，是代表晚期哥特式建筑风格的一颗璀
璨明珠，也是整个库特纳霍拉最醒目的建筑。
地址：捷克库特纳霍拉
开放时间：5 月至 9 月，周二至周日，9:00-17:30
4 月和 10 月，10:00-11:30&13:00-16:00；
11 月至次年 3 月，10:00-11:20&14:00-15:30。
门票：成人 30 捷克克朗/优惠票 15 捷克克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