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斯特雷巴斯科

克罗地亚



公主酒店是克罗地亚内陆旅游业的一块臻宝—它是休闲

放松和享受所有感官的绝佳地方。酒店完美地集中了奢

华，现代化的室内装修和舒适的度假环境于一体。

公主酒店的宗旨在于让每位客人能够通过休闲放松，娱

乐消遣，户外活动和独特的美食来感受和体验克罗地亚

该区域的文化和传统价值。

酒店的地理位置是其最大优势之一—位于从欧洲通往亚

得里亚海的必经之路上。客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抵达

酒店，可以选择克罗地亚高速公路A1，或者是通过浪漫

的古路—卢西亚娜之路，还可以选择火车或者是飞机，

机场到酒店的距离为30公里左右。

酒店的另一主要优势是它到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

市，仅有20分钟的车程，到亚得里亚海海岸仅一个小时

车程，同时客人们又能够在宁静平和的环境中，在风景

如画的山丘上，在赏心悦目的葡萄园中尽情地呼吸洁净

的空气。

公主酒店

25公里 25分钟

35公里 45分钟

130公里 1小时



停车场 

抵达酒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整洁的大停车场，

它可停放240个小轿车，4辆大巴，有9个残疾人车

位和两个不收费的电动汽车充电处。停车场有视频监

控，进入酒店内，您将看到豪华而简约的大堂和热情

友好的工作人员。公主酒店和其周边环境也适用于有

特殊需求的人群。

房间 

酒店内设有82个精致美观的豪华间，其中6个可吸烟

间，4个残疾人间，宠物友好间，还有11间宽敞的主题

设计公寓，其中的两间叫做“皇家”和“爱之屋”，提供格

外豪华的住宿享受。

240个车位                         

82个豪华间                    5个残疾人间                         

4个宠物友

好间                                       

11间主题设计

公寓                         

6个可吸烟间                         

2个电动汽

车充电处 

4个车位                                9个车位



餐厅，酒窖和酒吧 

在酒店内也设有餐厅Ampelos，在餐厅内客人可以一边

享受美好的氛围，一边品尝用当地食材烹饪的克罗地亚

传统菜肴，同时本地产的口感醇厚，气味芬芳的葡萄美

酒也会让您叹为观止。

您也可以选择在Dolio吧内放松一下，品尝甜点和各种

丰富的饮料。

健康和水疗 

精心设计的健康和水疗区将为您的身心提供独特的享

受。您可以尽情享受温水泳池，生物，红外线，土耳其

式，芬兰式各式桑拿房，按摩浴缸，现代的健身房，还

有我们物理治疗师专业的按摩。



会议中心 

公主酒店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其宴会中心。凭

借着宽阔的空间，豪华的氛围设置，各种技术设备的

配备，在这个空间内可以组织各种类型的商务会议，婚

礼仪式以及其它的各种庆祝活动。会议中心可以容纳

1200人，庆祝活动可以由您自己组织，也可以由我们

为您组织，我们能够为您提供：

- 调整结合各种不同大小的会议室

- 两个更衣室，两个登记台

- 商务中心

- 模块化的舞台

- 当代智能灯光系统

- 各种大小的音响设备

- 视频投影

- 各种音乐选择（各种音乐流派的合奏）

- 主持人

- 礼仪人员

- 舒服的软垫椅子

- 圆形的会议桌（可坐10人）

- 吧台桌

- 免费使用高速无线网络

- 货物入口—车辆可以进入宴会室

丰富的餐食服务

在宴会中心，所有的庆祝活动都可以供应非常丰富的餐

食。我们餐饮团队，在有顶级配备的厨房内为您准备和

提供精美的食品和饮料，餐食可在酒店内服务，也可以

运送至您指定的地点。



自行车骑行

在自然公园Žumberak–

Samoborsko高地区域有四条

公路自行车道和八条山地自

行车道可供自带自行车的爱

好者使用。我们为5人内的小

团提供带导游服务的自行车

骑行体验，在美丽的自然公

园Žumberak–Samoborsko

高地，骑行电动自行车，感

受最美丽的大自然。

摩托车骑行

在欧洲知名的竞赛道

Mladina，此赛道上曾举办

专业飞行员的监护下，一人

或者双人的滑翔体验，从空

中俯瞰美丽的自然风光。

 – 8公里  

 – 25分钟

串联跳伞

想体验肾上腺素飙升，并终于

从飞机上高空跳伞吗？我们也

为您提供这种可能性。串联跳

伞需要做提前预约并且需要根

据天气条件来实现。

 – 20公里  

 – 25分钟

当一日飞行员

您想像飞行员一样开飞机

吗？我们有经验丰富的飞行

员可在Cessna 150型飞机上

为您提供驾驶指导。

 – 20公里  

 – 25分钟

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和面具下

的派对，伴有精彩美食与娱

乐节目。 

 – 20公里  

 – 25分钟

亚斯特雷巴斯科葡萄酒节

在亚斯特雷巴斯科小镇举行的

著名葡萄酒节已经有多年的历

史，在葡萄酒节上，您可以品

尝Plešivica山酿酒师酿出的许

多顶级葡萄酒，享受当地美食

和流行的克罗地亚音乐。

 – 2公里  

 – 5分钟

萨格勒布国际民俗节

7 月下半月，在萨格勒布举办

国际民俗节，该节日通过传统

酒店户外
服务项目
狩猎

为爱好狩猎的客人，我们提

供吸引人的、各种动物的狩

猎项目，一对一的专业狩猎

人陪同，根据需求还可提供

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翻

译。狩猎的位置和时间长短

（三天到八天）根据猎人的

需求和狩猎目标动物而确

定。可以猎狩的动物有熊、

麝牛、野山羊、野猪、欧

洲狍和三种不同的鹿（普通

的、黄鹿和花鹿）。

以钓最大重量达25公斤的鲤

鱼和最大重量达20公斤的草

鱼。

Novaki钓鱼区的1号和2号

湖—每天可带走两条珍贵的

鱼，可以钓到的鱼有鲤鱼、

草鱼、白斑狗鱼、鲶鱼、鲂

鱼和其它较小的品种。

 – 2公里  

 – 5分钟

过多次世界级和欧洲级的摩

托车赛，您可以尽情驾驶自

己的或者是租用的摩托车，

或是租用的四轮摩托车。

 – 5公里  

 – 10分钟

步行径

在自然公园Žumberak–

Samoborsko高地有许多的野

外步行径。为成团的步行爱

好者，我们可以安排导游。

北欧式健走

对爱好北欧式健走的客人，

公主酒店的周边有吸引力和

多变的地形正适合北欧式健

走，酒店也可组织有导游的

健走团。

超轻型飞机

在公主酒店附近有可供超轻

型飞机使用的起飞降落跑

道。根据提前预约的方式，

我们欢迎你在持有起降执照

的情况下，驾驶自己的超轻

型飞机来到我们酒店。

 – 0,15公里  

 – 1分钟

网球

亚斯特雷巴斯科小镇中心有 

4 个红土网球场。酒店的客

人可以在悦目的绿地和清新

的空气中打网球。

 – 2公里  

 – 5分钟

体育俱乐部比赛训练

从 6 月 15 日到 9 月 1 日，

除了酒店的其他设备外 ，所

有感兴趣的体育俱乐部还可以

租用供室内运动的运动员做

比赛训练的两个室内运动竞技

场，包括四个乒乓球俱乐部

用于做比赛训练的专业乒乓球

桌，和两个足球俱乐部用于做

比赛训练的草地足球场。

地区活动  
萨莫博尔狂欢节

已经有几十年了在附近小镇

萨莫博尔每年二月份都会举

钓鱼

在公主酒店附近有四个湖，

可为您带来钓鱼的无限乐趣

和兴奋。

Park湖—位于美丽的

Erdödy城堡的园区内，根

据“先钓再放生”的原则，可

以钓到最大重量达20公斤的

鲤鱼，最大重量达20公斤的

草鱼，和最大重量达4公斤

的鲂鱼。

Novaki钓鱼区的3号湖—根

据“先钓再放生”的原则，可

滑翔伞

Japetić和Plešivica山丘的最

高坡是知名的滑翔伞爱好者

起飞的地方，酒店可为客人

提供在持有滑翔飞行执照的

的歌曲，舞蹈和手工艺肯定了

通过土著，歌曲，舞蹈，音

乐，语言和习俗等方式所表达

的民族文化的最高价值。

 – 30公里  

 – 30分钟



中，我们为您提供彩弹射

击，激光战术，高空滑索，

射击，射箭和各种团队游

戏。

 – 10公里  

 – 20分钟

KARLOVAC 水族馆

克罗地亚最大的淡水鱼类水

族馆位于卡尔洛瓦茨—四个

河流流经的城市。 你可以

了解由林林总总的淡水鱼类

十六湖国家公园

此国家公园被称为世界上最

漂亮的自然美景之一。十

六湖是克罗地亚共和国最古

老、最大的国家公园，它以

最好的方式展现了森林植被

中华丽和丰富的水资源。美

丽的瀑布和石灰岩障碍形成

了十六个大型和几个小型级

联湖泊。公主酒店是离十六

湖国家公园最近的此类规模

的酒店。

 – 100公里  

 – 90分钟

刺激类郊游

特别适合团队建设和所有寻

求活跃和冒险类娱乐的团

队。在野生大陆森林的氛围

您介绍船和库帕河的历史以

及丰富的植物和动物世界。

您将享受传统现场音乐，品

尝各种各样家常饮品。勇敢

的游客可以在船长帮助下试

试掌舵，小朋友有机会鸣响

真正的船笛。

 – 20公里  

 – 25分钟

漂流

大量的瀑布、绿地和清澈的

河水—这里是令人难忘的野

生Mrežnica河，它是克罗地

亚最美丽的河流之一，划独

木舟和皮划艇的理想之地，

也非常适合漂流。您可以选

择乘坐高质量、最多可容纳

10人的漂流船漂流在河流的

上游或者下游，可取决于您

想要体验的冒险水平。每位

客人都会获得个人装备，每

艘船都有经验丰富的安全导

游/船长。

 – 25公里  

 – 30分钟

卡尔洛瓦茨啤酒节

位于附近的卡尔洛瓦茨市可

谓是克罗地亚啤酒市，具有

悠久的酿造啤酒的历史。 每

的欧洲降临节童话，这就是“ 

圣诞集市”。该活动在萨格

勒布市中心及其延伸区域举

行，共有14 个地点以及大量

不同的活动内容。除了圣诞

的钟声外，还有姜饼、煮葡

萄酒、香肠、热饮和其他美

食的不可抵抗的香气，活动

期间在萨格勒布您可以享受

各种音乐和影剧项目。您一

定要参观室外冰雪公园, 它

是在欧洲的这一地区最大和

最美丽的溜冰场。“萨格勒布

圣诞集市”连续三年被评为欧

洲最好圣诞节集市就是对此

活动最好的概括。

 – 30公里  

 – 30分钟

郊游
葡萄酒游猎

公主酒店不远处有Plešivica

山丘（被称为“克罗地亚的小

香槟”），它遍地都是美丽的

葡萄园和葡萄酒庄。我们的

客人可以参观Plešivica山最

有名的酒窖，品尝克罗地亚

最好的葡萄酒和汽酒之一。

这些好酒大部分也被存放在

我们酒店的酒窖里。

 – 10公里  

 – 15分钟

游船

我们为您提供乘坐18世纪

仿制船沿着库帕河下游的航
年八月底成千上万的啤酒

爱好者来卡尔洛瓦茨享受啤

酒，美食以及克罗地亚流行

音乐。从酒店到啤酒节场地

的距离大概有20 分钟的车

程。

 – 20公里  

 – 20分钟

萨格勒 “ 圣诞集市”

从11月底开始一直到三圣

节，在萨格勒布举行最美丽

行。乘坐这艘独一无二欧洲

特色、25 米长的船，您可以

享受愉快的航行，船员将向

组成的奇妙河流世界。沿袭

典型的喀斯特河流特征的鱼

池有着有趣的布局，为您提

供有意思的、具有教育性和

激动人心的淡水鱼世界的景

观。 

 – 20公里  

 – 20分钟



见证了从13世纪以来的历

史。教堂在18世纪获得了现

在的外观，里面保存有古老

的19世纪风琴。 

 – 2公里  

 – 5分钟

方济各会修道院和圣母玛利

亚教堂离酒店不远，它们属

于克罗地亚最高级别的文化

古迹。修道院由克罗地亚州

长Toma Erdödy修复，作为

在1593年历史性地战胜土耳

其军队后的誓言。

 – 1公里  

 – 2分钟

最圣三一教堂位于Krašić小

镇，它在14世纪，以哥特式

风格修建，历史过程中其外

观变化诸多，现在能够看见

巴洛克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留

下的痕迹。在教堂前面有一

座真福阿洛伊修斯•斯特皮纳

奇的纪念碑，他曾经是克罗

地亚红衣主教，萨格勒布大

主教和克罗地亚烈士。在离

教堂不远的老教区建筑内有

他的纪念室。

 – 15公里  

 – 20分钟

酒店的历
史吸引点
在Ampelos餐厅入口的左侧，

有一个著名的马蹄铁，它是

在挖公主酒店的地基时，在

地下140厘米深处被发现的。

古迹分析表示，马蹄铁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根据

历史文献记载，据信马蹄铁

属于著名的Tomo Erdödy 

Bakač伯爵，他是亚斯特雷巴

磨坊主之屋

亚斯特雷巴斯科地区以其丰

富优质的可饮用水的河道而

闻名于世。过去，在众多小

河道上建有许多磨坊。磨坊

曾经是农村和城市生活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们

被用来从谷物中获取面粉。

少数保存完整的磨坊之一

被称为“磨坊主之屋”，它

位于公主酒店附近的Draga 

Svetojanska小村里。在那

里您可以看到在过去面粉是

如何获取的以及磨坊主是如

何生活的。

 – 6公里  

 – 10分钟

宗教郊游
位于亚斯特雷巴斯科镇中心

的圣尼古拉斯主教教区教堂

斯科城堡的主人，并于1593

年在锡萨克市附近的决战中

与克罗地亚军队共同击败了

土耳其军队。Toma Erdödy

伯爵从土耳其入侵者那里拯

救了维也纳和整个欧洲，并

因此收到了当时教皇克莱门

特八世的赞美信，而强大的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因这

次功绩授予了他神圣救赎者

的骑士身份。和这个马蹄铁

一起自拍会带来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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