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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十的旅游景点

地点
 查理大桥 Charles Bridge （10分钟步行）


Hostel & Pension Downtown 位于布拉格的历史中心，UNESCO 地区:
 5分钟步行到达 瓦茨拉夫广场 Wenceslas Square
 10分钟步行到达 老城广场 Old town Square
 15分钟步行到达 查理大桥 Charles Bridge

在TripAdvisor上排名第16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布拉格城堡和圣维特主教座堂 Prague castle and St. Vitus cathedral
（30分钟步行）


世界上最复杂最大的城堡之一。

 老城广场 Old town square （10分钟步行）


参观最著名的布拉格广场以及古老的 Astronomical clock

 犹太城市政厅Jewish town （5分钟步行）


布拉格最受千万游客喜爱的经典。（Synagogus, cemeteries,
Jewish museum, kafka, and Golem）

 布拉格老城 Old town （5分钟步行）


体验布拉格老城独特的错综复杂的狭窄小路。

 佩特任瞭望塔 Petrin Tower （10分钟步行）


在布拉格寻找另一个小埃菲尔铁塔？没问题！只需几百米步行即可到
达。

 布拉格小城 Lesser Town （15分钟步行）


最具历史性的旅游景点都在旅舍的步行范围内，
同样的，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中心也就在周边。

通过lessertown您能走到去布拉格城堡最美的路。布拉格，这是
Lesser town。Lesser town，这是布拉格。

 康帕岛 Kampa a certovka （10分钟步行）


在Kampa小憩一下吧。拜访一下传奇的John Lennon's
Wall以及我们的小威尼斯的小船。

地铁
最近的地铁站有
 Národní Třída (距离旅舍100米)
 Můstek station（距离旅舍300米）

 布拉格动物园 Zoo（45分钟MHD）


 Charles Spa (10分钟步行）


1

参观世界上最美的动物园之一。

在布拉格最大和最出名的迪斯科厅起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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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Hostel & pension downtown 提供如下高质量的住宿在布拉格的市中心
 私人套间
 私人套间（厕所浴室共享）
 青旅床位（厕所浴室共享）

入住：

下午两点

退房：

早上十点

您可以在https://hostel-downtown.cz/en/gallery 查看更多图片

私人套间

青旅床位（厕所浴室共享）
宽敞的两床至起床房，提供：








宽敞的两床至十二床房间，提供：


私人的浴室和厕所
免费无线网
床灯
床边桌
洗漱池
镜子
桌椅

我们提供两种不同类型的双床房
 双人大床
 两张单人床




行李存储柜
=> 锁可在前台询问提供
免费无线网
床灯





床边桌
洗漱池
桌椅



有趣的室友们

- 每层楼有共享的厕所和浴室
- 宿舍床位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男女混住

私人套间（厕所浴室共享）



女性宿舍

宽敞的两床至十二床房，提供：




免费无线网
床灯
床边桌




洗漱池
桌椅

宿舍的奖项
 Hostel Downtown拿过不少的奖项

- 每层楼有共享的厕所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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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租借服务

服务





24小时前台服务
大的休闲室带电视
完全的无烟旅舍
所有房间都带有卡片锁



电梯











免费服务















带有所有厨具的厨房
无线网覆盖所有房间
兑换外汇处
电脑角有三台电脑
行李室
安全的前台
在宿舍里的行李储存箱
旅舍活动
自行车储存室 可存4-5辆单车
桌游以及桌上足球
活动室里的钢琴和吉他
布拉格地图
脏衣篓
24小时热水



茶

房间通常在下午2点后准备好
如果你在下午2点前到达，房间通常还没有清理好，
你可以把行李放在行李储存室，你也可以在离开之前储存行李，
价格免费

我们为你确保行李安全
-




您处在24小时的监控摄像头下，以及火警预测器
所有的房间都需要密码卡才能打开



所有共享的房间内都有行李储存箱，您也可以在前台免费储存

付款

付费服务









毛巾
转换器
行李箱的锁
吹风机
熨烫机及熨烫板
雨伞
电风扇

自助早餐（5欧元）
洗衣机（4欧元）烘干机（4欧元）
机场的士（650捷克克朗）
价格合理的布拉格市区的士
打印 复印 传真
24小时饮料自助机 - 冷饮，咖啡
使用卡片支付收取3%手续费
邮寄服务




所有的付款都在您到达旅舍的时候结清
我们接受
 捷克克朗，欧元，英镑，美元
 VISA，EC/MC a AMEX









我们需要对卡片付款收取3%的手续费
价格包括了所有的税 （VAT， City tax）
对于长时间的居住以及团队居住，我们可能需要提前收取费用
如果您太晚退房，我们可能收取150捷克克朗每人
入住在14点之后收取当天全额房费
早餐不包括在房费中
如果您需要预订或者确认价格，您可以点击

https://hostel-downtown.cz/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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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条件








每一位住客在到达的时候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或护照
旅舍有权认证住客的付款卡片，提前收取全部或者部分的房费
我们为Hosteling International会员提供10%的折扣！
 折扣只能在直接预订时使用（通过网页，邮件，信，电话，或者
直接在前台预订
 折扣不能提供给已经在预订时享用了折扣的人使用
.
我们给团队居住以及长期居住的人提供折扣
我们提供家庭折扣（有孩子的家庭） 根据孩子的年龄
 0-4岁 不需要床位免费 或50%的折扣提供床位
 5-10岁 50%的折扣（有床或无床都同价）

活动



旅舍提供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服务
大部分活动都免费



与住在HostelDowntown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们和工作人员们一起揭开
布拉格神秘的面纱

更多活动及活动详情请点击 :
https://hostel-downtown.cz/en/activities

我们的活动有：




o
o
o
o
o

家庭折扣使用条件



家长需要提供孩子的身份证明通过展示身份证或者护照，否则折扣无
法提供
家庭折扣只为通过直接预订方式的房客提供，如邮件，网页表格
(www.hostel-downtown.cz), 或者直接到前台预订
家庭折扣不为通过第三方软件预订的房客提供，如HostelWorld,
HiHostels, Booking.com, HRS, HostelBookers等网站
家庭折扣不能使用在早餐或其他付费服务上
家庭折扣无法叠加使用，比如您使用了Hi
Card的折扣之后就不能再叠加使用家庭折扣



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
https://www.jsc.cz/files/booking-conditions-375-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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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Prague Tours 老城探秘
Prague Castle Walk 城堡漫步
Cooking Session 厨艺课
Bingo and beers 啤酒桌游
Bike tour 环城单车
Beer Tasting 啤酒品尝
PubCrawl 酒吧体验
Puppet Theatre – Faust 木偶表演
Downtown´s got talent 竞赛游戏
以及更多其它活动

和我们一起去探索布拉格，拜访布拉格城堡，攀登佩特任山，涂鸦列
侬，品尝捷克啤酒，去布拉格最棒的酒吧，与我们一起跳舞，尽情展
示您的才艺 
我们最受欢迎的活动是与工作人员一起学习厨艺。在这些有活动的夜
晚，您可以感受独特的热情的气氛，同时也可以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好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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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 Airport Václava Havla机场到达, 你需要：

如何从机场到达我们的青旅

1. 买票
我该去哪里买票？

在机场的自动售票机买票
 在机场的信息询问中心买票
我需要什么类型的票？

32捷克克朗的票（90分钟内可自由转乘）
！如果您直接上车从司机那里买票，您可能需要
付更多的钱 

5. 找到地铁的入口
6. 乘坐地铁（绿色线）到 MŮSTEK station

2. 搭乘119路车
我该去哪里上车？

车站就在机场大厅的后面

上地铁

下地铁

我该在哪里下车
o 你需要在 Můstek station ( 第六站)下地铁

3. 记得在车上将车票放进检票机！
车票需要放进检票机！
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将票放进检票机

4. 搭乘119路车到NÁDRAŽÍ VELESLAVÍN 下
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需要15分钟
这个车站在什么地方？
 这是119路的最后一战，所有乘客都会在
这里下车 
9

需要多长时间？
o 大概需要10分钟
我还需要买别的车票吗
o 不需要了，如果你在机场买过票，那么90分钟之内都是有效
的。

7. 寻找出口
a)
b)
c)
d)

往这个方向走
上楼梯
右拐
找到这个叫做Národní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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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走到青旅
-现在你需要走大概300米到我们青旅 



在晚上（从午夜到凌晨5点）


你可以搭乘的士或者从这个网上查看更多信息
http://www.dpp.cz/en/ (从: Letiště Václava Havla, 到: Můs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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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火车站到我们的青旅
13

如果你从Hlavní nádraží火车站出发到我们的青旅，你需要 :

5.乘坐地铁（绿色线）到MŮSTEK station

1.买票
我该去哪里买票？


在火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买票



在火车站的信息询问中心买票

我需要什么类型的票？


下地铁 上地铁

24捷克克朗的票（30分钟内可自由转乘）

2.记得在车上将车票放进检票机！！

我该在哪里下车？
o

你该从Můstek station （第一站）下车

车票需要放进检票机！
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将票放进检票机

3.乘坐地铁（红色线）到 Muzeum station

需要多长时间？
o 大概需要2分钟
我还需要别的车票吗？
o 不需要了，如果你在火车站买过票，那么30分钟之内都是有
效。

6.寻找出口

4.换乘线路A

a)
b)
c)
d)

往这个方向走

往这个方向走
上楼梯
右拐
找到Národní这个出口

7.走到我们的青旅
13

- 路线导航与从机场出发一样（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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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汽车站Florenc出发，你需要 :

如何从汽车站到达我们青旅

1.找到地铁站的出口
在夜晚的时候(大概从午夜到凌晨5点)


我该在哪里下车？

你可以搭乘的士或者从这个网上查看更多信息
http://www.dpp.cz/en/
(from: Florenc to: Můstek)

o

你需要在Národní třída station （第三站）

需要多长时间？
o

2.买票

大概需要4分钟

我还需要别的车票吗？
我该去哪里买票？


o

在地铁站内的售票机买票

5.寻找出口

我需要什么类型的票？


不需要了，如果你在汽车站买过票，那么30分钟之内都是有
效。

24捷克克朗的票（30分钟内可自由转乘）
a) 往这个方向走
b) 上楼梯
c) 右拐

3.记得在车上将车票放进检票机 !!!
车票需要放进检票机！

6.走到青旅
- 走大概100米到National Threatre
- 我们的青旅就在马路的右侧

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将票放进检票机

4.乘坐地铁（黄色B线）到Národní třída station

上地铁 下地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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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拉格的建议

 不要在蓝色区域内停车！!!
=>只有当地居民可以

 小心扒手！
 不要忘了坐车之前买票 !!!
=> 查票的工作人员很严谨
我可以在哪里买票 ?
 在信息中心
 在地铁站内的售票机
 在任何报刊亭
 不要在机场内或者火车站内换钱!!!
=> 汇率很不划算
 不要在街边的店子换钱 !!!
=> 你会拿到另一种货币---不是捷克克朗
我该在哪里换钱 ?
 你可以使用在厨房的付款机
 无需佣金
 不要在机场或者火车站坐的士 !!!
=> 的士司机可能会多收钱
我该去哪里打的士？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固定且低价的的士叫车服务
- 从机场到Hostel Downtown （650捷克克朗）
- 从火车站到Hostel Downtown（300捷克克朗）
- 从汽车站到Hostel Downtown（300捷克克朗）


如果你有意预定的话，请提前给我们发邮件，

地址是downtown@js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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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在哪里停车？
 你可以在橘黄色区域内停
 我们青旅没有自己的停车场
 你可以停在附近的National Theatre的地下停车场（700
捷克克朗一天）
 或者你可以停在P+R car parks停车场 在Prague
7（100捷克克朗一天）你可以轻松的到达布拉格市中心
乘坐地铁线路C http://www.dpp.cz/parkoviste-p-r/
 在旅行之前查看好天气预报！!!
=>布拉格的天气十分多变



我该去哪里查？
访问这个网页:https://www.yr.no/place/Czech_Republi
c/Prague/Prague/

重要联系方式
Police
Fire
Medical emergency
Emergency call

报警158
火警150
救护车155
紧急求助112

Hostel & Pension Downtown
地址Národní 19, 110 00 Praha 1
邮件: downtown@jsc.cz
电话: +420 224 240 57
移动电话: +420 739 343 863

Fb: Hostel Downtown
hhdghttps://www.facebook.c
om/hostel.down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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