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羅地亞 -佳餚美酒之旅 合適出發月份
5月及 10 月

牌照號碼: 354071

行程特色
➢發掘優質葡萄酒小莊園
➢瞭解克羅地亞葡萄酒文化
➢品嘗正宗地道美食
➢與當地釀酒師交流
➢觀賞風景如畫景區
➢遊覽瑰麗國家公園
➢探索歷史古城
➢入住優質住宿
➢到訪隱世莊園
➢小團出發

費用包括
✓ 7晚4星級或以上酒店連稅項
✓ 全程專車接送(包括橋費路費渡輪費油費及司機食宿）
✓ 七天早餐 | 六天午餐 | 兩天晚餐
✓ 八次葡萄酒品嘗
✓ 杜布羅夫尼克古城導賞
✓ 斯普利特古城導賞
✓ 薩格勒布舊城區導賞
✓ 香港旅遊議會之0.15%印花稅

費用不包括
▪ 機票、附加費、各機場稅、機場安檢費
▪ 旅遊保險
▪ 領隊及司機小費

價格
• 每位EUR 3500 (二人同房）
• 單人房附加費每位EUR700
• 同行人數 4-12人
• 私人組團彈性出發日期

品酒師領隊簡介
是次旅程，由持有WSET 3 級葡萄酒鑒
賞證書的品酒師Božidar Jukić 親自帶
領大家探索克羅地亞。他來自杜布羅夫
尼克(Dubrovnik)擁有15年旅遊業界經
驗及多年葡萄酒及高級餐飲經驗，亦是
當地葡萄酒專欄作家。

Božidar先生

行程編號：19142



Day 1: 【機場→薩格勒布】
住宿:薩格勒布
到埗後由專人在薩格勒布機場(或市中心)接送前往酒店安頓並開展為期一周的葡萄美
酒佳餚。隨後導賞員帶領薩格勒布市内觀光導賞及介紹克羅地亞首都。傍晚享用特色
晚餐，品酒師Božidar會介紹每道菜式和葡萄酒。

Day 2: 【薩格勒布→特拉科什恰恩→梅吉穆列→瓦拉日丁→薩格勒布】
住宿: 薩格勒布
早上前往克羅地亞北部。首先參觀克國最美麗的城堡特拉科什恰恩城堡(Trakošćan
Castle)並由導賞員講解。隨後前往克羅地亞葡萄酒小型產區重鎮梅吉穆列
(Medjimurje）。於當地的小規模酒莊Pusipel (Furmint in Hungary)品嘗葡萄酒。午
餐後遊覽巴洛克城市瓦拉日丁(Varaždin)，享用咖啡和感受歷史氣息。傍晚回到薩格
勒布及自由活動。

Day 5: 【斯普利特→  內雷特瓦三角州 →杜布羅夫尼克】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沿著克羅地亞海岸向南出發，前往杜布羅夫尼克地區，沿途先會參觀以橘子樹林聞名
的內雷特瓦三角州（Neretva River Delta）。由於旅客從斯普利特前往杜布羅夫尼克
期間不會停留這裏所以被視爲滄海遺珠。到埗後與當地的釀酒師交流及品嘗內雷特瓦
地區佳餚美酒。午飯後前往杜布羅夫尼克。先抵達酒店並安頓後，Božidar會帶領大家
遊歷他的家鄉城市。

Day 6: 【杜布羅夫尼克 → Srđ →科納夫萊→ Cavtat → 杜布羅夫尼克】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是日先前往Srđ 山頂，從那裡欣賞及眺望整個地區的壯麗景色。隨後前往科納夫萊
(Konavle)，這個曾是獨立杜布羅夫尼克共和國一部分的地區，保存了許多古老習俗。
在這裡會參觀古老水磨坊，瞭解當年的生活方式並在鄉村餐廳享用午餐。午餐後，參
觀當地最重要的葡萄酒莊，品嘗非常特殊的白葡萄酒。下午於附近的海濱小鎮Cavtat
稍作休息，享受海邊咖啡和欣賞小鎮風味。傍晚返回杜布羅夫尼克。

Day 7: 【杜布羅夫尼克→ 佩列沙茨半島→ 斯通→ 杜布羅夫尼克】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前往克羅地亞著名的葡萄酒釀製區-佩列沙茨半島（Pelješac Peninsula)。在這裡有土
生土長的Plavac Mali – 這是亞得里亞海沿海最重要的黑葡萄品種，用作釀造出最出色
的Dingac 和Postup 葡萄酒。於佩列沙茨半島還可親身體驗著名已有幾個世紀歷史的
生蠔養殖傳統。細聼養殖的傳統技術和故事及享受乘船出海品嘗即撈即食的新鮮生蠔。
隨後參觀兩家酒莊，它們釀造着充滿獨特風格的美酒。接著享用當地的美食午餐。下
午前往參觀斯通(Ston) ，這裏擁有古老的鹽場和歐洲最長的城墻(世界第二長)。傍晚
前返回杜布羅夫尼克自由活動並準備隆重的告別晚宴。

Day8: 【杜布羅夫尼克→ 機場】
早餐後，便會結束是次葡萄美酒佳餚之旅。專車送往當地機場或其他位於杜布羅夫尼
克的地點。

Day 3: 【薩格勒布→ Plešivica →十六湖國家公園 →斯普利特】
住宿:斯普利特
前往克羅地亞中部最重要的葡萄種植區 – Plešivica。該區的氣候和土壤為釀造國際知名的
Chardonnay 和 Welschriesling 葡萄酒提供了完美的條件。在Plešivica最好的酒莊品嘗地
道葡萄美酒。享用午餐後前往克羅地亞最著名的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在這裡探索引人入勝的自然美景 。隨後向南部出發，沿途可欣賞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與喀斯特地地貌(水蝕石灰岩地貌)綿延的海岸線。傍晚抵達克羅地亞最大的海
濱城市斯普利特並住宿。

Day 4: 【斯普利特 →斯克拉丁→特羅吉爾 →斯克拉丁或希具尼克→斯普利特
住宿:斯普利特
斯普利特是克羅地亞達爾瑪提亞(Dalmatia)地區的中心亦是克羅地亞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地
區。這裏溫暖的地中海氣候和有少許陡峭的山丘提供了非常高品質的葡萄種植土地。幾個世
紀以來，克羅地亞釀造葡萄酒的悠久傳統傳承了許多種類的本土葡萄酒。首先前往亞達爾瑪
提亞地區的北部，參觀斯克拉丁(Skradin) 和特羅吉爾 (Trogir) 的酒莊，這裏主要釀製
Crljenak (Zinfandel) 克羅地亞葡萄酒。追溯歷史，克羅地亞是最早沿用金芬黛(Zinfandel)
這種葡萄釀造美酒的古老國家。於當地享用午餐並參觀斯克拉丁或希具尼克（Šibenik）。
下午回到斯普利特自由活動，建議遊覽戴克里斯皇宮，細味當年羅馬帝國統治的景象。



查詢或報名「克羅地亞遊」
(852) 2370 1600

info@croatia.com.hk
Flat 182, 1/F, Houston Centre, 63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63號好時中心182號鋪

Tel: (852) 2370-1600 // www.croatia.com.hk // Licence No. 354071

一般條款：

• 上述相片僅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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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可向保險代理查詢及購買合適的額保旅遊保

險。其他條款及細則請瀏覽克羅地亞遊網站 www.croatia.com.hk

• 預訂時需在出發日子的至少60天前支付不可退款的 EUR700 訂金以作實報名。

• 如果旅遊團沒有達到最少的需要人數 (4位) ，克羅地亞遊保持在旅程開始前最少31天取消旅程計劃的權利。

• 如要取消行程,客人必須以書面形式取消。機構收到取消通知的日期為取消的正式日期。

取消費用如下:

• 出發前30天或以上，預訂總價(訂金)的20% ; 出發前 29 天 –15 天:總預訂價格的 65%; 出發前14天或更短:總預訂價格的100%

• 本單張建議的酒店住宿安排可能因供應情況而有所變動，惟「克羅地亞遊」已作同級保證。

Day 5:斯普利特→  內雷特瓦三角州→ 杜布羅夫尼克
Day 6:杜布羅夫尼克→ Srđ →科納夫萊→ Cavtat→ 杜布羅夫尼克
Day 7 :杜布羅夫尼克→ 佩列沙茨半島→ 斯通→ 杜布羅夫尼克
Day 8:杜布羅夫尼克→ 機場

路綫：
Day 1:機場→ 薩格勒布
Day 2: 薩格勒布→ 特拉科什恰恩→ 梅吉穆列→ 瓦拉日丁→ 薩格勒布
Day 3:薩格勒布→ Plešivica→ 十六湖國家公園→ 斯普利特
Day 4:斯普利特→ 斯克拉丁→ 特羅吉爾→ 斯克拉丁或希具尼克→ 斯普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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