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羅地亞11天單車秘景遊

Licence No: 354071

首都
薩格勒布

16湖
國家公園

克羅地亞

波斯尼亞與
黑塞哥維那

斯洛文尼亞

奧地利
匈牙利

黑山

意大利
杜布羅夫尼克

起步

完成

HK$ 29,800(以二人一房計)

克羅地亞雖只有50個香港總面積的大

小。然而這歐洲小國景色卻相當多樣

化；從內陸的大小湖泊、河流瀑布、

山巒綠林到海岸的地中海風情、陽光

海灘、千年古城；一輛單車便可欣賞

各式瑰麗美景。

團號 : 19147 

2020年 4月23 至5月3日

費用包括 :
✓來回香港及克羅地亞國際航班及內陸航班機票及相關稅項。

✓當地領騎員、司機、維修服務及租用單車費用。

✓全程接載到起步點及行李運送。

✓支援車配合補給及收發單車租用單車費用。

✓ 8晚住宿4星酒店 (2人一房)。

✓早餐(x9)、晚餐(x8)、輕便午餐(x5)、出海品嚐生蠔及海鮮午餐(x1)。

✓專業導賞：薩格勒布、16湖國家公園、札達爾、斯普利特、赫瓦爾、

杜布羅夫尼克。

✓門票：十六湖國家公園、克爾卡國家公園、赫瓦爾西班牙城堡、

杜布羅夫尼克市政廳及城牆

✓香港旅遊議會之0.15%印花稅。

費用不包括 :
◼領騎員、壓隊、司機及導遊小費。

◼香港出發隨團領隊。

◼酒精及非酒精飲品。

◼酒店行李搬運。

◼綜合旅遊保險及單車保險。



Licence No: 354071

DAY   1

香港 需轉機

Hong Kong         Connecting Flight required

於晚上指定時間到達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集合, 辦理登機手續。

早餐:~ 午餐:~ 晚餐: 航班上

早餐:航班上 午餐:~     晚餐: 當地餐廳

薩格勒布 (市內觀光)

Zagreb       (Guided Tour)

薩格勒布 十六湖國家公園

Zagreb       Plitvice National Park  

約中午抵達十六湖國家公園 導賞遊覽後﹐就開始十六湖國家公園
單車遊 (about 38 km)

早餐:酒店 午餐:輕便午餐 晚餐: 酒店

十六湖國家公園 韋萊比特山 扎達爾
希貝尼克

Plitvice NP       Velebit Mountain        Zadar      

Šibenik 

早餐後﹐前往韋萊比特山﹐開始韋萊比特國家公園單車遊
(about 45 km)﹐這裡是歐洲其中一條最古老的山路﹐ 自然美景
絕不下於十六湖。完成單車遊後﹐會向克羅地亞另一名城扎達爾
出發。這裡除了有密集的大理石主教建築群外﹐而且還有大型的
藝術建設「大海風琴」及由太陽能發動的「向太陽致敬」。讓人
們感受大自然力量轉化為音樂及視覺。令亞得里亞海演奏風琴以
及太陽於黑夜發放閃光。隨後前往希貝尼克。

早餐:酒店 午餐:輕便午餐 晚餐: 酒店

希貝尼克 克爾卡國家公園 斯普利特

Šibenik Krka National Park        Split

由希貝尼克前往克爾卡國家公園單車遊 (about 58 km)。完成
單車行程後﹐隨即前往克羅地亞第二大的城市斯普利特。當地的
戴克里先皇宮屬世界歷史遺產﹐這座有超過1700年歷史的羅馬帝
王皇宮保育得頗完整:皇宮內的列柱廊、大教堂以及大理石街道皆
盡顯古羅馬風情。

早餐:酒店 午餐:輕便午餐 晚餐: 酒店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BB4*高級民宿

HB4*酒店(公園外)

HB4*酒店

HB4*酒店

2020-Apr-24

2020-Apr-23

2020-Apr-25

2020-Apr-26

2020-Apr-27

克羅地亞11天單車秘景遊

團號 : 19147 

2020年 4月23 至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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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斯普利特 赫瓦爾島

Split       Island Hvar

早餐後﹐乘船前往赫瓦爾島﹐於島上單車遊 (about 63 km)。

早餐:酒店 午餐:輕便午餐 晚餐: 酒店

早餐:酒店 午餐: 生蠔海鮮午餐 晚餐: 酒店

赫瓦爾島 Drvenilk 小斯通 杜布羅夫尼克

Island Hvar             Drvenik Mali Ston
Dubrovnik

杜布羅夫尼克

杜布羅夫尼克屬世界歷史遺產，於7世紀開始有人聚居，經歷數百
年的發展，至12世紀成為亞得里亞海最耀眼及最龐大的城鎮。是
日上午於城外郊區單車遊 (about 50 km)。參觀古城的首長
官邸、城牆。

早餐:酒店 午餐: 輕便午餐 晚餐: 酒店

是日早上自由活動，建議可登上山頂吊車(自費)鳥瞰這美麗古城。

其秀麗的風景不僅賦予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 (Miyazaki Hayao)靈

感，創作了『魔女宅急便』的夢幻之城 ，近年熱播的HBO連續劇

『權力遊戲 』(Game of Thrones) ，也一直在杜布羅夫尼取景。

按航班時間前往杜布羅夫尼克機場乘坐內陸機返薩格勒布。

早餐:酒店 午餐:~     晚餐:當地餐廳

DAY   7

DAY   8

DAY   9

DAY   11

早餐後﹐赫瓦爾市內觀光。跟著乘船返回Drvenik﹐再出發往小
斯通 (生蠔海灣)﹐並由此單車遊前往杜布羅夫尼克 about
50km)

Dubrovnik

杜布羅夫尼克 薩格勒布
Dubrovnik         Zagreb

航班平安返抵港

備註：

上述建議時間及圖片僅供參考。行程、活動或/及膳食的先後次序會按當時實

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若包括之稅項有所變動，克羅地亞遊有權調整最終

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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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客

人自行向保險代理查詢及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其他條款及細則請瀏覽克羅

地亞遊網站 www.croatia.com.hk

HB4*酒店

HB4*酒店

HB4*酒店

早餐:航班上 午餐:~     晚餐:~

Unit 1002A, 10/F, Tower 2, Silvercord, 30 Canton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第2座10樓1002A室

Tel: (852) 2370-1600; www.croatia.com.hk ; info@croatia.com.hk

2020-Apr-28

2020-Apr-29

2020-Apr-30

2020-May-03

2020-May-01

是日上午自由活動，建議到當地著名晨早市場Dolac Market。按

航班時間前往薩格勒布機場乘坐國際航班 (須轉機) 返港 。

早餐:酒店 午餐:~     晚餐:航班上

DAY   10

薩格勒布 需轉機

Zagreb         Connecting Flight required

2020-May-02

BB4*高級民宿

克羅地亞11天單車秘景遊

團號 : 19147 

2020年 4月23 至5月3日

http://www.croatia.com.hk/
http://www.croatia.com.hk/
mailto:info@croatia.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