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羅地亞 11天春日「品味之旅」
合適出發月份 – 4月

• 暢遊2處世界歷史文化遺產：斯普利特(Split)及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及1處世界自然遺產：16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P)。

• 細味浪漫的海濱小鎮羅維尼 (Rovinj)、暢遊克羅地亞西岸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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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2006

年歐洲公共空間大獎]。

• 伊斯特拉(Istria)出產的橄欖油連續5年(2015-2019)獲意

大利橄欖油權威刊物 FLOS OLEI 評為世界最佳橄欖油產

區。到訪伊斯特拉小鎮沃德年 (Vodnjan) 品嚐高級橄欖油

美食。

• 於松露區品嚐松露及由松露犬及獵人帶領體驗採掘松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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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包括：

• 國際航班 (共四程飛機) 之經濟客位連稅項

• 內陸航班 (共一程飛機) 之經濟客位連稅項

• 8晚4星級酒店住宿 (連酒店住宿稅)及早、午、

晚餐

• 「克羅地亞遊」創辦人 Justin 隨團

• 全程專車接送

• 普拉 (Pula) 羅馬鬥獸場入埸劵連導賞

• 十六湖國家公園入埸劵及導賞

•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市議廳入場劵連導賞

•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城牆入場劵

• 羅維尼 (Rovinj) 市內導賞

• 扎達爾 (Zadar)古城導賞

• 斯普利特 (Split) 古城/市內導賞

• 薩格勒布 (Zagreb)古城/市內導賞

• 到訪「橄欖油之鄉」沃德年 (Vodnjan)品嚐高級橄欖油

• 於松露區品嚐松露及由松露犬及獵人帶領體驗採掘松露

• 於莫托文 (Motovun) 酒莊品嚐伊斯特拉葡萄美酒

• 全程司機小費、導遊小費、領隊小費

費用不包括：

• 酒精及非酒精飲品 (上述已包括的除外)、旅遊保險

每位HK$ 28,300[佔半房]

單人房附加費：每位 HK$ 4,380

行程編號：19138查詢電話2370 1600 

牌照號碼 354071



1 Day 1 香港出發

傍晚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前往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 (須轉機) 。

2 Day 2  [薩格勒布 Zagreb]

到達薩格勒布後遊覽上城區 (即舊城區包括 Kaptol 及 Gradec)。上城區內最著名的景點可說是有格仔

教堂之稱的聖馬爾谷教堂 (St. Mark Church)。其他景點還有石門 (Stone Gate) 及聖母升天大教堂。

住宿：薩格勒布 4*   [早餐：航班上｜午餐：當地餐廳｜晚餐：當地餐廳 ]

3 Day 3 [薩格勒布Zagreb →松露莊園→羅維尼 Rovinj ]

早餐後前往西岸半島的松露區由松露犬及獵人帶領體驗採掘松露及品嚐松露美食，隨後到訪莫托文

(Motovun) 酒莊品嚐伊斯特拉葡萄美酒。傍晚前往海濱小鎮羅維尼。

住宿：羅維尼 4*  [早餐：酒店｜午餐：松露午餐｜晚餐：當地餐廳 ]

4 Day 4 [羅維尼 Rovinj→ 普拉 Pula →沃德年 Vodnjan→ 奧帕蒂亞 Opatija]

早餐後遊覽羅維尼。羅維尼風景如畫，最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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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遊覽普拉，普拉有保育良好的羅馬競技場。於普拉午餐後

前往伊斯特拉 (Istria) 小鎮沃德年，伊斯特拉出產的橄欖油連續5年 (2015-2019) 獲橄欖油權威刊物

FLOS OLEI 評為世界最佳橄欖油產區。在沃德年品嚐高級橄欖油。傍晚前往奧匈帝國時代皇室渡假區 –

– 奧帕蒂亞。

住宿：奧帕蒂亞 4*  [早餐：酒店｜午餐：當地餐廳｜晚餐：當地餐廳 ]

5 Day 5 [奧帕蒂亞 Opatija → 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P]

早餐後前往克羅地亞享譽世界的大自然名勝––普利特維采湖國家公園(十六湖國家公園)。該公園屬世界

自然遺產，由於湖水富含碳酸鈣質的石灰岩沉積物，因而使湖水格外碧綠，而且湖泊位於高低山岳之間，

湖與湖之間呈梯間般的排列，大小瑰麗的瀑布更是美不勝收。藍綠色的彩湖和階梯狀的小瀑布舉目皆是，

亦可坐電船於湖中暢遊。

住宿：十六湖國家公園區外 / Gospić 4*  [早餐：酒店｜午餐：當地餐廳｜晚餐：當地餐廳 ]

6 Day 6 [十六湖國家公園Plitvice NP→札達爾 Zadar]

早餐後前往扎達爾，該海濱城市以圓柱體形的聖多納特斯教堂為地標建築；於舊城區不但有大理石街道

配襯密集的主教建築群，而且還有大型藝術建設：榮獲2006年歐洲公共空間大獎的「大海風琴 」(Sea

Organ) 及 Greeting to the Sun。叫人們感受大自然力量轉化為音樂及視覺藝術，讓亞得里亞風演奏

風琴以及太陽於黑夜發放閃光。

住宿：札達爾 4*  [早餐：酒店｜午餐：當地餐廳｜晚餐：當地餐廳 ]

7 Day 7 [札達爾 Zadar→斯普利特 Split → 馬卡爾斯卡 Makarska ]

早餐後後前往前往克羅地亞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當地的戴克里先皇宮 (Diocletian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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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style)、St. Duje

大教堂 (St. Duje Cathedral) 以及又白又滑的大理石街道皆盡顯古羅馬風情。傍晚前往馬卡爾斯卡。

住宿：馬卡爾斯卡 4* [早餐：酒店｜午餐：當地餐廳｜晚餐：當地餐廳 ]

8 Day 8 [馬卡爾斯卡 Makarska→ 小斯通 Mali Ston →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早餐後前往有400年歷史的著名養蠔海灣小斯通，於當地即撈即食生蠔及享用海鮮午餐。隨後前往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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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杜布羅夫尼克 4*  [早餐：酒店｜午餐：當地餐廳｜晚餐：當地餐廳 ]

9 Day 9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 薩格勒布 Zagreb]

是日早上自由時間遊覽杜布羅夫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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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返回首都薩格勒布。

住宿：薩格勒布 4*   [早餐：酒店｜午餐：客人自選(EUR30)｜晚餐：當地餐廳 ]

10 Day 10 [薩格勒布 Zagreb]

早上自行遊覽當地著名蔬果及食品市場 Dolac Market，另外建議遊覽下城區，這裡以19世紀建築為主，

由八個廣場包圍，景色清新緻雅。約中午時份前往薩格勒布機場乘坐國際航機 (須轉機) 返回香港。[早

餐：酒店｜午餐：自費｜晚餐：航班上]

11 Day 11 到達香港

航班平安返抵港 [早餐：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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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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