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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同行

(每位)

HK$ 38,600

4人同行

(每位)

HK$ 25,800

6人同行
(每位)

HK$ 21,300

費用不包括：

• 來回香港及克羅地亞機票

• 全程午餐及晚餐

• 司機小費、導遊小費

• 旅遊保險

備註：

• 不設3人同房，3位收4人同行價的4位總價、5位

收6人同行價的6位總價，如此類推。大小同價

• 同行人數可達16位 (以小巴接載)、40位(以旅遊

巴接載)

以下價錢只供參考、需按實際日期作報價。旺季

須付附加費

克羅地亞、波斯尼亞

11天亞得里亞海兩岸四國

• 橫越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 暢遊兩岸四國。包括

魅力山城小國：聖馬力諾 (San Marino)、3 處世界歷

史文化遺產：斯普利特 (Split)、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莫斯塔爾 (Mostar) 及1處世界自然遺

產：16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P)

• 遊歷有400年歷史的著名養蠔海灣—克羅地亞的小斯

通 (Mali Ston) ，即撈即食生蠔

• 細味浪漫的海濱小鎮羅維尼 (Rovinj)

• 暢遊克羅地亞西岸名城普拉 (Pula) ，參觀保育良好的

羅馬鬥獸場

• 細聽扎達爾 (Zadar) 的大海風琴 (Sea Organ)

• 暢遊童話世界般的布萊德湖 (Lake Bled)

• 遊覽外觀獨特的溶洞城堡 (Predjama Castle)及波斯

托伊納溶洞 (Postojna Cave)

費用包括：

• 9晚4星級酒店及1晚渡輪住宿及早餐(連稅)

• 11天專車連英語司機

• 出海即撈即食生蠔

• 布萊德城堡入埸劵及乘坐由小船往湖心島及2小時

導賞

• 十六湖國家公園入埸劵及4小時導賞

• 普拉羅馬鬥獸場入埸劵及2小時導賞

• 波斯托伊納溶洞 (Postojna Cave)入場劵

• 溶洞城堡 (Predjama Castle) 入場劵

• 聖馬力諾山上「3塔」入場劵及2小時導賞

• 莫斯塔爾清真寺入場劵及2小時導賞

•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城牆及市議廳入場劵

• 2小時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古城導賞

• 2小時斯普利特 (Split) 古城/市內導賞

• 2小時扎達爾(Zadar) 古城導賞

行程編號：FIT-04

斯洛文尼亞、聖馬力諾

克羅地亞

CROATIA

波斯尼亞

BOSNIA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聖馬力諾

SAN MARINO

*價格未包括來回香港及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機票



共需 4 程飛機 (費用並未包括) 行程將按出發日期
及客人所需配以合適國際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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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查詢

電話 : (852) 2370-1600 電郵 : info@croatia.com.hk

網站 : www.croatia.com.hk
牌照號碼: 354071

1 威尼斯 (Venice) →聖馬力諾 (San Marino) →安科納 (Ancona) 

→斯普利特 (Split) 

客人早上到埗機場，由英語司機於機場迎接。先前往於意大利境內

的小國 -- 聖馬力諾。聖馬力諾是世界第五小國。一千七百多年前

一位名叫Marinus石匠，他為了逃避當時專迫害基督徒的羅馬帝皇

戴克里先而從Rab (拉布島，現屬克羅地亞國土)躲到這地方並建設

了城鎮，因此這裡便以Marinus命名成為今天的聖馬力諾。行程會

參觀 Monte Titano 山上著名的「三塔」。傍晚前往安科納並登上

渡輪橫過亞得里亞海，於奕日早上到達克羅地亞的斯普利特。

住宿：Jadrolinja 渡輪住宿

2 斯普利特(Split)→小斯通(Mali Ston)→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

早上參觀斯普利特古城包括屬世界歷史遺產的戴克里先皇宮

(Diocletian Palace)，然後前往有克羅地亞生蠔首府之稱的小斯通，

該處位處海灣末端，海流帶來大量礦物質，蠔的味道因此變得鮮美。

到埗後會坐船出海到養殖場，即撈即開享用肥美生蠔並在當地午餐

(午餐自費)。下午前往杜布羅夫尼克。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4*

3 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

早餐於酒店。杜布羅夫尼克屬世界歷史遺產，其秀麗的風景吸引了

不少電影及電視劇於此取景。同時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往渡假。

上午由當地導遊帶領於杜布羅夫尼克古城觀光包括首長官邸(已包

括門劵)。下午自行安排時間到城牆遊覽(已包括門劵) 。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4*

4 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 →莫斯塔爾 (Mostar) 

早餐於酒店。上午於杜布羅夫尼克自由活動，可參觀不同景點(自

費) 如：聖方濟修道院及藥房、吊車等。下午前往波斯尼亞與黑塞

哥維那 (BiH) 的莫斯塔爾。

住宿：莫斯塔爾 4*

5 莫斯塔爾 (Mostar) →扎達爾 (Zadar) 

早餐於酒店。是日先遊覽莫斯塔爾古城。該古城受鄂圖曼帝國統治

長達五百年，城內不僅保留了清真風格的建築物，還有屬世界歷史

遺產的莫斯塔爾古橋(Stari Most)。下午前往克羅地亞海濱城市扎

達爾，該古城有著濃厚威尼斯及古羅馬風貌。古典美景外，海傍碼

頭近年注入了欣賞大自然美景公共空間—「大海風琴」(Sea 

Organ)及「向太陽致敬」(Greetings to the Sun)，該兩項建設獲

多項殊榮包括歐洲最佳公共空間建設大獎。而扎達爾也是著名欣賞

日落的地方。

住宿：扎達爾 4*

6 扎達爾 (Zadar) →十六湖國家公園(Plitvice NP)

早餐於酒店。上午於扎達爾自由活動，中午前往十六湖國家公園。該公

園屬世界自然遺產，由公園導遊帶領遊覽；園內藍綠色的彩湖和階梯狀

的小瀑布比比皆是。

住宿：十六湖國家公園區外 4*

7 十六湖國家公園(Plitvice NP)→普拉 (Pula)

早餐於酒店。上午於十六湖國家公園自由活動，中午前往普拉，到埗後

由導遊帶領遊覽普拉羅馬鬥獸場(已包括門劵)。

住宿：普拉 4*

8 普拉 (Pula) →羅維尼 (Rovinj) →普拉 (Pula) 

早餐於酒店。是日前往風景如畫的羅維尼，該海濱小鎮最有特色的景緻

是一間間沿岸而建的臨海小屋，碧海藍天配襯著顏色鮮艷的外牆和屋頂，

景色極之醉人。傍晚返回普拉。

住宿：普拉 4*

9 普拉 (Pula) →布萊德湖 (Lake Bled) 

早餐於酒店。是日前往斯洛文尼亞的布萊德湖。到埗後先參觀山崗上的

布萊德城堡 (已包括門劵)，從居高臨下的位置鳥瞰布萊德湖美景，感受

尤如童話世界般美景。下午乘坐由船伕撐動的小船 Pletna (費用已包括) 

前往湖中小島—湖心島 (BlejskiOtok)。

住宿：布萊德湖 4*

10 布萊德湖 (Lake Bled) →波斯托伊納溶洞(Postojna Cave) → Lipica

早餐於酒店。是日前往斯洛文尼亞另一名勝—波斯托伊納溶洞，約兩小

時行程包括乘坐小火車的路段及步行路段以一睹各種怪異形狀的鐘乳石。

還會參觀外觀獨特的溶洞城堡(已包括門劵)，該城堡倚灰色山崖而建，

整幢城堡微微陷進懸崖上，別具氣格。下午前往斯洛文尼亞小鎮 Licipa。

住宿：Lipica 4*

11 Lipica →威尼斯 (Venice) 

由專車接送前往威尼斯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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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