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园酒店 - 贵族式的享受 

中波西米亚州



前言

尊敬的女士、先生：

欢迎您到访中波西米亚州。我谨在此向您推荐位于本
州的精选庄园酒店，愿您能在中波西米亚州体验到高
贵生活的永恒之美，并在此汲取经营美好生活的灵
感。这些酒店作为历史建筑均由显赫的家族所建。您
亦可在每家酒店享受到顶级的美食，以及包括狩猎、葡
萄酒品鉴、郊游、温泉在内的其他配套服务。

每一家酒店都独一无二、各具特色，无论您追求奢华、
历史感、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亦或寻找积极探索世
界的快感，相信您都在这些酒店里能找到乐趣所在。

住宿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装修精美的室内设计和雄伟
的住宅建筑本身，还在于它周围的一切：公园、道路、
水域、花园、雕塑等其他林园和建筑元素。我们为您精
心挑选的每家庄园酒店都与周围的景色相互辉映，和
谐美好。
 
每一家庄园酒店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您的
到来、您的旅行经历与体验都将继续书写这些庄园已
历时数百年的精彩。

祝您在中波西米亚州度过美好的假日，并拥有真正的
贵族体验。

中波西米亚州旅游局局长
玛尔科塔•维尔内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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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布日什庄园

切赫蒂采庄园
www.zamekcechtice.cz  
电话： +420 774 000 570 
坐标： 49°37’27.403”N 15°2’53.759”E

多布日什庄园
www.zamekdobris.cz  
电话： +420 318 586 411, +420 722 710 488 
坐标： 49°46’52.769”N 14°10’45.364”E

耶姆尼什捷庄园
www.jemniste.cz  
电话： +420 603 819 651 
坐标： 49°44’37.286”N 14°47’7.822”E

科捷拉庄园
www.hotelkotera.cz  
电话： +420 321 613 111 
坐标： 49°58’38.423”N 15°9’15.52”E 

利布利采庄园酒店
www.zamek-liblice.cz  
电话： +420 315 632 111 
坐标： 50°18’42.32”N 14°35’11.409”E

卢切尼庄园
www.zamekloucen.cz  
电话： +420 325 585 228 
坐标： 50°17’13.054”N 15°1’28.459”E

姆采利庄园
www.chateaumcely.cz  
电话： +420 325 600 000  
坐标： 50°17’58.14”N 15°4’38.43”E

米耶尔尼克庄园
www.lobkowicz-melnik.cz  
电话： +420 315 622 121 
坐标： 50°21’3.004”N, 14°28’23.098”E

拉特米耶日采庄园
www.zamek-ratmerice.cz  
电话： +420 312 600 100 
坐标： 49°38’40.013”N 14°45’30.41”E

萨沃依•什克沃热茨庄园
www.savoia.cz  
电话： +420 730 100 100 
坐标： 50°2’45.541”N, 14°44’1.262”E

什蒂辛庄园
www.stirin.cz  
电话： +420 255 736 111 
坐标： 49°54’59.41”N 14°35’57.18”E

特热贝希采庄园
www.trebesice.com  
电话： +420 774 330 576 
坐标： 49°55’46.888”N 15°20’25.861”E



切赫蒂采庄园
位于弗拉西姆市的巴洛克式切赫蒂采庄园拥有迷人的气
息。是周末休闲、家庭度假、私人聚会、婚礼和举办研讨
会的好去处。酒店提供16间标准房和8间豪华房，可容纳
200位宾客。

美食

切赫蒂采酒店主要制作捷克传统佳肴，并提供丰富的 
All Inclusive（全包式）自助餐。 

像每座庄园一样，切赫蒂采也有
她自己的秘密。据说从庄园的地
下室里有条密道通往威尔基•卡门
（Velký kámen）。这条地下密道
确实存在，但是入口已经被封住了。

切赫蒂采的前身是一座府邸，曾于1642年被烧毁。切赫
蒂采的主人霍尔维乐公爵于1656年至1658年间在被烧
毁的府邸原址建造了新的庄园。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
间又曾建了西面的侧厢。侧厢庭院内由拱廊装饰，中侧厢
的屋顶中央设有一个钟塔。后来的庄园主人大部分都居
住在此，比如1702年成为庄园主人的杨•列奥波尔德公
爵，1766年的庄园主人为卡尔•约瑟夫•冯•帕尔姆龚登芬
根，1841年之后，奥尔斯佩尔格家族搬迁至此。市政府于
1926年收购了庄园，并将其改造为邮局与学校，一直使
用至1996年。

• 桑拿、精油浴、按摩
• 庄园地窖逃脱游戏
• 自行车
• 法式滚球
• 台球、飞镖、台式足球
• 虚拟射击场
• 问答游戏屋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D1高速公路，66号Čechtice出口下道，然后沿着150号公路行驶。
坐标： 49°37’27.403”N, 15°2’53.759”E

联系方式：
T: +420 774 000 570 | www.zamekcechtice.cz



多布日什庄园
这座不可错过的洛可可式庄园由可洛热多•曼斯菲尔德
家族于1745年至1765年间建成，拥有10个房间和一间婚
礼套房，您可在此享受到贵族式的奢华。多布日什庄园
被誉为捷克花园珍珠之一，这里的鲜花装饰、修剪整齐
的法式花园，喷泉和橘园以及宏伟的雕像构建起一番和
谐的景色。整个区域延伸至英式园景公园及广阔的胡季
斯基湖。

庄园餐厅供应精致的捷克菜肴及世界各地的美食。您还
可以前往庄园咖啡厅小坐，夏天的庄园庭院也是乘凉的
好去处。

位于胡季斯基湖畔的纪念碑上提醒着人们发生于
1905年的重要事件：约瑟夫和依冯•可洛热多•曼斯
菲尔德第一次将源于北美的水生动物麝鼠放入大自
然里 。

第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多布日式庄园建于16世纪末。当时
的顶级皇家猎人布鲁诺•曼斯菲尔德于1630年购买了包
括庄园在内的宮邸。在经历过一场大火后，庄园于1745至
1765年间由设计师Jules Robert De Cotte以及室内设
计师G.N.Servandoni改造成如今的洛可可式。玛利亚•
伊萨贝拉•兹•曼斯菲尔德与芙兰迪斯克•贡达卡尔•可洛
热多于1771年联姻后建立了可洛热多•曼斯菲尔德家族，
并在这片庄园上一直生活至1942年，直到庄园被德国侵
占。二战结束后的50年间庄园成为了“作家之家”。1998
年庄园被归还至洛热多•曼斯菲尔德家族。

• 健身
• 高山自行车租赁
• 徒步郊游（前往布尔迪平原）
• 狩猎
• 参观庄园展览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出发沿着D4号高速公路，27号Dobris-sever出口下道。
 坐标： 49°46’52.769”N, 14°10’45.364”E

 联系方式：
 T: +420 318 586 411, +420 722 710 488 | www.zamekdobris.cz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耶姆尼什捷庄园
巴洛克式庄园耶姆尼什捷为您提供3件套房。位于左侧厢
的莱内尔（Rainer）套房由浪漫主义风格的卧室、早餐
厅、浴室与卫生间构成。壁炉、角落浴缸和带顶盖的大床
真正体现了贵族式的室内装潢。从房间眺望远处即是庄
园和庭院、公园的美景。特蕾西娅（Terezie）和弗兰迪谢
克（František）套房位于大门右手边的独立房子里，每间
套房都配有沙龙、卧室、走廊和浪漫主义风格的浴室和
卫生间。套房内摆放的均为古董家具，您还能在此欣赏
到石版画和彩绘水槽。

庄园的定制晚餐深受顾客们喜爱。Custoza咖啡厅供应
精致美味的甜品。在狩猎后，庄园工作人员还能直接将
您打猎的战利品加工成香肠和野味。

在庄园里栖息着长鼻浣熊、鲑色凤头
鹦鹉、大羊驼、驴、孔雀、荷兰迷你
山羊、袋鼠和浣熊。

庄园建于1720-1725年间，设计师应该是为芙兰迪斯科•
马克斯米利安•卡恩卡。巴洛克时代顶级的艺术家如马蒂
阿斯•贝尔纳尔德•布朗、瓦茨拉夫•瓦弗日内茨•雷内尔
均参与了装潢设计。1754年，庄园被近乎烧毁，只留下了
庄园的圣约瑟夫庄园礼拜堂没有受损。当时的主人弗兰
迪斯克•亚当•特劳特曼斯多尔夫下令建立新的庄园，正
门墙上悬挂着特劳特曼斯多尔夫家族的族徽，庄园的外
观由拉扎尔•威德曼设计的雕像装饰。从1868年起，庄园
为斯特恩贝尔格家族所有。

• 水疗（涡流泳池、游泳池、桑拿）
• 美容、按摩
• 参观庄园内部装饰
• 庄园自主品牌女装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沿着D1号高速公路往Brno方向，21号Mirošovice出口下道，
然后沿着E55号公路在Benešov驶入112号公路。
坐标： 49°44‘41.173‘‘N, 14°47‘4.493‘‘E

联系方式：
T: +420 603 819 651 | www.jemniste.cz



科捷拉庄园
科捷拉庄园是一家典雅的精品酒店，位于距离古特钠•
霍拉市不远的拉特博日小镇上，离布拉格不到一小时车
程。庄园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杨•科捷拉于20世纪初建
成，深受热爱设计、优质建筑和美好生活的人们的喜爱。
庄园主楼内提供19间配有当代家具的房间供您选择，除
此之外，您亦可从橘园内的17间现代设计风格的房间中
选择。

酒店餐厅以地中海（鱼类、海鲜）和传统法式菜肴为主。
除了固定菜单以外，主厨还定期以时令食材为基础增加
菜色。您也可品尝餐厅的精品套餐以及从世界各地精心
挑选的葡萄酒。

杨•科捷拉于1911年至1913年间为小镇上的富商曼德里
克家族建造了现代化的新古典主义别墅，曼德里克家族
曾在当地经营制糖厂、在科林市运营发电站和并拥有多
处房产。这座庄园里的主人社交生活丰富多彩，经考证，
捷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就曾到访这座庄园。因为庄园
主人是犹太出身的缘故，庄园曾先后于1939年和1945
年春被德国军队与红军占领。1947年庄园被改建为小
学。1992年，已经年久失修的庄园才再次被归还至曼德
里克家族手中，直到2004年才重新整顿改造为酒店。别
墅里曾经使用的家具所剩无几，只留下了厨房设备、餐
桌和壁橱。但在科捷拉庄园却聚集了庄园建成时期的精
美家具，这些家具出自20世纪初的名家之手，比如杨•科
捷拉、科捷拉门徒约瑟夫•戈恰拉、阿多尔夫•洛斯、巴维
尔•亚那科、马尔采•卡梅尔、奥托·普鲁茨彻、科洛曼·
莫泽、约瑟夫•玛丽亚•奥尔布里希、达萨恩·朱科维奇、
弗拉斯夫·霍夫曼等。

•  按摩
• 专业导游带您游览古特钠•霍拉市
• 葡萄酒或烧酒品鉴
• 射箭
• 球枪或霰弹枪射击
• 网球、滚球、槌球

在庄园正面您可以看见两座米开朗基罗式的雕像,它们分
别象征着物质与灵魂，由捷克现代雕像的建立者之一、
著名的雕塑家杨•什涂尔萨创作。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沿着2号公路往Kutná Hora方向，经过Bečváry小镇后左拐上
125号公路，在Kbílek小镇右拐。
坐标：49°58’38.423”N, 15°9’15.520”E

联系方式：
T: +420 321 613 111 | www.hotelkotera.cz



利布利采庄园酒店
利布利采庄园是捷克保存最完整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
这家4星级酒店提供53个房间，110个床位。巴洛克式的
宮邸主楼与副楼将历史、舒适与现代化建筑巧妙结合。
除了优质的酒店设施，附近的法式公园、英式公园和野生
动物禁猎区为也将为您在此居住期间添加更多美好的体
验。禁猎区内的沼泽草地上生长着稀有的植物物种。

庄园餐厅主厨为罗曼•任德尔，擅长捷克餐和世界各地的
佳肴，特别着重选用当季和当地的食材（野味、鲈鱼、啤
酒），甚至连葡萄酒也主要选择当地葡萄酒产商（比如：
威尔基•日尔诺思克、梅尔尼克克劳斯葡萄酒庄）。餐厅
大厅是庄园宮邸大楼最美的地方之一，连接着酒店大堂
酒吧和冬季花园。

本庄园具有自主 
《利布利采庄园》 
咖啡及葡萄酒品牌

利布利采庄园第一位主任阿尔诺什特•巴赫达•兹•拉约
瓦在决定建造这座庄园时，就选择了当时在布拉格深受
认可的意大利建筑师乔瓦尼•巴迪苏•阿里布兰迪，庄园
于1699年至1706年间建成。巴赫达家族后来于19世纪将
庄园卖给了贝德日赫•德依姆•兹•斯特日捷日。德依姆于
1863年将庄园连地皮一同卖给了安东尼娅•兹•瓦尔施德
纳女公爵后，庄园进行了一番大规模的装修，变成了新文
艺复兴式的建筑。女公爵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后来继承了
这片庄园，一直到1945年成为国家财产。庄园现归捷克科
学院所有。뺭

• 骑马
•  保健
• 庄园池塘钓鱼
• 酒窖葡萄酒品鉴
•  排球
•  羽毛球
• 滚球
• 帆船模型试航
• 移动高尔夫球
• 自行车和脚踏车租赁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D8号高速公路18号出口下道前往Mělník，然后沿着16号公路前往
Mladá Boleslav。
坐标：50°18’42.32”N, 14°35’11.409”E

联系方式：
T: +420 315 632 111 | www.zamek-liblice.cz



劳切恩庄园
劳切恩庄园内的巴洛克式宮邸是您放松身心的绝佳场
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将为您提供关于营造美好生活
的艺术灵感。宮邸第二层有三间浪漫主义风格的套房供
您选择，套房根据以往宮邸主人的贵族姓氏分别命名为：
瓦尔德什捷恩、福尔斯腾贝尔格和通恩•塔克西斯。庄园
内的另一栋双层楼房还有其他客房供您选择。位于庄园
内内的四星级马克斯米利安生活度假酒店结合了历史、
舒适与现代化建筑，其原先的内部装潢完好保存至今。
酒店周围被英式花园环绕，该花园内的整整11个迷宫规
模之大，在欧洲范围内都难得一见。

马克斯米利安生活度假酒店的餐厅舒适典雅，提供捷克
和世界各地的美食佳肴。7月份至11月份期间，您可以前
往“Vtipná kaše”餐厅品尝传统的捷克佳肴以及两道餐
厅独有的特色菜：幽默的粥（Ftipná kaše）、鹳与罂粟籽
（Čápy s mákem）。6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您可以在庄园
草坪上,坐在百年大树下享受午餐。

庄园公园内种植的异国树种中最引人
瞩目的就是源自北美的鹅掌
楸，这颗大树已经170年，
每年五月至六月树上盛开
无比美丽的黄色花朵。

庄园于1623年被亚当•瓦尔德什捷恩（著名的军事家阿
尔布雷赫特•瓦尔德什捷恩的叔叔）收购，但一直到1704
年至1713年间才逐渐由卡乐尔•阿尔诺什特•兹•瓦尔德
什捷恩改造成现有的巴洛克式宮邸，建筑师为弗兰迪什
克•马克斯米利安•坎卡。1752年，最后一位瓦尔德什捷
恩家族成员玛利亚•安娜过世后，其夫家福尔斯腾贝尔格
家族掌管了庄园，1809年，通恩•塔克西斯家族通过与福
尔斯腾贝尔格家族的联姻获得了这片庄园。1949年，捷
克交通部接手了庄园并将其改造为员工培训、休假的机
构。1959年至1968年间，庄园成为铁路技校。从2000年
起，宮邸和其公园均为Loučeň 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

• 位于公园内的11个迷宫
•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举办庄园庆典
• 马克斯米利安生活度假酒店提供保健和水疗服务
• 马车游览
• 骑行郊游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出发沿着D10/E65号公路，33号Luštěnice/Brodce出口下
道。
坐标：50°17’13.054”N, 15°1’28.459”E

联系方式：
T: +420 325 585 228 | www.zamekloucen.cz



姆采利庄园
姆采利庄园酒店拥有24间客房，曾是通恩•塔克西斯家族
在农村的宮邸，位于神秘的斯瓦托伊日斯基森林边上的
大型英式公园里，距离布拉格不到一小时车程。这座庄
园是您放松身心、浪漫度假、举办婚礼和家庭聚会的好
去处。每一层房间的设计采用不同的主题，并在墙壁和
天花板上大量使用了绣球花元素、陶瓷和手工绘画作为
装饰。面积111平米的Agape总统套房位于庄园宮邸塔
楼内，为您提供拉贝河两岸的迷人风光。
 

姆采利庄园格外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除了生态供暖、
公园内的群落生境湖，庄园还与当地供应商建立了愉快、
紧密的合作。

优雅的Piano Nobile餐厅由极具创意的主厨杨•什捷
尔巴领导，长期以来餐厅一直位居捷克10家最佳餐厅之
列。Piano Nobile酒吧位于花园庭院中。

公园内种植着一颗纪念橡树。  
(Quercus macranthera). 

这座原为巴洛克式的宮邸建于1698年，所处之地原为奥
克塔维安•拉迪斯拉发•兹•瓦尔什捷恩的领地和凯尔特
人的居住地。后来宮邸经过一番装修，拥有了古典主义
的风格，并采用了新文艺复兴式的元素。1869年至1948
年间宮邸归通恩•塔克西斯家族所有。名人如马克•吐
温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也曾到此访问。1939年起，
庄园成为了Luigi della Torre e Tasso 和其爱人Fanny 
Goodyear（著名轮胎制造商创始人之女）的家族宮
邸。2001年起，庄园归Jim A. Cusuman和其夫人Inéz
所有，Cusuman夫妇将庄园整修一番，并于2006年起
在此运营5星级庄园酒店。

• 姆采利（Mcely Bouquet）护肤品温泉水疗
• 姆采利（Mcely Bouquet）天然护肤品按摩
• 天然群落生境湖泳池 
• 多功能球场（网球和其他球类运动）
• 马车游览
• 骑行郊游（庄园内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
• 《公主内莉》主题的儿童创意产品与服务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沿着E65号高速公路往Mladá Boleslav方向行驶，33号
Brodce出口下道 。
坐标：50°17’58.14”N 15°4’38.43”E

联系方式：
T: +420 325 600 000 | www.chateaumcely.cz



梅尔尼克庄园
在易北河以及伏尔塔瓦河的交汇处，在长满葡萄园的山
坡上坐落着醒目的巴洛克式宮邸 - 梅尔尼克，装修奢华
的宮邸提供两间套房。梅尔尼克宮邸面积高达1500平方
的地窖也是这座庄园的一大亮点：地下室共有三层，地
基由查理四世下令建造。如今，酒店在地窖举办老博客葡
萄酒品活动。

从宮邸内的餐厅可直接欣赏拉贝河以及伏尔塔瓦河交
汇处、圣陆德米拉葡萄园的美景。餐厅供应经典捷克佳
肴，厨师选用当地供应商提供的当季食材。您还可以在餐
厅的葡萄酒吧露台上独自品鉴梅尔尼克庄园自产的葡萄
酒。庄园还运营精美的甜品店：自制丰富的甜品，包括巧
克力、咖啡和老博客葡萄酒。

陆德米拉葡萄酒是以捷克历史上一位女酋长 - 陆德米拉
的名字命名，陆德米拉在梅尔尼克建造了第一座葡萄园，
为当地的葡萄酒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末，这里的
人们就开始将葡萄酒装入专为这款葡萄酒制作的、名为“
墨水台（Kalamář）”的瓶子里。

中世纪初，这里曾是捷克国王和公爵遗孀们的居住地，
后来成为了皇家嫁妆城堡，一直归捷克国王们的妃子们
所有，伊日•兹•博杰布拉德的妃子们是最后一批居住在
这里的嫔妃。这座原为罗马式的石头城堡曾多次被改造
为哥特式，16世纪被改建为文艺复兴式的宮邸，17世纪
修建为巴洛克式。1687年，黑日曼•雅古博•切尔宁从皇帝
莱奥波尔德一世手里收购了梅尔尼克宮邸和其领地，并
下令加建了南面的侧厢。切尔宁家族最后一位继承人玛
利亚•陆德米拉于1753年嫁给了奥古斯特•安东宁•约瑟
夫•老博客，从那时起，居住在梅尔尼克的老博客家族成
员一直握有庄园的所有权，直到1945年被充公。1992年，
庄园被归还至老博客家族手里。

• 参观庄园和老博客家族收藏品
• 参观庄园葡萄酒地窖
• 梅尔尼克葡萄酒庄产的葡萄酒品鉴
• 附近徒步郊游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沿着E55号公路，从18号出口下道往Mělník方向行驶。
坐标：50°21’3.004”N, 14°28’23.098”E

联系方式：
T: +420 315 622 121 | www.lobkowicz-melnik.cz



拉特梅日采庄园
新装修的拉特梅日采古典主义庄园为您提供一流的住宿
条件：16间标准房和三件套房，从酒店您可以眺望传奇
的布拉尼克山的景色。这家4星级的酒店为您提供宁静、
奢华、舒适的乡村气息、齐全的运动设施以及美味佳肴。
这座贵族宮邸周围被珍贵的公园环绕，公园内种植着数
十种树种。

酒店的Sequoia餐厅总厨翁德热•索古博曾在一家米其
林餐厅工作，擅长将捷克和世界各地的佳肴用现代的方
式呈现，食材在当地采购：美洲红点鲑鱼产自塔博尔市，
奶酪来自赫拉约维采市，肉类来自昆德拉采市。在天气
晴朗的日子里，您可以选择在观景露台上用餐。餐厅也提
供适合举办聚会、毕业典礼或者商业活动的包间。

在拉特梅日采宮邸的公园
里生长着两棵捷克最高的
巨杉，其高度为42米。

杨•安东宁•科任斯基•兹•特莱绍瓦于18世纪初建立了
原先的巴洛克式庄园。继科任斯基家族之后，庄园主人
不停更换，直到1751年斯特恩塔特家族获得了这份产
业。1830年对拉特梅日采庄园而言是尤其重要的一年：
亨日尔塔•霍特克娃女公爵收购了庄园。奥塔•费尔迪南
德•霍特克对庄园花费了大量心血：将其改造成古典主义
并奠定了英式公园的基础。1926年，成为庄园新主人的
卡贝什家族也为拉特梅日采庄园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这个
家族的一位重要人物:弗拉迪米尔•卡贝什不仅是法学博
士，更是工业家和Aero公司的创始人，这是一家著名的
飞机制造商，后来也开始生产汽车。二战以后庄园被充
公，直到1989年才被归还至卡贝什家族。现在的庄园主
人托马斯•诺瓦克先生将其改造成、提升至现有的模样。

• 保健&按摩
•  户外天然泳池
• 多功能球场
• 徒步游或骑行郊游
• 高尔夫 (Čertovo břemeno)
• 滑雪 （莫尼内茨山 - Monínec）
•  酒窖
• 会议中心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沿着D1高速公路在21号Mirošovice出口下道，沿着3号公路往
Tábor方向，在Votice拐到150号公路，往Jankov方向行驶。
坐标：49°38’40.013”N, 14°45’30.410”E

联系方式：
T: +420 312 600 100 | www.zamek-ratmerice.cz



萨沃伊•什克沃莱茨庄园

在布拉格以东平原缓缓升起丘陵的地方，有一座名叫什
克沃莱茨的小城。小城的萨沃伊庄园安逸而充满历史
感。庄园提供12间豪华双人间。温馨的内饰由情调高雅
的古董家具和现代元素组成。

由莫妮卡·萨尔瓦托雷-艾拉迷弗带领的厨师团队厨艺
高超，最能将业主家族的丰富传统和文化融合并体现出
来。大部分的蔬果及新鲜香料都在庄园的花园里直接采
摘。酒单包含了米库洛夫的葡萄酒、瓦尔多比亚德尼普罗
塞克的气泡酒、卡瓦葡萄酒和香槟。

19世纪中叶开始，庄园宮邸的一个侧厢曾被庞大的犹太人

社群使用，庄园内曾设有犹太教堂以及犹太高级院校，拉

比也曾居住在此。

什克沃莱茨城堡是1279年由王室管家多马斯拉夫建造。
除了早期哥特风格城堡的一小部分和城堡塔楼外，那个
时代的水井和部分城墙也保留了下来。庄园在1520年后
被斯米日茨的兹克蒙德·斯米日茨基改为文艺复兴风格。
除了斯米日茨基家族外，奥尔布拉莫维茨家族、克林什
特因家族、华伦斯坦的阿尔布雷希特都曾持有它。1623
年，华伦斯坦的阿尔布雷希特将其卖给了列支登士敦家
族。1639年，瑞典军队掠夺了庄园后将其烧毁。但出身
列支登士敦家族的萨沃伊公爵夫人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
庄园。公爵夫人在这度过了将近50年的时光，以慈善出
名。公爵夫人于1772年去世，她的离世也为庄园带来阴
影 – 庄园开始坍塌，进而被人遗弃；十九世纪末，在原哥
特宫殿的位置上建立了学校。庄园的现任主人，来自诺
斯梯茨·德米特里·艾拉迷弗家族的俄罗斯贵族和其妻
子 - 出身于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北部坎伯里亚的萨尔瓦托
雷家族的莫妮卡·艾拉迷弗，拯救了庄园。庄园的修缮工
作于2008年开始。

• 烹饪课程
• 葡萄酒、啤酒品鉴
• 庄园讲说游览
• 庄园花园野餐
• 私人用餐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出发沿12号公路向Kolín方向行驶，在Úvaly向右转驶入101号
公路。
坐标：50°2’45.541”N, 14°44’1.262”E

联系方式：
T: +420 730 100 100 | www.savoia.cz



是不是改成什蒂辛庄园更好听？
什蒂辛庄园酒店是一座被森林和鱼塘包围、带着美丽
的英式花园的巴罗克式庄园，其客房时尚豪华，共123
张床位，分布于庄园主楼及附属小楼Salm、Arminia及
Jockey里。特别吸引人的是庄园公园里的高尔夫球场，
球场附近不乏浪漫的自然景观。

什蒂辛庄园的餐厅位于Atis楼里，其独一无二的“有机”
建筑风使人联想起佛登斯列·汉德瓦萨的作品。餐厅主
要提供现代捷餐。盛夏时节可在户外花园欣赏壮丽的庄
园公园美景，到了冬天又可围着火炉取暖。

华丽的庄园礼拜堂里有许
多装饰，包括老博莱斯拉
夫的圣母玛利亚浮雕复制
件。

历史上关于什蒂辛的最早记录始于1395年，记载了什蒂
辛的赫瓦尔和哈维尔。估计在那个时候，本地曾是一个
哥特式堡垒。许多名人都曾下榻什蒂辛，包括1562年在
前往布拉格登基路上的皇帝马克米西利安以及罗日姆贝
尔克的佩特尔·沃克。庄园现今的三翼设计来自于1750的
改造，呈现巴洛克风格。1822年，大公罗汉买下了庄园；
之后在1831至1870年间，庄园被诺斯梯茨·里内克伯爵
家族持有。1870年是什蒂辛庄园历史上的的里程碑 – 整
个庄园被工业家夫朗蒂塞克·林格霍夫二世买下。鉴于这
位工业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他被封为世袭男爵，成为了
自由领主。他的后代一直持有这座庄园至1945年。现在，
庄园属于捷克国家。

• 高尔夫球场（九洞，70标准杆）
• 高尔夫练习场
• 室内高尔夫球模拟仪
• 保健 & 健身中心
• 网球场
• 骑马
• 山地自行车租赁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布拉格出发沿D1高速公路向Brno方向行驶，在第15号出口Velké 
Popovice下道。
坐标：49°54′59.41′N 14°35′57.18′E

联系方式：
T: +420 255 736 111 | www.stirin.cz



特热贝希采庄园
特热贝希采庄园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乡村庄园，离古
特纳·霍拉市不，被数个花园和带有几处水景的庄园公园
包围着。庄园拥有六个为您带来难忘居住体验的套房，每
个套房的景色和装饰艺术品都别具一格。艺术品则是由
来自不同国家的画家在这里创作的。庄园的内饰融合了
历史气息、现代设计及当代艺术。

庄园餐厅仅为酒店客人提供餐饮服务。由于庄园主人的
缘故，餐厅以意大利菜肴为主。很多菜肴的食材都采摘于
自家花园，绝对新鲜。

最早有关“特热贝希采”据点的书面记载来自于1309年，
那时的主人是孔拉德·库特尔 – 一位来自古特纳·霍拉
市的富有市民。那个时候的这里很可能有一座水堡。在
后来风暴般席卷捷克的胡思战争期间，这座城堡几次易
手。直到1530年落入科维特尼采的齐克蒙德·马特尔纳
手中后，这座城堡才经过大范围整修，而最终成为了多
面环水的庄园。1718年，约塞夫·亚罗斯拉夫·维日尼克
将庄园改为后巴洛克风。1764年，霍特克家族的杨·卡雷
尔同时买下了特热贝希采庄园及新德沃里。也就是从那
以后，这个家族的好几代一直持有这份财产。庄园大部
分房屋都是19世纪中叶修建的：带着低矮砖地窖的老马
厩、多个谷仓（包括被认为是捷克最大最漂亮的大谷仓）
。1911年，奎多·图恩-海恩斯坦继承了特热贝希采。奎多
却因为赌瘾挥霍了大多家族财产，他自己也为了躲债而逃
到罗马。国家将他的财产拍卖，而特热贝希采庄园连同农
庄最终在1924年被农学家沃伊谢赫·夫拉尼博士买去。
他将农庄变成示范农场并对庄园进行了装修。自1948年
起，庄园连同农庄被收归国有并开始逐渐破败。2000
年，两位意大利人 – 建筑师阿尔贝托·迪·斯蒂法诺及艺
术家欧亨尼奥·佩尔科希 – 买下了庄园和农庄，并开始对
其重修，将整个庄园变成当代艺术中心。

• 古特纳·霍拉市、卡奇纳庄园及日莱比庄园游览
• 当代艺术博物馆遍布庄园各处，可在开放的天穹下游

览，也可在古老的巴洛克粮仓内观赏
• 庄园及艺术品讲解
• 图书馆

位于南角塔里的名为“勿忘你终有一死
（Memento mori）的艺术品，是杰夫·古雷克
的作品。这个现代藏骨堂的灵感来自于附近塞
德莱茨著名的巴洛克藏骨堂。这里展示的百余
个头骨是用面包制作的。

美食

其他服务

庄园故事

如何前往？
从Kutná Hora出发沿38号公路向Čáslav行驶，在Církvice鱼塘后向
右拐。
坐标：49°55’46.569”N, 15°20’19.737”E

联系方式：
T: +420 774 330 576 | www.trebes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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