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用包括
✓ 當地領隊同行及全程旅遊車接載。
✓ 8晚住宿4星酒店及2晚住宿3星酒店 (2人一房)。
✓ 酒店早餐、午餐 (或輕便午餐盒)、晚餐。
✓ 專業導賞：薩格勒布、盧布爾雅娜、布萊德湖、

16湖國家公園、帕克萊尼察公園、斯普利特、杜
布羅夫尼克。

✓ 門劵：Vintgar峽谷、布萊德城堡、布萊德湖乘
坐小船、波斯托伊納溶洞、16湖國家公園、帕克
萊尼察公園、杜布羅夫尼克吊車(單程)、杜布羅
夫尼克市政廳及城牆。

✓ 香港旅遊議會之0.15%印花稅。
✓ 綜合旅遊保險 (包括健行項目保障)。

費用未包括

• 來回香港及克羅地亞機票及相關稅項。

• 領隊、司機及導遊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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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上述相片僅供參考。行程及/或節目若因外來
因素例如如天氣、罷工、交通阻塞、過境延誤、航班
延誤、設施或車輛故障、景點維修或其他突發事故
(但不限於以上情況) 而受影響，克羅地亞遊擁有最終
決定權是否取消或更改受影響行程。其他條款及細則
請瀏覽克羅地亞遊網站www.croatia.com.hk

可選擇難度由 1* 至 4* 多條不
同路段配合遊覽兩國著名美景

參考價每位 HK$ 19,800起

合適出發月份：
4月、5月、6月、9月及 10月

查詢 克羅地亞遊
電話：23701600

info@croatia.com.hk
www.croatia.com.hk

行程編號：18916

探索東歐瑰麗後花園

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11天行山之旅

人數 10 - 16人

未包括機票



日數 建議行程 膳食安排包括

-- 香港→ (須轉機)轉機城市→薩格勒布 Zagreb
晚上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及出發前往克羅地亞

-- -- --

1 薩格勒布 Zagreb →盧布爾雅娜 Ljubljana
中午到達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 [市內觀光]，下午前往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娜
[市內觀光]。住宿：盧布爾雅娜 4* 酒店

-- 午餐 晚餐

2 盧布爾雅娜 Ljbljana→ Vintgar 峽谷→布萊德湖 Lake Bled
上午前往Vintgar 峽谷 [步行路段，預算 1小時]，下午前往布萊德湖 [湖區遊覽]。
住宿：布萊德湖區 4*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3 布萊德湖 Lake Bled → Vogel 山→ Bohinj 湖→波斯托伊納 Postojna
上午前往 Vogel 山 [行山路段，預算 5小時]，隨後前往 Bohinj 湖 [湖區遊覽]，傍晚
前往波斯托伊納。住宿：波斯托伊納 4* 酒店

早餐 午餐盒 晚餐

4 波斯托伊納溶洞 Postojna Cave →伊斯特拉地區 Istria 山城→奧帕蒂亞 Opatija
上午前往波斯托伊納溶洞及溶洞城堡 [溶洞觀光]，下午前往克羅地亞伊斯特拉地區
[山城觀光]，傍晚前往奧帕蒂亞。住宿：奧帕蒂亞 4*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5 奧帕蒂亞 Opatija→ 16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P
上午前往16湖國家公園 [步行路段，預算 6小時]。住宿：16湖國家公園 3* 酒店

早餐 午餐盒 晚餐

6 16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P →帕克萊尼察公園 Paklenica NP →斯普利特 Split
上午前往帕克萊尼察國家公園 [行山路段，預算 6 小時]，隨後前往斯普利特。
住宿：斯普利特 3* 酒店

早餐 午餐盒 晚餐

7 斯普利特 Split →布拉奇島 Brač Island (Vidova Gora)
上午於斯普利特 [市內觀光]，隨後乘渡輪前往布拉奇島 Vidova 山 [行山路段，預算
6 小時]。住宿：布拉奇島 4*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8 布拉奇島 Brač Island → Biokovo 自然公園→馬卡爾斯卡 Makarska
上午乘渡輪到馬卡爾斯卡及前往 Biokovo 自然公園 [行山路段，預算 6 小時]。
住宿：馬卡爾斯卡 4* 酒店

早餐 午餐盒 晚餐

9 馬卡爾斯卡 Makarska→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上午於馬卡爾斯卡[市內觀光] ，下午前往杜布羅夫尼克。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4*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10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Srđ山)
上午前往杜布羅夫尼克 Srđ山 [行山路段，預算 1 小時]。隨後返回杜布羅夫尼克 [古
城觀光]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4*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11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 (須轉機)轉機城市→香港
是日於杜布羅夫尼克自由活動。配合航班時間前往杜布羅夫尼克國際機場。

早餐 -- --

-- 返抵香港 -- -- --

斯洛文尼亞路段
1. Vintgar 峽谷(難度 1/5) 3.2KM 沒有坡道

2. Vogel 山(難度 2/5) 11KM  起步點 1,540m  最高點

1,923m  終點546m

克羅地亞路段
1. Plitvice 16湖國家公園 (難度 1/5) 自由選擇喜歡路線

2. Paklenica 帕克萊尼察國家公園 (難度 3/5) 10KM  下

坡 600m

3. Vidova Gora 山 (難度 2/5) 10.3KM 起步點 0m  最高

點 780m  終點 0m

4. Biokovo 自然公園 (難度4/5) 10.4KM  起步點 209m  

最高點 1762m [專車接返回市中心]

5. Srđ山 (難度 1/5) 3.4KM 起步點 415m  終點 0m

克羅地亞遊查詢電話 2370 1600

行程編號：1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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