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仨人冬遊瑞捷：瑞士   捷克 

租車：【VW Golf】 6/12/2018（08:30） - 7/12/2018（18:00） 
 

D1: 4/12/2018（星期二） 安納西 Annecy — 蘇黎世 Zurich — 布拉格 Prague 
5:30AM 從安納西出發 

前往機場 
安納西 – 蘇黎世機場 
自駕 
距離：322KM（4.5 小時） 
 

 

10:00AM 抵達蘇黎世機場  1. 退還租車 
2. 處理行李寄艙 

12:45PM ZRH – PRG 
前往布拉格班機 
 

飛行時間：1 小時 20 分鐘 
行李重量：23KG 
班機號碼：LX1486 

 

3:00PM 前往布拉格市中心 機場 —— 民宿 
 
從第一航廈（D/E/F 出口）或者
第二航廈（C/D/E 出口）乘搭 
119 號公車。在 Nádraží 
Veleslavín 下車轉乘 A 線地鐵
（前往 Skalka 方向）。在 
Muzeum 站下車，步行約 130M 
抵達民宿。 
 
如何從布拉格機場前往市中心？
請參考： 
http://bit.ly/2GGclpm 
 

📌 公交小貼士： 
 
1. 90 分鐘交通票：32CZK

（可以上車後跟司機買，
40CZK） 

2. 24 小時交通票：110CZK 
3. 3 日交通票：310CZK 
 
布拉格市區公共交通指南： 
請參考： 
http://bit.ly/2T0lmyz 
 
🏨 民宿： 
Prague-1 Hostel 



地址：Mezibranska 5, Prague, 
11000, Czech Republic  
訂房：
http://www.booking.com/Share-
K9xOCX 
*很靠近地鐵站，簡陋，價錢
很好。* 
 

4:30PM 布拉格老城廣場 
Old Town Square 

民宿 —— 老城廣場 
地鐵： 
從 Muzeum 站乘搭地鐵 A 線
（綠，往 Nemocnice Motol 方
向），在 Staroměstská 站下車。 
 
或者 
 
步行：1.3KM 
 

周邊建築的風格多種多樣，
包括哥特式建築泰恩教堂、
巴洛克風格的聖尼古拉教
堂。現在廣場周圍是各式的
餐廳、咖啡店。這個廣場也
是被布拉格狹窄的街道所困
擾的遊客們的一個綠洲。遊
客們可以在廣場上的許多教
堂中發現市政廳外牆上著名
的天文鐘，而舊市政廳的塔
樓則可供用來觀看老城全
景。廣場立有宗教改革先驅
胡斯雕像，常被稱為胡斯廣
場。又因其為布拉格最富名
氣的廣場，往往被直稱為布
拉格廣場。 
 
舊市政廳天文鐘 
天文鐘最特別之處，是它除
了顯示時間外，更準確模擬
出地球、太陽與月亮間的軌
道，大圓圈顯示一天 24 小
時的時間，藍色為白晝，紅
色為夜晚；另一個較小的圓
圈則顯示該時間太陽落在哪
一個星座。*可登塔頂* 
 

 提恩教堂 
Týn Church 

 開放時間： 
 3-12 月 
週二 – 六：10AM – 1PM；
3PM – 5PM 
週日：10AM – 12PM 
 
 1-2 月 
週三 5PM–6:30PM 
週四 10AM–12PM；5PM–
6:30PM 
週五 10AM-12PM；
2:30PM-4PM 
週六、日 10AM-12PM 



 
入門票：25CZK 
 
哥德式雙尖塔的提恩教堂 
(Kostel Matky Boží Před 
Týnem) 絕對稱得上是布拉格
的地標，它也被稱為「魔鬼
教堂」。提恩教堂是舊城廣
場最古老的建築，它的前身
建於 1135 年，現在所看到的
建築則是建於 1365 年，在 
15 世紀初到 1620 年成為胡
斯教派 (Hussites) 的主要教
堂，哥德式雙塔頂端還裝飾
著純金圓棒呢！ 
 

5:00PM 
 

老新猶太會堂  
The Old-New 
Synagogue 
 
 
地址：Maiselova 18, 110 01 
Staré Město 

步行 350M 以內 老新猶太會堂位於捷克首度
布拉格的猶太區
（Josefov），是歐洲仍在使
用的最古老的猶太會堂，也
是現存最古老的雙大廳設計
的中世紀猶太會堂。老新猶
太會堂完成於 1270 年，哥
特式風格，是布拉格最早的
哥特式建築之一。 
 

6:30PM 晚餐 老新猶太會堂 —— Blatnice 
步行：750M 
 

Restaurant Blatnice 官網 
Michalská 511/8, 110 00 
Praha, 捷克 

營業時間：週一～週日
11:00~23:00 
電話：+420 224 225 836 

Email 訂位:  
blatnice02@seznam.cz 
 

8:00PM 查理大橋 
Charles Bridge 
 

Blatnice —— 查理大橋 
步行：850M 

查理大橋建於 1357 年，是

一座極具藝術價值的石橋。

大橋橫跨伏爾塔瓦河，長

520 米，寬 10 米，有 16 座

橋墩，兩端分別是布拉格城

堡區和舊城區，以前這裡還

是歷代國王加冕遊行的必經

之路。橋上可以觀賞到街頭

藝人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藝創

作，還可以買到很多藝術

品，例如表現查理大橋的水

彩畫，以及身穿傳統捷克服



裝和宮廷服裝的木偶等。這

座歐洲最古老最長的橋上有

30 尊聖者雕像，都是 17-18

世紀捷克巴洛克藝術大師的

傑作，被歐洲人稱為「歐洲

的露天巴洛克雕像美術

館」。雕像的原件現保存在

博物館內，橋上大部分已經

換成複製品。其中橋右側的

第 8 尊聖約翰雕像，是查理

橋的守護者，圍欄中間刻著

一個金色十字架位置，就是

當年聖約翰從橋上被扔下的

地點。 

 
9:00PM 聖誕市集 

Christmas Market 
 

 ⚠ 聖誕市集的日期每年都

有點不同，建議出發前先上

網查好。 

 

1/12/2018 – 6/1/2019: 每天

都有，包括聖誕前夕、聖誕

當日以及新年日。 

 

大市集： 

1. 老城廣場 Old Town Square 

2. 瓦茨拉夫廣場 Wenceslas 
Square 

（兩個市集之間只是 5 分鐘

腳程而已哦！） 

 

小市集： 

1. Republic Square 

2. 布拉格城堡區內聖喬治大

教堂前的廣場 

 

 
D2: 5/12/2018（星期三）布拉格 Prague 
8:30AM 民宿 

Prague-1 Hostel 
 準備出發 

 
 

9:00AM 農產品市集 
Farmářské tržiště 
Jiřák 
 

民宿 —— 市集 
地鐵： 
從 Muzeum 站乘搭 A 線地鐵
（綠，往 Depo Hostivař 方
向）。在 Jiřího z Poděbrad 下
車。出站後，走約 5 分鐘便抵
達市集。 
 

這個市集有賣許多當地的農
產品以及熟食攤子。是個不
錯的體驗。如果不想在市集
解決早餐，也可以在對面的
那排店舖找一間咖啡店吃早
餐。 



10:30AM 布拉格城堡 
Prague Castle 
 

民宿 —— 布拉格城堡 
電車： 
1. 乘搭 22 號電車，在 Pražský 

hrad 下車後左轉。走大約 5 
分鐘後就可抵達城堡區內的
第二庭院。 

2. 乘搭 22 號電車，
Pohořelec 下車。往下坡路
段走，大約 10 分鐘後可抵
達 Hradčany 廣場。 

 
地鐵： 
乘搭地鐵 A 線（綠）前
往 Malostranská 站，然後順著 22 
號電車軌走，100 米後轉左前往
布拉格城堡舊階梯。 
 
布拉格城堡懶人包： 
http://bit.ly/339uJAG 
 

推薦： 
Prague Castle – Circuit B
（B 套票）【250CZK】    
 
📷 城堡區內景點： 

I. 舊皇宮 
II. 常規展覽「布拉格

城堡的故事」 
III. 聖喬治教堂 
IV. 聖維特大教堂金庫 
V. 黃金巷 

VI. 常規展覽：布拉格
城堡畫廊 

VII. 火藥塔 —— 米庫爾
卡（Mihulka） 

VIII. 聖維特大教堂 
IX. 羅森堡宮 
X. 大教堂南塔 

 
下載完整英語版導覽地圖：
完整地圖按此 
 
B 套票，所涵蓋的參觀點包
括：I、III、V、VIII。 
 
布拉格城堡懶人包： 
http://bit.ly/339uJAG 
 

1:00PM 午餐 Lunch  各式各樣的街邊小吃： 
1. Sausages 
2. Ham 
3. Fried Cheese Sandwich 
4. Trdelnik Rolled Pastries 
 

2:00PM 聖尼各老堂 
Church of St. Nicholas
（Malá Strana） 
 

 門票： 
成年人 70CZK； 
兒童 50CZK 
 
開放時間： 
三月～十月 9AM – 5PM 
十一月 ～ 二月 9AM – 4PM 

 
📌 景點介紹： 
聖尼各老堂（布拉格小城）
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拉格
小城區（Lesser Town）中
心的一座教堂，易與布拉格



老城的聖尼古拉教堂相混
淆。這座教堂僅次於聖維特
主教座堂之後的第二大宗教
場所。該教堂始建於 1673
年，溼壁畫最終完成於
1761 年。建築師 Kilian 
Ignaz Dientzenhofer 是波希
米亞巴洛克建築的傑出代
表，在教堂完工前去世。 
 

7:00PM 聖誕市集 
Christmas Market 
 

 ⚠ 聖誕市集的日期每年都

有點不同，建議出發前先上

網查好。 

 

1/12/2018 – 6/1/2019: 每天

都有，包括聖誕前夕、聖誕

當日以及新年日。 

 

大市集： 

3. 老城廣場 Old Town Square 

4. 瓦茨拉夫廣場 Wenceslas 
Square 

（兩個市集之間只是 5 分鐘

腳程而已哦！） 

 

小市集： 

3. Republic Square 

4. 布拉格城堡區內聖喬治大

教堂前的廣場 

 

 

D3: 6/12/2018（星期四）布拉格 Prague —— 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8:30AM 布拉格中央車站 

Prague Main Station 
民宿 —— 中央車站 
步行：1KM 

取車 
*我們在布拉格租了一輛車
子前往庫倫洛夫* 
 
布拉格中央車站取車經驗： 
http://bit.ly/2HQdnzP 
 

9:30AM 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布拉格 —— 庫倫洛夫 
自駕距離：175KM（3 小時） 
 
庫倫洛夫自駕貼士： 
http://bit.ly/2HQdnzP 
 
前往庫倫洛夫（巴士/火車）貼
士： 
http://bit.ly/2Z4Ftxm 

⚠ 注意： 
庫倫洛夫實施時間性的汽車
管制，只要是限時以外的時
間，都不可以開著車子進入
行人區內。所以我們抵達的
時候跟著路牌去到公共停車
場。 



 
🏨 民宿： 
Hostel Merlin 
地址: Kájovská 59, 381 01 Český 
Krumlov, Czechia 
電話: +420 606 256 145 
*免費停車，共用廁所、浴
室，地點方便但是設備略嫌過
於基本。* 
 

時間管制： 
在舊城區內訂了住宿的遊客
可在 3PM 後開車進入城
內。每日時間管制為 3PM 
至隔日的 10AM 
貼士：記得收好訂房確認單
哦！ 
 
庫倫洛夫老鎮內範圍不大，
徒步可達所有的地方。 
 

 

D4: 7/12/2018（星期五）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 布拉格 Prague  
8:30AM 庫倫洛夫 

Cesky Krumlov 
 早上趁著一日遊的遊客還未

到來前到小鎮內走一遍。早
上的小鎮很寧靜，格外舒
服。 
 

12:30PM 塔波爾 
Tabor 
 

庫倫洛夫 —— 塔波爾 
自駕距離：87KM（1.5 小時） 

*臨時加入的行程* 
 
對於喜歡寧靜小鎮的遊客來
說，塔波爾是不錯的選擇。
小鎮中心有一個小廣場，景
點都聚集在附近。 
 

3:00PM 布拉格 
Prague 
 

塔波爾 —— 布拉格 
自駕距離：95KM（1.5 小時） 

回到布拉格中央車站退還租
車。然後再步行回到民宿。 
 
*過後我們就沒有特定的行
程，就走到哪裡玩到哪裡* 
 

 

布拉格餐廳推薦：   

Lokál	Dlouhááá	

地址：Dlouhá 33 
110 00 Prague 1 
+420 734 283 874 
電郵：dlouha@ambi.cz 
網站：http://lokal-dlouha.ambi.cz/en/ 
Free WIFI 
Non-smoking restaurant 
營業時間： 
週一～週六 11:00–01:00 
週日 11:00–24:00 

 

延伸閱讀： 

如何從布拉格機場前往市中心？ 
請參考：http://bit.ly/2GGclpm 
 
布拉格市區公共交通指南： 
請參考：http://bit.ly/2T0lmyz 
 
布拉格城堡懶人包： 
http://bit.ly/339uJAG 
 
庫倫洛夫自駕貼士： 
http://bit.ly/2HQdnzP 
 
前往庫倫洛夫（巴士/火車）貼士： 
http://bit.ly/2Z4Ftx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