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南波希米亚





关于南波希米亚 
几个世纪以来，波希米亚人们遵循大自然固定的
规律在此繁衍生息。游客们都为其保存完整的美
丽而惊艳。 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彰显了当
年生活在此处的贵族们富裕和辉煌的过去，才华
横溢的艺术家和工匠们为后代留下了无数的文化
和历史遗迹，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充满生机
和文化的古城，雄伟的哥特式教堂，梦幻般的文
艺复兴式城堡，修道院，乡土建筑遗址，精致的
建筑技术结构，包括完善的鱼塘系统。



捷克.布杰约维采 
到访理由： 
世界闻名的啤酒，独一无二的方形广场

捷克.布杰约维采是一座皇家城市，拥有独特的方形广场，广场

占地面积整整一公顷。。 除了历史悠久的房屋建筑和广场中间

壮观的参孙喷泉，您可以在历史小镇的中心漫步。黑塔是这个

城市最地标的建筑，Piaristic广场和他旁边的多米尼加修道院倚

靠在Malše河畔。当然在捷克.布杰约维采，千万不要忘记参观世

界著名的百威啤酒厂Budvar，您可以参观啤酒厂，了解百威啤

酒的生产过程。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在Krajinská街上著名的

Masnékrámy餐馆品尝著名的Cvikl的啤酒，这是一种没有经过巴

氏除菌消毒和过滤处理的原浆啤酒，或者常常百威啤酒厂出产的

黑啤酒。品尝美味的百威啤酒之后，请注意您的脚下，主广场中

间藏着一块飘忽不定的预言石， 传说说如果你一不小心踏上预言

石，就会迷路，然后在街上闲逛到天亮。

在历史小镇广场体验滑冰

在古老的中世纪广场上滑冰？你一定没有听说过吧，布杰约维

采城市在每年圣诞节前后，大约从每年的11月底到来年的1月初

左右，都会在广场中心建造人工冰场并且对公众开放。当然你

也可以在五光十色的圣诞节的市场上，品尝一下传统的圣诞节饮

品“Punč”

游览时间：

5-6个小时（包括参观百威啤酒厂）。





赫鲁博卡 
到访理由：宏伟巨大的英式城堡

风景如画的赫鲁博卡镇上方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新哥特式城堡，其

灵感来自于英格兰浪漫的温莎城堡。 城堡看起来像一个童话故

事，周围环绕着精致的法式园林，是散步和摄影的理想场所。 除

了参观城堡内部，您还可以参观城堡旁边的南波希米亚Aleš画

廊，其中包括捷克和世界著名艺术家的的重要艺术收藏品。您也

可以尝试赫鲁博卡啤酒厂酿造的本地啤酒，这座啤酒厂在关闭了

百年之后恢复了当地啤酒酿造传统，您也可以品尝当地餐馆提供

的特色菜。

迷人的田园生活：

租一辆自行车或者租一双滑轮鞋沿着伏尔塔瓦河畔自行车道行

走，就像当地人一样，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从布杰约维采到

赫鲁博卡小镇有一条专门的自行车道， 大约30分钟左右的自行车

车程。当然徒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您不喜欢骑自行

车，可以沿着赫鲁博卡的Municky池塘畔散步， 这条路可带您前

往附近的动物园和狩猎博物馆，博物馆里展示了南波希米亚这片

土地上林业，狩猎和渔业发展的历程。

游览时间：

3-4个小时（布杰约维采前往赫鲁博卡小镇，15分钟左右的车程）。

如何到达？

布杰约维采前往赫鲁博卡小镇的公共汽车很多，您可以前往布杰

约维采的巴士总站乘坐，司机在车上可以直接售票。赫鲁博卡小

镇的巴士停靠点有很多，你可以根据前往目的地选择在动物园旁

边的站台或者城堡山脚下的站台下车。





捷克.克鲁姆洛夫 
到访理由：不可复制的中世纪小镇，世界
自然文化遗产城市。

美丽的历史名镇捷克克鲁姆洛夫（ČeskýKrumlov）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令人流连忘返的童话小镇。您可以在风

景如画街道上漫步，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都是古老的小房子，就像

一个多彩的童话世界一样。多姿多彩的民居生活，散发着独特的氛

围。 音乐飘过小镇，古老的故事发生在巴洛克剧院的舞台上。巨

大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群，城堡和宫殿由四座建筑群组成，四座建筑

集中在五个庭院中。城堡塔楼是城堡区最地标的建筑，登上城堡可

以欣赏到小镇及其周围的壮丽景色。您可以在巴洛克式城堡花园的

大树下漫步，享受色彩缤纷的花坛。别忘了向城堡护城山谷的熊打

个招呼。石，就会迷路，然后在街上闲逛到天亮。

环城漂流之旅：

伏尔塔瓦河在此穿城而过，坐着小木筏穿过整个历史小镇，无疑

是独一无二的美好经历，缓慢徜徉在蜿蜒的河道上，欣赏小镇安

静的温柔。木筏漂流航线，全年开放。

游览时间：

6个小时左右（布杰约维采距离克鲁姆洛夫30分钟车程）

如何到达：

前往捷克.克鲁姆洛夫的交通非常方便，火车或者汽车都非常容易

到达。克鲁姆洛夫有两个汽车停靠站，一个是汽车总站，离城市

中心步行10分钟左右的距离；另外一个站台叫做“Špičák”,临近老城

的入口处。旺季的时候，很多民营巴士公司的巴士座位畅销，建

议提前购买车票。正常情况下，汽车车票可向司机购买。克鲁姆

洛夫火车站离老城入口步行15分钟左右，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本地

城市公共汽车。火车和汽车交通信息 。





森林步道 
参观理由： 
捷克最大的人工水坝利普诺水库，周边自
然风光优美，体验极速雪橇轨道。

捷克第一条森林步道为您提供独特的冒险之旅。 森林步道长达675

米，高达40米。在最顶端的观景塔上，您不仅可以欣赏到迷人的

景色，还可以享受众多的冒险体验。环绕在森林中间的这条森林步

道深受大众欢迎。观景塔中间的轮滑隧道长度约为52米，从上往

下滑过隧道的体验无疑是惊险又刺激的。

游览需求：

3个小时（从布杰约维采前往利普诺湖区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

车程）。

如何到达：

旅行的最终目的地是Lipno nad Vltavou镇。从布杰约维采前往Lipno 

nad Vltavou小镇有直达巴士。您也可以选择从捷克.克鲁姆洛夫小

镇前往森林步道。从克鲁姆洛夫有直达Lipno nad Vltavou小镇的巴

士，中途经停 VyššíBrod。前往森林步道的观景台，可乘坐缆车（冬

季滑雪季除外）或景区巴士，都从中央停车场开始。





上.布罗德西多会修道院 
到访理由： 上.布罗德修道院是捷克最美
丽的修道院之一，同时也是捷克唯一的一
个依然有修士修行的地方。

在伏尔塔瓦河右岸舒马瓦山脚下的繁茂森林之中，有一个名叫

上.布罗德的小镇，小镇上的西多会修女修道院是捷克共和国最美

丽的修道院之一。由罗森伯格族的彼得.沃克家于1259年创立。传

说，这位贵族在伏尔塔瓦河暴风雨中溺水时潜心向圣母玛利亚祈

祷，奇迹般的被拯救之后，为了感谢圣母玛利亚，捐资修建了这

座修道院。如今的上.布罗德修道院是捷克唯一的一个依然有修士

修行的修道院，里面住着修行的修士们。您也可以参观修道院教

堂，拥有7万册书籍的图书馆。查维希十字架展览馆，查维希十字

架由纯金打造，镶嵌着数不胜数的宝石和珍珠，收藏在修道院哥

特式风格的地窖里，是捷克共和国最珍贵的宝物之一。邮局博物

馆收藏了自1526年以来捷克邮政服务的所有资料和收藏品，除此

之外，您还可以看到19世纪时期捷克最大的火车车厢。

游览时间：

2-3个小时（从布杰约维采前往上.布罗德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

车程）。

如何到达：

从布杰约维采前往上.布罗德，我们建议您使用火车。直达德火车

车次并不是很多，有时候需要在Rybník火车站转车。火车每天都

有车次，包括周末。上.布罗德火车站离修道院只有几分钟的步行

时间。





伏尔塔瓦河畔的罗森伯
格小镇 
到访理由： 伏尔塔瓦河畔屹立着一座历史
悠久的美丽城堡，这个城市也因此与这个城
堡同名。乡村风光，皮筏艇漂流传统悠久。
伏尔塔瓦河畔，葱绿的山谷之中耸立着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

城堡，风景如画的小镇将让您叹为观止。 这个地方的照片是

Instagram旅游平台上最受关注的美丽的目的地之一。城堡和城镇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与南波希米亚重要贵族家庭罗森伯

格家族有关。参观城堡千万不要错过攀登英国塔楼，一年中的任何

时候都可欣赏到城堡的壮丽景色和周围的浪漫景观。 Katovna展示

了中世纪的酷刑。 如果你决定参观城堡的内部，请留意罗森伯格

家族的白夫人Perchta的肖像，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传说她的灵

魂在许多南波希米亚的城堡中徘徊。 城堡全年开放。

伏尔塔瓦河漂流，最受捷克人民欢迎的夏季水上活动：这个小镇

坐落在伏尔塔瓦河上游，在缓慢蜿蜒的伏尔塔瓦河上漂流无疑是

最受欢迎的水上活动。天气炎热的夏季，伏尔塔瓦河上每天漂流

着五颜六色的皮筏艇，人们在水上尽情的欢呼，跟每一个过往的

人说“Ahooooj”,这个单词在捷克语里就是打招呼”你好“的意思。如

果你也想尝试的话，就去租一条船，然后沿着河道漂流。伏尔塔

瓦河河道周边有很多可租赁船只的地方。

游览时间：
3个小时（布杰约维采前往罗森伯格小镇的车程1.5个小时）

如何到达：
罗森伯格城堡离克鲁姆洛夫小镇25公里，从布杰约维采前往罗

森伯格城堡汽车和火车都很方便。罗森伯格火车站离城堡6公里

左右，所以建议乘坐公共汽车，罗森伯格汽车站位于城堡下方的

村庄。理想的游览路线是：布杰约维采--罗森伯格小镇—森林步

道---克鲁姆洛夫/上.布罗德修道院。





霍拉舍维采 
到访理由：独特的巴洛克式乡村

风景如画的迷人村庄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农民房屋，是捷克最美的乡

村之一。保存着23座巴洛克式房屋的建筑，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装饰华丽的乡村巴洛克风格外墙，您可以感受

到波希米亚南部迷人的乡村氛围。 在游览霍拉舍维采村庄时，您

一定不要忘记参观霍拉舍维采的巨石阵，据说这些体积巨大的巨石

里藏着远古人类的巨大能量。

如今这依然是一个活跃的村庄，每一户人家都经营着传统的手工

农业，你也可以拜访当地的铁匠铺，当然如果铁匠先生正好不在

家，你可以参观他的铁匠作坊。

游览时间：

1—1.5小时（从布杰月维采前往霍拉舍维采村庄大概45分钟的车

程）。

如何到达：

前往霍拉舍维采村庄可使用公共汽车。但是请先在信息中心确定

往返巴士的具体时间和信息，因为往返霍拉舍维采的公共汽车并

不是很多。





因德日赫城堡
到访理由：美丽德历史小镇，优雅的城堡
建筑倒映在湖面之上。

浪漫的因德日赫小镇被成为南波希米亚德珍珠，2007年甚至获得“

捷克最美历史小镇的”称号。如果你够幸运，说不定你会遇到在城

堡上方徘徊的白夫人。也可以登上68.3米高的教堂高塔，远眺城市

和乡村周边的壮丽景色。

体验本地的窄轨铁路：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里，这里有两条使用了一百年的窄轨铁

路，铁路两边如今留下来的小火车站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如今

的铁路仍然用于其原始用途，即日常货运和客运，也为游客提供

蒸汽火车，回到过去体验蒸汽时代的文明。

HILL‘s LIQUERE LIKER 
利口酒酿造公司：

参观1920年成立的家传利口酒公司，该公司使用传统技术制造利口

酒，烈酒和蒸馏酒。您也可以参观生产车间， 了解关于制造烈酒和

利口酒的秘诀，例如专利传奇的烈酒Hill's Absinth，含有70％的酒精

浓度。

游览时间：

5-6个小时（从布杰约维采前往因德日赫小镇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

左右车程）

如何到达：

从布杰约维采前往因德日赫小镇的火车每三个小时发出一趟，周

末你也可以使用公共汽车。我们建议你可以在同一天参观游览因

德日赫城堡和红城堡（Červená Lhota）汽车和火车交通信息





红城堡
到访理由：独特的护城河红城堡。
如果您想参观最传奇的捷克城堡，请前往红城堡（Čer vená 

Lhota）。 这座美丽的城堡坐落在岩石岛上，只能通过石桥上的

一条道路进入。 传说，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使

得城堡变成了红色。约翰娜曾经是这个城堡年轻的女主人，她请

求她的丈夫扔掉他经常用于祈祷的神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上

面藏着不明的邪恶，女主人为此深感困惑。 有一天当她靠着窗户

时，魔鬼要把约翰娜带到地狱。 他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她，以至于

她在挣扎时在城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血液不可能被任何东西冲

走，所以最初的白色城堡就被涂成了红色。

在游船上体验城堡最美的景色：
除了城堡内部观光游览之外，您还可以租一条船直接从湖中拍摄城

堡的美丽照片。 或者你喜欢散步？ 沿着池塘漫步，从各个角度欣赏

整个城堡的四翼建筑。

游览时间：
3个小时（从布杰约维采前往红城堡1.5h左右的车程）。

如何到达：
从布杰约维采前往红城堡最好的办法是同时使用汽车和火车。先

乘火车前往Soběslav，然后换乘汽车前往Pluhův Žďár, Červená 

Lhota，下车之后就直接是红城堡的停车场；返程的车站在红城堡

停车场斜对面的“Pluhův Žďár, Červená Lhota, rozcestí”站台，乘

公共汽车前往巴士站“Kardašova Řečice Namesti”,然后步行1公里

前往Kardašova Řečice火车站。请注意：前往此处的公共汽车只有

周末才通行。你也可以选择从布杰约维采乘坐火车前往Kardašova 

Řečice，然后沿着徒步线路步行10公里到达城堡。火车每日通行。





特热邦 
到访理由：一个小时环游世界；参观捷克
共和国最古老的啤酒作坊；品尝南捷克州
最美味的鱼。

美丽的特热邦小镇位于池塘中心，是文化，历史，水疗，旅游，纯

粹原始自然以及鱼类爱好者的天堂。 探索历史悠久的广场后，您

可以欣赏到巴洛克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墙以及城堡建筑群。 你知

道吗，在这里你可以在一小时环游世界？ 在特热邦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里有有一个名为“Svět”的池塘，意为“世界”。 沿着池塘周边

散步，将带您到美丽的英国公园中神秘的新哥特式施瓦岑贝格墓

地，周边自然无光无限； 啤酒爱好者建议您参观当地的Regent啤

酒厂。从14世纪开始，此处就开始酿造啤酒。

体验传统的南部波希米亚渔业：

你知道南波希米亚池塘里有哪些鱼类在生活吗？ 有多少鱼呢？ 如

果您在秋季访问特热邦，一定布可错过著名的鱼塘干塘季。一年

一度最受欢迎的鱼塘捕捞是在捷克最大的鱼塘Rožmberk鱼塘的大

坝上进行，占地647公顷的池塘成了南波希米亚的一片深海。 您

可以看到传统的捕鱼方式，品尝鱼类特色菜以及其他当地美食。

游览时间：

5-6个小时（从布杰约维采前往特热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如何到达：

布杰约维采和特热邦之间的交通非常便利，汽车班次频繁，大概

半个小时左右。





塔博尔
到访理由：体验中世纪时期的乐高博物
馆，巧克力和杏仁饼博物馆及许多美景。

塔博尔是一个宏伟的历史小镇，舒适狭窄的街道里隐藏着无数的

咖啡馆，酒吧和餐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下通道建筑，各种有趣

的博物馆和美景，这是一个让你永远不会感到无聊的小镇。 小镇

的主要景点是哥特式教堂，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因为它位于城镇

的最高点，风景如画的广场上。 不要忘记参观胡斯博物馆，在那

里你也可以试穿他的环形盔甲并坐在王座上。 参观博物馆深受游

客欢迎，强烈建议您在旺季的时候提前预订。保存完好的防御工

事，周围秀丽的风景也是拍照的极佳素材，例如中欧最古老的池

塘 - Jordán。

体验巧克力和杏仁蛋糕博物馆：

在充满挑战和令人兴奋的一天后，您可以参观巧克力和杏仁蛋糕博

物馆，品尝优质的热巧克力， 在巧克力车间享用像喷泉一样流淌

的巧克力，您可以通过透明玻璃观看制造巧克力的工艺。您还可以

参与手工制作，制作属于自己的巧克力或者杏仁蛋糕纪念品。

游览时间：

4—5个小时（布杰约维采和塔博尔之间火车车程1个小时）。

如何到达：

塔博尔位于布拉格和布杰约维采之间，火车全年通行，班次频繁。





贝希涅
到访理由：令人印象深刻的城镇及其周边，
独特的彩虹桥和陶瓷工艺传统。
贝希涅是一个美丽的温泉小镇，坐落在Lužnice河上游风景如画的

乡村。大量山谷及河流的自然风光， 13世纪的城堡建筑群，已故

的哥特式修道院及其宏伟的钻石拱顶和旅游博物馆。 另一个值得

注意的景点是所谓的贝希涅彩虹桥，一座横跨Lužnice河谷上的的

钢筋混凝土桥。 贝希涅镇也以其陶器而闻名，自中世纪以来就有

生产陶器的传统。 您可以在当地的国际陶瓷博物馆里观看到各个

时代的陶瓷收藏品。

体验奥匈帝国时代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20世纪初所建造的铁路建设至今仍在运作。 当然这节历史车厢如

今每年只有几次对外运行的机会，一般都只是在夏天的时候。 无

论您乘坐火车还是步行，您都可以欣赏到著名的贝希涅彩虹桥的

最佳全景。

游览时间：
3—4小时（布杰约维采前往贝希涅镇1.5小时的车程）。

如何到达：
从布杰约维采前往贝希涅镇有直达巴士，但是巴士一般只在工作

日运营。我们建议您可以在同一天游览贝希涅小镇和塔博尔。从塔

博尔前往贝希涅小镇的火车班次相对较多。在捷克很多的小城市之

间，火车是很方便的一种公共交通，一般每天都会正常运行。





皮塞克 
到访理由：安静平和的氛围，全捷克保存
最古老的石桥。

这座皇家城市奥塔瓦河上，据说这条河曾经是淘金者们的聚集

的地方，拥有建于13世纪的波希米亚最古老的石桥。 沿着河的

左岸散步，您可以欣赏到对岸壮丽的景色，令人印象深刻的城

堡，Prácheň博物馆，磨坊和波希米亚最古老的功能水力发电站。

皮塞克城市的历史中心拥有宁静的氛围，舒适的咖啡馆，传统波希

米亚酒吧和一流的餐厅。

体验SUDOMĚŘ战斗：

这是捷克历史上最着名的战役之一，1420年在Písek地区的

Sudoměř小村庄附近发生。 每年3月底，你都有机会目睹这个令

人惊叹的故事重现。当时捷克着名的胡斯派指挥官Jan Žižka以极

少数的兵力打败人数过倍的十字军和天主教领主。这场战斗的纪

念碑是一座16米高的Jan Žižka雕像。

游览时间：

3—4 个小时（布杰约维采前往皮塞克1个小时的车程）。

如何到达：

皮塞克位于布拉格和克鲁姆洛夫的主要干道上面，巴士交通非常

便利。从皮塞克汽车站前往城市中心，走路或者本地公共交通都

很便捷。本地城市公交票价16克朗，可在司机处购票。走路前往

市中心25分钟左右。





布拉特兰城堡
到访理由：迷人的水城堡，英式公园以及
他的驯鹿。

城堡，园林和水域，无疑是捷克共和国同类宫堡中最有价值和建筑

意义的建筑主体之一。 众多的捷克童话故事都选择在此拍摄， 城

堡周围环绕着护城河和大型英式公园，是您欣赏和摄影的理想场

所。 运气好的话，你可以遇到一群在那里自由生活的驯鹿以及一

群孔雀。 城堡公园全年开放。

体验城堡酿酒厂：

自中世纪以来，城堡的历史就与酿造有关。 19世纪初期，城堡的

主人František Hildprandt男爵在啤酒厂处建造了糖厂，后来改建

为利口酒酿酒厂。啤酒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幸存下来了，所以

现在你也可以在城堡的游客中心品尝传统的利口酒和啤酒。

游览时间：

2-3个小时（布杰约维采前往布拉兰特城堡约1.5小时左右的车程）。

如何达到：

布 杰 约 维 采 前 往 布 拉 兰 特 城 堡 可 选 择 乘 坐 火 车 ， 火 车 在

Strakonice.中转。您也可以乘坐前往皮塞克的大巴，再从皮塞克

转乘汽车前往布拉兰特城堡。我们建议您可以再同一天参观皮塞

克和布拉兰特城堡。





南波希米亚空气疗养
南波希米亚州不仅仅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同时也是具有疗养功能

南波希米亚空气疗养”项目由州政府，旅游局，南捷克州地区医院共同推出。这片土地森林资源丰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污染，周围大量的国

家自然保护区，大量的针叶林植物在此生长。针叶林松树分泌出浓度很高的植物香脂，这种萜烯内的有机化合物对于改善支气管扩张，防腐

消炎和抗过敏有非常明显的疗效。松树针叶林分泌的派烯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和增强体力，数千年来传统医学都用其来提高记忆力和免疫力。

自中世纪以来，城堡的历史就与酿造有关。 19世纪初期，城堡的主人František Hildprandt男爵在啤酒厂处建造了糖厂，后来改建为利口酒

酿酒厂。啤酒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幸存下来了，所以现在你也可以在城堡的游客中心品尝传统的利口酒和啤酒。

根据肺部通气于运动之间的关系，在香脂浓度很高的森林地区，运动有助于帮助和促进萜烯的更快吸收。所以医生通常会建议你在森林地区

住上一段时间，配合对应的运动，平和的心境，对于改善肺呼吸和提高免疫系统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欢迎大家来南捷克州，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礼物，感恩大自然所赋予的一切。克和布拉兰特城堡。



“南捷克州空气疗养”周（内容仅供参考）。 

第一天：Frymburk湖区探索，自然呼吸疗养。

第二天：利普诺湖区探索，森林步道，自然呼吸疗养。

第三天：捷克.克鲁姆洛夫（保存完整的中世纪小镇）--上.布罗德修道院（西多会修道院）。

第四天：徒步---探索利普诺湖区，自然呼吸疗养。

第五天：赫鲁博卡城堡---捷克最美的城堡之一。



城堡婚礼
拥有百年历史的城堡，教堂，马车......南波西米亚风景优美的中世纪城堡和宫殿交织在一起，是举办浪漫婚礼的理想场所。 像王子和公主一样

从此牵手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在南波希米亚，我们有许多地方颇受新郎和新娘们的欢饮，是理想的婚礼举办场所。 来此处拍摄童话般的婚纱

照吧，不管是白色的赫鲁博卡城堡还是红色的红城堡，这都是美妙的背景。



会议旅游
南波西米亚州具有良好的会议旅游资源，选择众多， 各种健身酒店齐全。 在结束疲惫严肃的会议之后，您可以享受按摩浴缸，温水游泳池或

放松按摩。希望在不寻常的地方举办公司活动或者派对？ 为什么不在历史悠久的城堡里，时尚高雅的会议大厅呢？ 在南波西米亚，一切皆有

可能。 这片土地上拥有全捷克数量最多的城堡和宫殿，国家文物，总有一座会适合你的。



签证

不用担心，我已经有签证了。不过

我还有很多疑问呢。刘，你好。你想要来南捷

克州旅行吗？不要忘记申

请签证哦。捷克属于欧盟

国家，申根签证。

非常乐意解答哦。

波希米亚旅游小攻略



南波西米亚地区交通

捷克的公共交通

便利吗？我要如

何购票，选择什

么交通方式到达

南捷克州呢？

去南捷克州最便

捷的交通方式是

什么呢？

你可以选择以下

几种方式

哦，南捷克州的公

共交通可以选择火

车或者汽车，基本

上可以到达各大旅

游景点呢。

• 你可以下载APP :IDOS,或者浏览网页www.idos.cz，轻松找到
全捷克所有的交通信息。

• 火车票是需要提前购买的，车站售票处或者网上购票，你也可
以参考捷克铁路的官网：www.cd.cz

• 南捷克州的汽车票是可以在司机处购买的。

•某些交通公司的穿梭巴士，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预订哦。

• 飞机：2020年，我们的布杰约维采机场就要开放了，从机场前
往市中心20分钟左右的车程。

• 汽车或者火车：从布拉格前往南捷克州的汽车和火车非常方
便，班次很多，大概2.5小时左右。

• 南捷克州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前往周边的奥德利和德国也是很
方便的。（像林茨，萨尔茨堡，哈尔施塔特，维也纳，慕尼黑，
帕绍等城市）。



城市交通

在布杰约维采我该怎么游览呢？ 

有出租车服务吗？

来到布杰约维采，
你可以前往南波希
米亚旅游信息中心
咨询，咨询中心在

汽车站一层。
咨询中心的工作人
员可以帮你呼叫出
租车，或者建议你
的旅程，给你提供
有用的旅游信息。

布杰约维采有公

共交通吗？

布杰约维采的市内交通主要是公共汽车和电
车为主，你可以在汽车站的售票机上购买车
票。票价是60分钟的使用时间。16克朗的票
价，从第一次在车上打票后开始计时。或者
一整天24小时的票价为50克朗。但是通常建
议步行，因为市中心的景点之间并不太远，
你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伏尔塔瓦河前往

赫鲁博卡城堡。



旅游信息

我们可以在南捷
克州使用无人飞

机吗？

无人飞机在很多地方都是禁止使
用的，你需要申请当地政府的特

别许可才能使用。

南捷克州的其他
城市和小镇有旅
游信息中心吗？
公共厕所呢？

南捷克州几乎每个城市和小镇都有自己
的旅行信息中心呢，你可以免费获取一
些地图或者旅游资料。有些城市提供有
偿的导览服务，比方说捷克.克鲁姆洛夫
甚至只有持证的官方导游才可以提供导
览服务呢！公共厕所到处都有，大概会

收取10克朗左右的费用。



租车 支付
我可以租

车吗？

• 捷克和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车辆靠右行驶。

• 白天和晚上都要求打开车灯。

• 城市市内和乡村路面限速50km/h,一般道路 限速90km/h， 
高速公路限速130km/h，高速公路还需要购买高速公路票方可行驶。

• 行驶期间，需要国际驾照，个人身份证件和机动车行驶证。

• 人行横道上的行人始终拥有优先通行权。

• 36公斤以下的孩子或者低于150cm的孩子是需要使用车座的。

• 车上所有的人都要求使用安全带

• 严格禁止酒驾。

很多旅游信息都会建
议你租车前往，但是
开车之前需要注意以

下信息哦：

在商店或者餐
厅，我该如何支

付呢？

很多商店，餐厅或
者酒吧都是支持信
用卡支付的，但是
我们还是建议你携
带少量现金；有些
地方你可以使用欧
元支付，但是可能会找捷克克朗。欧元
和克朗之间大概的汇率在25左右波动。

你也可以在ATM机器上支取现金。布杰
约维采和周边较大的城镇可以很方便的
找到ATM机，但是很多小的乡村和城镇
是没有的。建议你在大城市兑换一些克

朗以备不时之需。



餐厅

• 很多餐厅在工作日期间的11：00—14：00都会提供
工作简餐，包括汤和主食。

• 正常餐饮价格在100 克朗到150 克朗之间(大概4-6欧
元之间)，面包和饮料需要分开结算。

• 晚餐建议你在21：00之前使用，很多餐厅晚上21
：00之后厨房会结束工作，只提供酒水饮料。

• 如果您去喝啤酒，可以随时前往餐厅或酒吧，在捷克
共和国供应酒精不限时段。

• 很多餐厅的营业时间到晚上23:00(周五或者周六会稍
微延长)，酒吧营业时间可到凌晨4：00.

• 酒吧和舞厅入内仅限成年人。

• 所有的餐饮和酒吧场所都禁止吸烟。

中国人说“民以
食为天”，在南
捷克州我们可以
吃点什么呢？

南捷克州有
各式风格的

餐厅。

什么是传统的
捷克菜呢？

大多数餐厅都提供英文菜单，餐厅服
务员也会说一些基本的英文。传统的
捷克菜一般分量都很大，汤和主食已
经足够了。捷克餐厅上菜一般是按顺
序上菜的，汤-主食-甜品，不会一次

性全部上齐的。

我担心我会看不懂菜单，
怎么办？

“svíčková”译成中文大概是：蒸牛肉奶油
汁配馒头片；或者蒸猪肉酸白菜和馒头片，
这是最传统的捷克菜了；当然你也可以尝尝
我们的炖牛肉，炸猪排，鲤鱼，鳟鱼，土豆
饼，土豆蘑菇汤，大蒜汤，蓝莓果料包。这

些都是捷克人们日常喜欢的食物。



购物 住宿

如果要去购物，

你有什么推荐的

地方吗？

布杰约维采有很
多大型的商业中
心，这些商业中
心一般都云集了
欧洲或者捷克本
地的品牌。衣服

鞋子化妆品等等，商业中心也可以找
到超市和药房。一般商业中心的每日
营业时间为：9：00—20：00（除

了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的假期外）。有
的商店也提供退税服务，当你购买超
过2000克朗以后，可以提供退税服

务的商店申请退税单。

南捷克的住
宿情况呢？

南捷克州提供各种
类型的住宿，从背
包客栈道各种等级

的高级酒店。

• 酒店的洗手间或者浴室设备是定期消毒清理
的，可以放心使用。

• 我们的自来水是可以直饮的。

• 酒店前台一般的工作时间为8：00—20：00，
只有少数大型酒店提供24小时前台服务。



旅游景点开放时间

谢谢你提供这
么多有用的信

息哦

祝你旅途顺利，这里还有一些有
用的捷克语单词和电话号码，说

不定你可以用得着哦！

我们有很多旅游景点，城堡入内，博物
馆等等一般周一都是关闭的，所以最好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提前确认信息；当
然你也可以选择乡村徒步，我们有超过
五千公里的徒步线路哦；南捷克州市啤
酒之乡，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品尝我们的

啤酒哦！

旅游景点的开放
时间有什么注意

事项呢？



有用的捷克语： 紧急救助电话：
Dobrý den ..............................早上好

Na shledanou. ...........................再见

Ahoj ..............................................你好

Ano ...............................................是的

Ne ..................................................不是

Děkuji ...........................................谢谢

Prosím ......................................不客气

Pivo ...............................................啤酒

Ještě jedno .........................再来一个

Předkrm .......................................前菜

Polévka ............................................ 汤

Hlavní jídlo .................................主食

Dezert ..........................................甜品

Ztratil jsem se ....................我迷路了

Můžete mi pomoci, prosím? ........  
...................请问，您可以帮个忙吗？

Promiňte, nerozumím česky .........  
.......... 不好意思，我不会说捷克语。

112 
急救中心

150  
消防火警

155 
救护车

158 
城市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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