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羅地亞
• 於Marija Bistrica與當地信友一起慶祝聖母升天節包括晚間巡遊

及感恩祭。
• 到訪當地最古老朝聖地有「克羅地亞納匝肋」之稱的特爾薩特。
• 到訪尼恩，當地收藏了一枚猶達斯負賣耶穌的同款銀幣。
• 到訪錫尼的聖母奇蹟教堂，當地信友對聖母敬禮尤其殷切。
• 前往札達爾到訪安放義人西默盎聖髑的西默盎聖堂。
• 羅馬皇帝戴克里先以迫害基督信徒而惡名昭彰。前往斯普利特見

證著基督徒受迫害到獲准公開傳教歷史。
• 前往盧德布雷格朝拜耶穌寶血。(1411年 -聖血奇蹟)。
• 安排於18世紀貴族官邸Marijin Dvor舉行避靜。
• 其他景點：首都薩格勒布、海濱古城杜布羅夫尼克。
• 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
• 前往默主歌耶：十字架山、顯現山。

第一天 8月4日

[香港Hong Kong] → 於 土耳其伊斯坦堡爾 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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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土耳其航空。

第二天 8月5日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航班上午 (ETA 07:40) 抵達杜布羅夫尼克。杜布羅夫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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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羅夫尼
克古城屬世界歷史遺產。當地有一所歐洲第三古老的藥房，由方濟會於14世紀創
立並一直經營至今，於古城內的方濟會及道明會修道院以及外島上的本篤會修道
院共同印證了教會在這遍土地上的發展。是日於合適時間安排感恩祭。傍晚回酒
店休息。

第三天 8月6日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默主歌耶 Međugorje]

早餐後登上杜布羅夫尼克城牆欣賞亞得里亞海，隨後舉行感恩祭，下午前往默主
歌耶。

第四天 8月7日

[默主歌耶 Međugorje]

早上先前往顯現山，下午靈修活動/修和聖事/感恩祭。

早餐 (航班上)、午餐、晚餐

默主歌耶 4* Medjugorje Hotel & Spa 或同級

杜布羅夫尼克 4* Hotel Argosy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默主歌耶 4* Medjugorje Hotel & Spa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默主歌耶 4* Medjugorje Hotel & Spa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克羅地亞、 默主歌耶
15天信仰之旅

8月04日至 18日牌照號碼: 354071 19117(b1)

團費每位(佔半房) HKD31,500
單人房附加費 HKD 6,500

16人成團，40人限定



第五天 8月8日

[默主歌耶 Međugorje ]

早上登上十字架山，下午靈修活動/修和聖事/感恩祭。

第六天 8月9日

[默主歌耶 Međugorje →斯普利特 Split ]

早餐後前往斯普利特。參觀市內的戴克里先皇宮及斯普利特主教座堂 (St. Duje Cathedral)。
3世紀時來自這地區的羅馬帝皇戴克里先迫害基督信徒絕對是惡名昭彰。但他萬料不到自
己的陵墓後來會成為主教座堂，而當年的殉道者 St. Dujam 的聖髑更安放於教堂內。同日
安排合適時間舉行感恩祭。

第七天 8月10日

[斯普利特 Split →錫尼 Sinj →札達爾 Zadar ]

早餐後前往錫尼，聖母於1715年8月14日 (聖母升天節前夕的晚上) 於當地顯現並給當時被
圍城的錫尼居民驅散顎圖曼大軍。三百多年來當地人對聖母的敬禮尤其殷切。錫尼的 Alka
比賽是世界文化遺產；這是一項馬術競賽，而這競賽正表達出當地人如何英勇地保衛基督
信仰；行程包括參觀 Alka 博物館及到訪聖母奇蹟教堂。安排合適時間於錫尼舉行感恩祭。
傍晚前往札達爾 。

第八天 8月11日

[札達爾 Zadar →尼恩 Nin →札達爾 Zadar ]

早餐後前往尼恩。這裡收藏了一顆耶穌時代巴勒斯坦地區的銀幣，這銀幣與猶達斯負賣耶
穌而獲取的那些同款。隨後返回札達爾古城。這裡有大理石街道配襯密集的主教建築群，
建築群是扎達爾古城的核心部份，當中圓柱體形的聖多納特斯教堂(St. Donatus Church)
是扎達爾的地標建築物，當地還有安放西默盎聖髑的西默盎聖堂。如時間許可建議前往於
小島上的 St. Paul The Hermit 修道院。是日安排合適時間於尼恩或札達爾舉行感恩祭。
另外札達爾海濱有著名的「大海風琴」及由太陽能發動的「向太陽致敬」這兩項把大自然
與藝術結合的建設，教人體驗天主創造的奇妙。

第九天 8月12日

[札達爾 Zadar →特爾薩特 Trsat → 奧帕蒂亞 Opatija]

早餐後前往特爾薩特，這是克羅地亞最古老的朝聖地。於1291年聖母之家在這裡顯現，故
特爾薩特亦稱之為「克羅地亞納匝肋」或「聖母特爾薩特」(Mary’s Trsat)，而這裡數百年
來這裡是歷任教宗熱切到訪的地方包括聖若望保祿二世。安排合適時間於特爾薩特舉行感
恩祭。傍晚前往奧帕蒂亞。

早餐、午餐、晚餐默主歌耶 4* Medjugorje Hotel & Spa 或同級

斯普利特 4* Hotel Art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午餐、晚餐

札達爾 Zadar 4* Hotel Kolovare 或同級

札達爾 Zadar 4* Hotel Kolovare 或同級

奧帕蒂亞 Opatija 4* Hotel Remisens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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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 8月13日

[奧帕蒂亞 Opatija →卡爾洛瓦茨 Karlovac→薩格勒布 Zagreb]

早餐後前往卡爾洛瓦茨。到訪克羅地亞國家朝聖地 National Shrine of St. Joseph。(克羅地
亞以聖若瑟作為他們的主保 )。於卡爾洛瓦茨舉行感恩祭，隨後前往薩格勒布。

第十一天 8月14日

[薩格勒布 Zagreb →Marija Bistrica]

早餐後參觀薩格勒布上城區(舊城區)，舊城區始建於11 及 13世紀，當中的石門 (Stone Gate)
更一直保存至今。石門聖母是薩格勒布的主保。其他著名景點包括聖馬爾谷教堂(St. Mark
Church)及聖母升天大教堂；於薩格勒布舉行感恩祭後前往克羅地亞國家朝聖地 Marija
Bistrica。教會各項大節日於Marija Bistrica皆有大型禮儀慶祝。到埗後於酒店休息，晚餐後
參與聖母升天節前夕的晚間遊行禮儀，與當地信眾一起誦念玫瑰經及登上苦路山。

第十二天 8月15日

[Marija Bistrica]

早餐後準備心靈與當地信眾一起參與聖母升天節大型露天感恩祭。感恩祭由當地主教主祭及
邀請隨團神師共祭。下午自由靈修活動：包括朝拜聖體。

第十三天 8月16日

[Marija Bistrica → Lužnica→Marija Bistrica]

早上參與感恩祭，隨後於前往Lužnica。這裡有一座18世紀貴族官邸 Marijin Dvor， 現由聖
雲先會修女 (Sisters of Chari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負責打理並用作靈修活動中心之用。
下午由隨團神師帶領進行避靜。傍晚返回 Marija Bistrica。

第十四天 8月17日

[Marija Bistrica →盧德布雷格 Ludbreg →薩格勒布 Zagreb] →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爾轉機

早餐後前往盧德布雷格，於1411年這裡發生了聖血奇蹟，時任教宗把基督寶血帶到梵蒂岡讓
更多信友可前來朝拜。現時寶血安放在盧德布雷格天主聖三聖堂內。到埗後會前往朝拜基督
聖血，並舉行感恩祭，下午返回薩格勒布及前往機場準備回程。

第十五天 8月18日 [香港 Hong Kong] 下午返抵香港

薩格勒布 4* Hotel Canopy 或同級

Marija Bistrica 4* Hotel Kaj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航班上)。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午餐、晚餐

Marija Bistrica 4* Hotel Kaj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Marija Bistrica 4* Hotel Kaj 或同級 早餐、午餐、晚餐

費用包括：

✓ 來回經濟客位機票連機場稅項

✓ 酒店住宿連稅項

✓ 早餐、午餐及晚餐 (包飲用水)

✓ 專車連英語司機接送

✓ 1位隨團專業領隊

✓ 至少1位隨團神師

✓ 主要古城/市內導賞及門劵

✓ 司機、領隊及導遊小費

✓ 平安保險及感恩祭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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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包括：

⚫ 酒精及非酒精飲品

⚫ 綜合旅遊保險

電郵 info@croatia.com.hk

電話 (852) 2370 1600

網址 www.croatia.com.hk

http://www.croatia.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