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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罗地亚：上帝的欧洲花园

“上帝分配土地，最后发现遗漏了克罗地亚人，只好把留给自己的那块地方给了克罗地亚。”—

—风趣的克罗地亚人这么评价自己的国家。

克罗地亚是地中海地区最为神秘的国度，人们对克罗地亚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硝烟弥漫的冲突与战

争中，却忘记了这个国家能够让人们享受到世界最秀丽迷人的海岸线和灿烂辉煌的遗迹掠影。 

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在绵延6000公里的海岸线上，无数的港湾和近1100座岛屿星罗棋布，所以不论你来自哪里，都能

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梦境。雄伟围墙之城杜布罗夫尼克是克罗地亚王冠上的瑰宝，风景迷人的

海滨触手可及。位于北部海畔的扎达尔以其诱人的美味、岩石遍布的海滩和深受意大利文化影响

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于世。首都萨格勒布则是一个拥有大量奥匈帝国建筑的宁静而亲切

的城市。无论你从哪里来，都会发现这里的人们随和而又宽厚，他们早就习惯于欢迎游客的到来

，并为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而建立的国家深感自豪。在克罗地亚你可以去原始的渔村漫步、在迷人

的海滩上小憩、也可以在古老的城中狂欢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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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旅游地图

悠扬婉转的咏叹调总是飘荡在阳光下，诗意与情调弥漫在从内陆萨格勒布到扎达尔海滨那些巍峨

的罗马式、哥特式古老建筑之间。广场上演超现实浪漫生活剧，人们的表情总是融合了喜剧的形

式和对生活的热爱。无数岁月逶迤而来，多种文化沉淀了历史的厚重，升华了幻想的光彩。所有

人都认同：生活就该如此，充满生命的质感。这就是克罗地亚的完美生活，快来体验吧！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的4月-9月是前往克罗地亚的最好时间。

4月温暖的天气，虽然不适合游泳，但很适合您的观光，这时候的酒店也比旺季要便宜；

5-6月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注意5月底和6月初是学生春游的季节；

7-8月是旅游旺季，这时候游客众多，交通住房等费用都上涨，去海岛有额外的船运和有组织的探

险路线；

9月是最佳旅行时间，天气不冷不热，游客也少了，房价也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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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公民持有效期多于（至少）6个月的护照可进入

克罗地亚，逗留长达90天。来自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可能需要申请旅游签证，您可联系克罗地亚在

本国的大使馆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

克罗地亚《外国人法》规定的签证种类有：旅行签证、过境签证、机场过境签证、团组签证、公

务及外交签证。

（一）旅行签证颁发对象为来克旅游、从事商务或个人及其他活动的外国人,一次或多次入境,有效

期最长至一年。获得旅行签证的外国人自入境之日起

6个月内一次居留或连续居留总天数不得超过 90天。

（二）过境签证颁发对象为旅行中一次、二次或多次经过克领土的外国人，签证有效期为6个月,

一次过境停留期最多 5天。申办克罗地亚过境签证前，申办者必须获得目的国入境签证。

（三）团体签证颁发对象为来克的由5至50人组成的外国团体,一次入境或过境。

申请克罗地亚签证的外国人必须根据签证种类递交相关材料，详情请参考克罗地亚驻华使馆提供

的申请签证须知。根据克罗地亚《签证条例》补充条款，自2009年11月1日起，除持外交、公务和

特别护照人员外，其他赴克签证申请人需提供旅行医疗保险，最低保金为3万欧元。签证申请费为

360元人民币/人。

签证领区划分

领区：除港 澳之外的所有省份

直辖市: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贵州、云南、四

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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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受理时间

克罗地亚大使馆签证受理时间为普通为10-20个的工作日,加急为3-7个工作日。

签证注意事项

1、面试：面试比率非常低，除非使馆在审核过程中出现疑问才会要求客人面试

2、面销：一般情况无需面销，但使馆有保留抽查面销的权利

3、对于未成年人的要求比较苛刻，不接受未成年人单独出行

4、如果有旧护照必须提供；如旧护照丢失，需要当地派出所挂失的报案手续单或本人写的详细的

丢失说明

4、六岁以下儿童不收取签证费

5、曾被任何国家拒签过的客人，请提供拒签说明，此说明可以是使馆的拒签信，也可以是申请人

本人写的说明，中英文均可

6、使馆有权在受理签证时抽取申请人到使馆面试，或要求申请人回后到使馆面试销签

7、使馆对户口本上身份为农民的申请人审查较为严格，拒签率高

8、使馆保留要求客人补充材料的权利

旅人提示：签证所需资料详见本攻略第十部分旅人提示。

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办 公 处：三里屯外交人员办公楼2-72

Chancery：2-72, San Li Tun Diplomatic Office Building

电话（Tel）：65326241 65326256

传真（Fax）：65326257

电子邮件（E-mail）：vrhpek@public.bta.net.cn

   

2、货币

                                                 7 / 76

mailto:vrhpek@public.bta.net.cn


�������

克罗地亚：欧洲花园
货币 

克罗地亚的官方货币是库纳（Kuna），简称Kn。1库纳=100利巴（lipas）。

纸币的面值分别为1000，500，200，100，50，20， 10和5Kn。硬币面值分别有25，5

，2和1Kn；以及 50，20，10，5，2和1利巴。

货币兑换 

自动取款机在该国随处可见，并接受外国卡，但您最好使用主要公司的国际信用卡。全国各地的

大多数银行都为您提供现金和旅行支票兑换业务。同时，受欢迎的旅游地区和许多较大的酒店也

可为游客提供此项服务。

ATM机

大多数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和飞机场以及所有的大城市和大多数小城镇都有ATM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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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须知

工作时间

银行： 08：00至16：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邮局： 07：30至19：00 ，周一至周五; 07：30至12：00 ，星期六

政府： 08：00至16：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商务中心： 08：00至16：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商店： 08：00至19：00 ，周一至周五; 07：30至14：00 ，星期六

电压

220伏交流， 50赫兹

语言 

克罗地亚语是该国的官方语言，这是一种只在该地区使用的南方斯拉夫语言。该语言拥有有三个

主要方言语种，即�tokavian ， kajkavian 与chakavian 。其中，

�tokavian最为常见。英语在旅游地区被广泛使用，而在别的地区就不那么普遍了。

海关规定

游客可携带进入该国的免税物品包括有：不多于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或250克烟草;

不超过1公升葡萄酒和1公升烈酒和1 4公升的淡香水和1瓶香水。

通讯

从国外向克罗地亚拨打电话，先要拨打国际代码385，然后是区号之后是当地电话号码。在克罗地

亚打电话可以在邮局进行，也可以购买电话卡在公用电话厅完成。

移动通讯，三家移动通信公司，主要是GSM/UMTS/EGDE/WCDMA网络，主要的两家是VIP和T-

MOBILE，相同的网络下通话是1点几KN一分钟，网络之间是3点几KN一分钟，接听免费。

社会治安

克罗地亚的犯罪率非常的低，而游客也很少会在该国遇到严重的安全问题。虽然目前尚存在一定

程度的轻微犯罪问题，然而针对游客的任何性质的犯罪行为也极其罕见。尽管如此，您还是需要

尤其在繁忙的地区保持必要警惕。任何时候，都必须将现金和贵重物品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同时

避免在公共场所展露昂贵的珠宝。

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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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时与北京都时差为6小时；冬令时与北京的时差为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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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罗地亚最棒体验

   

1、漫步在 “亚得里亚海之珠”杜布罗夫尼克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当拜伦称杜布罗夫尼克为“亚得里亚海之珠”的时候，他绝对没有夸张。杜布罗夫尼克城在雄伟

壮观的城墙环绕中，城墙外美丽的海滩触手可及，它就这样静静依偎着蔚蓝色水晶般的南亚得里

亚海。城内大理石街道和巴洛克建筑在亚得里亚海珠光般的日光下熠熠生辉，而街道两侧耸立的

古老文艺复兴建筑，更使得这里容光焕发，仿佛把人拉回到文艺复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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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晖下的斯普利特一座被橙色笼罩的千年古城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夕阳西下，橙红色的光芒笼罩了一切，船、海、船上的人们、城市，还有它的港口、楼群以及背

后的群山都是一片橙红，光彩夺目。

黄昏时分，斯普利特海滨大道在落日下一片橙红，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周围全是出来散步的人。

大家在大道的露天咖啡馆坐下来，在夕阳下彼此打着招呼，笑逐颜开。似乎整个斯普利特的人都

走出了家门，来到海边去看夕阳，去散散步，去见见朋友，或者人约黄昏后。古老的罗马建筑与

宁静街巷中，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那种放松和对生活的满足。而这种由阳光、海水、温情所带来的

幸福感会洋溢在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乃至整个克罗地亚，好似现代社会的节奏从未扰乱这里的

宁静，一如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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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克罗地亚探访世界上最奇特的“尖角沙滩”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明媚的阳光，轻柔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这是每个喜欢海滨的人都梦寐以求的。美丽的克罗地亚不

仅为人们提供了亚得里亚海畔最美的海滩，同时也提供了世界上最为奇特的一处海滩“尖角沙滩

”。那些认为海滩都是千篇一律，只有水、沙子和波浪的人来到这里可能需要改变一下观点了。

在克罗地亚南部布拉奇岛南岸，有一处深入海中634米的狭长海滩，它的一端伸入海中并且会随着

风向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造就了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多变海滩”。

   

4、寻访罗马之路 感叹帝国的传奇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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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Amphitheatre croatia遗址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古罗马兴起于公元前10 世纪初的意大利半岛中部，在铁骑铮铮中于公元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

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这样伟大的帝国自然也留下了众多古老的遗迹。克罗地亚拥

有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罗马遗址，普拉和斯普利都拥有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建筑。在这些宏

伟的建筑前令人不禁想起曾经辉煌的古罗马帝国的传奇历史，而这些迷人的景色会给您留下永生

难忘的记忆。

   

5、克罗地亚的爱情信物“姜饼”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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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饼在克罗地亚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一种点心，而是一种纪念品，更是克罗地亚人表达爱慕之

心的礼物，因此也形成了独特的姜饼文化。对于克罗地亚的女子而言，男子送她们姜饼比送她们

红玫瑰更心动，因为送姜饼表示愿意娶她们为妻的意思，而送玫瑰只是想让女孩子做她们的情人

而已。

姜饼通常是用蜂蜜、红糖、姜等原料制作而成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像心形、樱桃形、小鸟形

、人形、蘑菇形等等，一般心形的为最多，也是姜饼中的代表。在许多克罗地亚村庄还有让未嫁

的女孩吃男人形状的姜饼的习俗，据说这样可以让她们遇到心仪的人。

姜饼除了作为点心之外，在克罗地亚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当地人家里挂着的心形姜饼的镜子、

心形姜饼的冰箱贴，年轻人手机上的心形姜饼手机链。甚至在克罗地亚机场的打包处，也是能印

出心形姜饼的打包机。

   

6、在克罗地亚的岛屿天堂“赫瓦尔”欣赏如画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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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美丽的赫瓦尔岛是亚得里亚海上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每年都吸引着众多寻找岛屿天堂的国际

时尚人士。只有到了岛上才会体验这名不虚传的美景。岛上每年可以享受2724小时的灿烂阳光，

薰衣草覆盖着广袤的田野、安宁祥和的村庄和青松交相辉映，一同勾勒出了这一幅至真至纯至美

的全景图画。

   

7、全是“治愈系”让失恋博物馆抚平你心中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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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号称“博物馆之都”，市内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比比皆是，其中最特别的是

一家专为失恋者开办的博物馆。走入该博物馆，玻璃窗内各色展品让人眼花缭乱，比如有一名失

恋男子捐献的斧子（这把斧子曾用来剁烂前女友的家具）。在博物馆中，最多的是昔日的恋人们

用以怀念旧爱的物品，比如恋爱日记本、求爱信、洋娃娃、恋爱照片、订婚戒指、永远都不会再

响起的手机、空酒瓶、陈旧的汤勺等“恋爱见证”。在每件捐赠物背后都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情故事，了解这些展品背后的故事抚平自己心头的伤。

   

8、迷醉在克罗地亚各种各样的美酒中不醉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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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国的葡萄酒芳香醇厚是浪漫的象征，俄罗斯的伏特加刚烈强劲代表着野性，那么克罗地

亚的各式美酒将带给您非同一般的“醉”体验！几百年的酿酒历史使这里出现了多种美酒，其中

有些已成为在世界上享有美誉的佳品。克罗地亚沿地中海地区受欢迎的红葡萄酒有：特然（teran

），墨尔乐（merlot），卡百内（cabernet），欧泊罗（opolo），普拉瓦斯（plavac），丁嘎克（di

nga�）和葆斯塔（postup）。白葡萄酒有：玛瓦吉雅（malvazija），波斯普（po�ip），黑比诺（

pinot），库均扎萨（kujund�u�a）和玛斯卡（muscat）白葡萄酒。此外更有烈性酒塔瓦瑞卡（tr

avarica草药白兰地），露左瓦卡（lozova�a）和斯沃威卡（�ljivovica梅子白兰地）。

旅人提示：品酒地可参考本攻略克罗地亚美食部分的酒吧。

   

9、寻访马可波罗故里追忆震撼的东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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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曾知道中世纪欧洲最畅销的书籍是什么？答案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打开了欧洲

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

马可�波罗出生在威尼斯，在中国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来到克罗地亚后，当地朋友却会热情地告

诉你，马可�波罗出生在克罗地亚南部的科尔丘拉。

这里阳光明媚、海水清澈，科尔丘拉古城在海水的映衬下更显得威严坚固。游走在科尔丘拉让人

仿佛又回忆起当年青涩的波罗是如何凭借着不足百人的帆船，从亚得里亚海一个不知名小岛走向

古老的东方的。

马可�波罗东方之旅已经过去70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震撼着人们心灵，激励着人们勇敢出行

！至于他是出生在科尔丘拉，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似乎并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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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游克罗地亚

   

1、萨格勒布

萨格勒布是中欧历史名城，建于十一世纪，最早由一些居民聚居区逐渐发展来。十三世纪形成了

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萨格勒布市也逐渐从老城扩展出新

城。目前整个城市由三部分组成：即由教堂、市政厅等古建筑组成的老城，也称上城区，和由广

场、商业区、歌剧院组成的新区，又称下城区，以及战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市区。

圣�马克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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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格勒布最著名的景点--圣马可教堂上的徽章，左侧是代表克罗地亚，右边是代表萨格勒布市(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St Mark's church位于圣�马克广场中心，始建于13世纪。教堂顶部左侧嵌有克罗地亚—达尔马提

亚—斯拉沃尼亚徽记象征，右侧为萨格勒布市市徽。教堂内部雕刻精美，图形各异。圣�马克广

场东侧为克议会，西侧为克总理府。

门票：20库纳

地址：Trg Svetog Marka 5， 10000， Zagreb

电话：4851123

开放时间：11:00-16:00

萨格勒布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Zagreba�ka katedrala始建于11世纪。1094年，匈牙利国王拉第斯拉夫一世宣布成立萨格勒布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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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教区并兴建教堂。13世纪时，教堂曾被鞑靼人毁坏。后几经修复，并于20世纪初新建两座哥

特式塔柱（高度为104米和105米），教堂才得以重现昔日辉煌。该教堂已成为萨格勒布市的象征

之一。

地址：Kaptol 31 10000， Zagreb， Hrvatska

电话：01 48 14 727

开放时间：7:00-19:00

上城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上城是指位于萨格勒布市格拉代茨山上的中世纪老城，因与后期在其周围发展起来的新城（“下

城”）之间有80米的落差而得名。历史上，“上城”是王公贵族的居住地和统治机构的所在地，

商业和手工业曾十分繁荣。13世纪中期，“上城”在古城墙基础上形成，曾有四个城门，现今保

存下来的只有东门。圣�马克广场是“上城”的中心。

地址：Zagreb， Hrvat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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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格勒布城市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萨格勒布被称为博物馆之都，其中最出名的是萨格勒布城市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的艺术珍品

，包括雕塑、素描、版画和家具等等。在这些精美的博物馆展品中一定让你迷失自己。

门票：20库纳

地址：Opati�ka 20， Zagreb

电话：+385 1 4851 361

Galerija Klovi�evi dv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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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Galerija Klovi�evi dvori是萨格勒布的第一展览馆，这里汇聚了众多的艺术精品。每一件展品都值

得您在这里驻足观看。在Galerija Klovi�evi

dvori展馆的北边有一座精美的石门上面有圣母玛利亚的精美画像。

地址：Jezuitski trg 4， 10000， Zagreb

电话：+385 1 4851 926

斯特罗斯马耶古代大师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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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Strossmayer Gallery of Old Masters这里展示了14-17世纪一些杰出画家的作品，这些精美的作品展示

了曾经伟大的画家们的精美画作。在美术馆中展出的BASKA SLAB是最为古老的克罗地亚语碑文。

门票：10库纳

地址：Trg Nikole Subica Zrinjskog 11， Zagreb

电话：+385 1 4895 117

克罗地亚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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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ARHEOLO�KI MUZEJ 克罗地亚曾经是历史上注明的古罗马帝国中的一部分，自然这里也汇聚了

众多的历史遗迹。在考古博物馆中您将看到众多展品。这里的展品从远古到中世纪汇聚一起。而

在博物馆的后面是一家罗马雕塑园。

门票：20库纳

地址：Trg Nikole �ubi�a Zrinskog 19， 10000， Zagreb

电话：+385 1 4873 101

米马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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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Muzej Mimara在一栋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里展出的主要是安特托皮奇米马拉收藏并捐赠给克罗

地亚的许多无价艺术品，包括肖像、玻璃器皿、雕塑和东方艺术品，以及著名的画家如伦勃朗、

贝拉斯克斯和拉斐尔等人的画作。

门票：20库纳

地址：Trg Franklina Delanoa Roosevelta 4， 10000， Zagreb

电话：+385 1 4828 100

   

2、普拉

普拉是伊斯特拉省最重要的经济、旅游、交通和文化中心。经济主要有普拉港、“乌利扬尼克”

造船厂及纺织、金属加工和玻璃制造等。普拉早在十九世纪就已成为旅游胜地，今天古老的斗兽

场和布里俄尼岛等景观每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自1954年起，普拉国际电影节每年7月在斗兽

场举行。

普拉斗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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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Roman Amphitheatre croatia建于公元一世纪，是世界第六大斗兽场，也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漂亮的

露天剧场。斗兽场的周围上层为石座看台，下层为用木头圈起的看台，可容纳2万名观众。过去，

勇士同野兽在这里进行角斗。今天，这里是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一年一度的普拉国际电影节就

在此举行。

门票：20库纳

地址：Arena， Pula， Istra Croatia

电话：098 486 109

普拉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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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Arheolo�ki Muzej

Istre克罗地亚的普拉考古博物馆，展现了各地所出土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公元2-6世纪的文物。

门票：12库纳

地址：Carrarina ulica 3， 52100， Pula

电话：+385 52 218 603

   

3、斯普利特

斯普利特是克罗地亚在亚得里亚海畔最大的城市，因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45～31

3）退位后将其宫殿建于此处而闻名。在戴克里先宫（Diocletian’s Palace）的古墙内矗立着一座雄

伟庄严的大教堂，周围交织着商店和公司成排的大理石街道。傍晚夕阳西下时，斯普利特人喜欢

走出家门，或沐浴着落日余晖沿港湾散步，或在海港旁的咖啡馆小坐休憩。

戴克里先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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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始建于公元3世纪，面朝海湾，是现存最著名的罗马帝国遗迹之一。这座宫殿当初是作为一个坚固

的矩形堡垒而建造的，围墙东西方向长215米，最南端宽181米，且以塔楼加固。皇帝的寝宫、寺

庙和陵墓在连接东西两门的主道南面。宫内主要的建筑包括柱廊（Peristyle），一个列柱围绕的广

场，风景如画。

门票：免费

地址：bala hrvatakog arodnog preporoda 22

开放时间：7:00-19:00

Narodni trg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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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戴克里先宫西侧的宫门对着Narodni

trg广场，一旁矗立着15世纪威尼斯人建造的哥特式老市政厅。位于Narodni

trg广场和海港之间的Trg Brace Radica广场上至今仍有15世纪威尼斯人遗留下来的城堡的北塔楼。

地址：Narodni trg， Pula

Papalic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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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现在是市博物馆，穿过北侧宫门，可以去看看由伊万�梅什特罗维奇创作的10世纪时斯拉夫宗教

领袖格雷戈留斯（Gregorius of Nin）雕像（1929年）。

地址：Papaliceva 5

梅什特罗维奇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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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Galerija Me�trovi藏品主要为20世纪最著名的克罗地亚雕塑家伊万�梅什特罗维奇的作品。美术馆

将梅什特罗维奇最知名的作品展出，而美术馆的外形则类似一座美术纪念碑。美术馆永久收藏的

包括有雕塑、图纸、设计图样、家具和建筑模型。

门票：15库纳

地址：mestrovica 46

   

4、赫瓦尔岛

赫瓦尔岛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地时尚人群旅游度假的胜地，作为克罗地亚众多的岛屿中最为阳光明

媚、苍翠葱郁的一个，赫瓦尔岛的确名不虚传。该岛全年享有2724小时的灿烂阳光，熏衣草覆盖

的田野、宁静祥和的村庄和青松掩映的坡地，为游客勾勒出了一幅至美的全景图画。

赫瓦尔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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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中世纪赫瓦尔的风味兹老城后街体现得最淋漓尽致。赫瓦尔每一端都有一座有着漂亮的塔楼的修

道院。位于海湾最前方的圣马可教堂（Church of St

Marko）16世纪时遭受了土耳其的严重破坏，但你可以参观建在教堂废墟之上的考古博物馆。

门票：10库纳

地址：Arheoloski Muzej

开放时间：10:00-12:00；20:00-23:00

   

5、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位于克罗地亚共和国南端，杜布罗夫尼克（斯拉夫语中意为：橡树林）建于公元7世纪

中叶。它是克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克城内的大公府、杜布罗夫尼克大教堂均是该市的标志性建

筑，充分体现出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诱人魅力。创办于1950年的“杜布罗夫尼克夏季艺术节

”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和作家汇集于此，献技献艺，开展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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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文艺活动。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杜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杜布罗夫尼克

风光旖旎，草木葱茏，气候舒适，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独特秀美的自然风光、纷繁众多的名

胜古迹令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那些寻找‘地上天堂’的人们，请到杜布罗夫尼克一游”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伯纳德�萧伯纳语。

大公府 

(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座落于杜布罗夫尼克古城东侧，是城内最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建筑。历史上曾是“共和国”政府所

在地。府院建于15世纪，古朴典雅。府内既有办公场所，又有火药库和监狱。因火灾地震，府院

历经多次毁建，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哥特式风格，同时融入巴洛克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色

。大公任期一个月，期间单独居住府内处理国政，除少数正式活动外，不得随意离府，此外，大

公每天都要举行城门钥匙的交接仪式。位于府内中央的海员米霍�普拉察特头像是城内唯一的市

民雕像，意在突出表彰其对杜市所做贡献。目前，大公府内设有城市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厅、档案

馆和藏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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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罗夫尼克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建于17世纪，是克达尔玛提亚地区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教堂外观庄严雄伟，内部饰有不同时期

的宗教藏画。历史上，杜市曾是著名的金器产地。教堂珍宝馆内迄今保存着大量的贵重器物。

地址：Placa - Stradun, 20000, Dubrovnik

电话：+385 20 323 887

圣�方济各会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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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FranciscanMonastery座落在杜布罗夫尼克市西部，始建于1317年，是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宝贵的文

化、艺术和历史遗产。修道院内的回廊是杜布罗夫尼克杰出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雕细琢的石头

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与修道院同时建造的古药房是欧洲最古老的药房之一，至今仍然使用。院

内图书可谓克罗地亚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现藏有1200多本珍贵史料原稿，137本古籍

，7卷古老教堂赞美诗和大约2000余件物品，是杜布罗夫尼克市无价的文化历史财富。

门票：20库纳

开放时间：9:00-11:00

东正教教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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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Museum of the Orthodox Church参观一下这里珍藏的15～19世纪的雕像。

现在，你应该想去城墙周围转转了，在圣约翰堡垒（Fort St John）旁边的Pile Gate城门内就有几个

入口。这道雄伟的城墙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杜布罗夫尼克也因此而遐迩闻名。壮丽的景象——这

将是你整个旅程的高潮。

门票：10库纳

地址：Od Puca8

Lokrum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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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Lokrum岛克罗地亚，Lokrum岛位于亚得里亚海中，是热门的旅游胜地，主要以有很多的半野生孔

雀著名，Lokrum岛的裸体海滩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悬崖下面的水比较深，因此对悬崖跳

水者是比较安全的。

地址：Dubrovnik

   

6、科尔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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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克罗地亚所属亚得里亚海岛屿，位于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附近。面积276平方公里(，内地为

丘陵。居民从事渔业、农业(种植葡萄和橄榄)及采石业(白大理石)。猎野豺为该岛一特有行业。主

要居民点科尔丘拉位于岛东端。旧镇全部围以城墙。1529年发生瘟疫，使该镇荒芜，居民死散一

空。旧镇几乎完美无损地保留了16世纪威尼斯城镇的风貌。马可�波罗约1254年诞生于此。

   

7、扎达尔

Zadar位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最北部，它的大门向所有来自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游客敞开。

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美丽的自然景观使得这里呈现出对比鲜明的特色。这些地区给人的第一印象和

最重要的体验就是色彩感：大海的蔚蓝与延伸至海岸边的松树和橄榄树的墨绿色和谐地融在一起

。此外，亮白色的达尔马提亚石头也应该算上，海滩上不管是大片的石板还是碎沙砾亦或是鹅卵

石，无不吸引着大量游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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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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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主要由十六个大小不等、逐级跌落的湖泊组成，中国人称之为“十六湖”，是欧洲著名自然景观

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位于萨格勒布以南约140公里处，占

地约30000公顷，其中森林为26000公顷，湖泊217公顷，草地和农田3530公顷。该公园群山环抱，

气候独特，物种丰富，花奇草异，林木葱茏，湖水碧绿，瀑布飞溅，山泉叮咚，令人赏心悦目，

流连忘返。千百年来，湖水中的碳酸钙和碳酸镁不断沉积，形成天然堤坝，造湖过程延续至今，

形成天然湖泊数量已增至18个。除鸟类和小动物外，公园内还有獐、熊、狼、野猪等，湖中的鳟

鱼质优味美。

地址：HR 53231， Plitvi�ka Jezera， Croatia

电话：053 75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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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克罗地亚特产购物

贝壳纪念品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克罗地亚地处地中海沿岸，可谓是靠海吃海，其中众多的海洋纪念品是您不可错过的。

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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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就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在民间俗称“彩塑”、“泥玩”。克罗

地亚地区泥塑融合了当地风土人情行程

“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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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球实际上是一种类似带刺的鱼皮吹起的球，很具有克罗地亚特色。

红珊瑚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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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珊瑚虫是海洋中的一种生物，珊瑚系珊瑚虫死后钙化而成。红珊瑚是一种珍稀的海洋生物资

源，是珊瑚中的精品，一般生长于海下30到50米处，属一级保护野生资源。

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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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一种食物变成一种特殊的纪念品恐怕也只有克罗地亚的姜饼了。姜饼在克罗地亚对于恋人的

意义远胜过玫瑰，而且当地人结婚都会准备姜饼，在姜饼上还要写上夫妻二人的名字，跟结婚蛋

糕差不多。买会一带带有你和爱人名字的姜饼，定会让您的爱情升温。

克罗地亚烟草

克罗地亚卷烟市场每年大约为90亿支的销量以上，国内制造商TvornicaDuhanaRovinjdd（TDR）是

主导克罗地亚市场的唯一大公司。购买几包克罗地亚烟草也是不过的选择。

购物地推荐

萨格勒布

在萨格勒布的众多商店中使您购买烟草，姜饼的好地方。

杜布罗夫尼克

“亚亚得里亚海之珠”的杜布罗夫尼克物产丰富，是选购红珊瑚与贝壳制品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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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克罗地亚大快朵颐

   

1、克罗地亚美食

克罗地亚大陆式的菜肴非常具有特色，它不但具有前斯拉夫式的风格，并且与匈牙利、维也纳和

土耳其的很多美食名校都联系密切，它的菜肴主要以肉制品、淡水鱼和蔬菜为主。

克罗地亚沿海地区深受希腊、罗马 伊利里亚和后来的地中海菜系——意大利菜和法国菜的影响。

它盛产海鲜特产，比如：墨鱼、章鱼、虾、龙虾等等，具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和橄榄油、熏火腿等

等各种各样的蔬菜；而酒的方面，它拥有达尔马提亚葡萄酒、巴比克酒、玛尔维萨白葡萄酒、普

罗塞克和温克缇娜酒，以及各种利口酒，如著名的黑樱桃酒。

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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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用蜂蜜、红糖、姜等原料制作而成的，姜饼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像心形、樱桃形、小鸟形

、人形、蘑菇形等等，一般心形的为最多，也是姜饼中的代表。制作的时候将姜饼放进模具里，

然后进行烘烤，之后用颜料着色，做好的姜饼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和文字，特别有意思。而且当地

人结婚都会准备姜饼，在姜饼上还要写上夫妻二人的名字，跟结婚蛋糕差不多。

美酒 

几百年酿酒的历史使这里出现了多种美酒，其中有些已成为在世界上享有美誉的佳品。克罗地亚

沿地中海地区受欢迎的红葡萄酒有：特然（teran）， 墨尔乐（merlot），卡百内（cabernet）， 欧

泊罗（opolo），普拉瓦斯（plavac），丁嘎克（dinga）和葆斯塔（postup）。有名的白葡萄酒有

：玛瓦吉雅（malvazija），波斯普，黑比诺（pinot），库均扎萨和玛斯卡（muscat）白葡萄酒。克

罗地亚大陆主要产白葡萄酒，像格拉斯维纳（grasevina），彼界利伯根达斯 （bijeli burgun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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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兹令（rizling）和扎敏纳斯（traminac）。提到烈性酒强力推荐塔瓦瑞卡（travarica草药白兰地）

，露左瓦卡和斯沃威卡（梅子白兰地）。普罗瑟克和樱桃酒（maraschino）是两种美味的家制甜

饮，它们的美味让您难以忘怀。

烤肉 

当地的烤肉串RAZNJICI和肉加馍CEVAPCICI(一种小拇指长的牛/猪肉丸，一定要偿一偿，虽然正

宗好吃的在波黑，但除前南地区外，其他地方没有喔）。

冰淇淋 

                                               50 / 76



�������

克罗地亚：欧洲花园

特别推荐冰淇淋，好吃且口味繁多，价格公道，某些地方还可欣赏到店员的即兴表演，抛冰淇淋

球。

达尔马提亚熏火腿

达尔马提亚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附近1，000多个小岛。气候宜人，民风淳朴

。

其他美食

最值得一提的克罗地亚特产有火鸡或鸭鹅肉配mlinci(浸过火鸡汁的烤面团)，strukli(一种乡村干酪

小点心)，还有千层奶酪酥以及传统的干果蛋糕。克罗地亚有五十多种不同的本地菜及本地的奶酪

和甜点。值得向您推荐的极品有篝火烤肉、达尔马提亚熏火腿（prosutto），羊奶酪，和kulen（胡

椒味的腊肠）。在大陆，比较受欢迎的菜是火鸡配mlinci（浸过火鸡汁的烤面团）和奶酪（奶酪咸

糕）。沿海地区比较受欢迎的菜是达尔马西亚式炖鱼，海鲜汤和海鲜沙拉。

   

2、美食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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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ce

在当地极受欢迎并且名不虚传。海鲜保证是新鲜的，因为店内经常客满，流动极快。尤其一到午

餐时间，Trg Jelaqic广场周围得公司职员们便开始成群地涌入。

地址：Jurisiceva 21

参考消费：主菜12～30库纳

Boban

这家意大利餐馆兼咖啡厅供应价格公道的可口美味。来尝尝墨鱼汁配鲑鱼酱制成的意大利小方饺

。

地址：Gajeva 9

电话：48 11 549

参考消费：主菜30～50库纳

Kaptolska 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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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无论是对肚子用餐者还是成群吵闹的背包客们来说，这里都是个让人心动的好去处。不但因萨格

勒布特产（烤肉、烤羊肉串、鸭、猪肉、小牛肉和自制香肠）而闻名，还制作大盘的烤什锦蔬菜

以及一种蔬菜面包。

地址：Kaptol 5

电话：48 14 838

参考消费：主菜55～70库纳

Markronova

这里供应的全都是延年益寿的食品，是素食主义者的天堂。

地址：Ilica 72

电话：48 4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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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费：主菜约70库纳

Konoba Ciho

这家舒适的餐馆的地下室里贮藏着各色鱼类和海产品，种类多得惊人。或烤或炸或炖，供应各种

美味。

电话：48 17 060

地址:Pavla Hatza 15

参考消费：主菜55库纳起

Vincek 

(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想吃点甜的话，Vincek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胃口，它的冰淇淋最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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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5 50 834

地址：Ilica 18

斗牛犬酒吧（Bulldog）

经常聚集着一批年轻的经理、销售代表、办事员和外国移民们，大家有说有笑，陶醉在比利时啤

酒的醇香干冽之中。

地址：Bogoviceva 6

电话：48 17 393

托尔金之家酒吧（Tolkien’s House）

依照著名小说家J�R�R托尔金（JRR）小说中的场景布置，如同来到了“指环王”的世界。

地址：Vranicanijeva 8

电话：48 51 776

Indy’s酒吧

有各色甘美的果味鸡尾酒，种类之多令人，可以在露台上尽情地享受。

地址：Vranicanijeva 4

电话：48 52 053

巴西酒吧（Brazil）

这是一个游艇上的酒吧，停靠在萨瓦河（Sava River）的岸边，有时还会有现场音乐演奏。

地址：Veslacka bb

电话：91 200 2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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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克罗地亚交通

   

1、飞机 

法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公司、奥地利航空

公司、开通有北京至萨格勒布航班。法国航空公司、奥地利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汉莎航

空公司、开通有上海至萨格勒布航班。详情可查询上述航空公司的网站。

以下航空公司经营克罗地亚往来各国的航线：

斯洛文尼亚亚得里亚航空公司（Adria Airways；简称JD；www.adria-airways.com；Tel：01-48 10

011）

俄罗斯（Aeroflot，简称SU；www.aeroflot.ru；Tel：01-48 72 055）

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简称AC；www.aircanada.ca；TEl：01-48 22 033）

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简称AF；www.airfrance.com；Tel：01-48 37 100）

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简称AZ；www.alitalia.it；Tel：01-48 10 413）

奥地利航空公司（Austrian Airlines，简称OS；www.aua.com；TEl：062 65 900）

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简称BA；www.british-airways.com）

克罗地亚航空公司(Croatia Airlines；简称OU；Tel：01-48 19 633；www.croataairlines.ht；Zrinjevac

17，Zagrb)是克罗地亚的国家航空公司，最近增加了其航班数量。

捷克航空公司（CSA简称OK；www.csa.cz；Tel：01-48 73 301）

三角洲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简称DL；www.delta.com KL；Tel：01-48 78 760)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Northwest，www.delta.com KL；www.klm.com；Tel：01-48 78 601）

波兰LOT航空公司（LOT，简称LO；www.lot.com；Tel：01 48 37 500）

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简称LH；www.lufthansa.com；Tel：01-48 73 121）

匈牙利航空公司（MALEV Hungarian Airlines，简称MA；www.malev.hu；Tel：01-48 36 935）

土耳其航空公司（Turkish Airlines，简称TK；www.turkishairlines.com；Tel：01-49 21 854）

                                               56 / 76



�������

克罗地亚：欧洲花园
杜布罗夫尼克有一个国际机场（Tel：020-773 377；www.airport-dubrovnik.hr）。

旅人提示：“离境税”从意大利港口上船要缴纳3欧元的离境税。

   

2、轮船 

几家航运公司的定期航班将克罗地亚与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相连接。   

Jadrolinija公司（www.jadrolinija.hr；Riva 16；安科纳分部Tel：071-20 71 465；巴里分部Tel：080-52

75 49；斯普利特分部Tel：21 338 333；扎达尔分部Tel：23 25 0555；杜布罗夫尼克分部Tel：385 20 4

1800），克罗地亚国家航运公司，经营从意大利的安科纳（Ancona）到斯普利特（44欧元，10小

时）和扎达尔（41欧元，7小时，夏季每周四班，10月到次年5月每周一班）的汽车轮渡，还有一

条航线从意大利的巴里（Bari）到杜布罗夫尼克（49欧元，8小时，夏季每周四班，10月到次年5月

每周一班）。

Losinska Plovidba公司（科佩尔分部Tel：056-645 183，66 45 181；Pristaniska

45；普拉分部Tel：052-210 431，211 878；Riva 14）该公司渡轮从斯洛文尼亚的科佩尔（Koper）到

普拉（9欧元，4.5小时）额扎达尔（23欧元，13.5小时）。

SEM公司（www.sem-marina.hr；斯普利特分部Tel：21-338 292；Gat Sv

Duje；安科纳分部TEl：071-20 40

90）连接意大利的安特纳和扎达尔、斯普利特、及赫瓦尔岛的Stari Grad镇（每周二到四班）。

SNAV公司（www.snav.com；安科纳分部Tel：071-20 76 116；那不勒斯分部Tel：081-428

5555；斯普利特分部Tel：21 322 252）该公司的快速汽车轮渡连接了意大利的佩斯卡拉（Pescara）

、安科纳和斯普利特（73欧元，4.5小时），以及佩斯卡拉和赫瓦尔岛（80欧元，3.5小时），另有

一条客船航线将意大利奇维塔诺瓦（Civitanova）和安科纳与扎达尔（70欧元，3.25小时）连接起

来。

Adriatica Navigazione公司（www.adriatica.it；了解大体信息和预约Tel：081 317

2999；威尼斯分部Tel：041-781 611；安科纳分部Tel：071-20 74 334）连接安科纳和斯普利特（7月

到7月每周一班）并往返于里雅斯特（Trieste）和罗维尼（Rovinj；15.49欧元，3.5小时，6月到9月

每周六班）。

Venezia Lines公司（Tel：041-52 00 568；www.venezialines.com；Santa Croce 518/A，Vene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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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35）每周有一班客船往返于威尼斯和普拉（45欧元，3小时，4月到10月）以及其他海滨城市。

Archibugi公司（拉韦纳分部Tel：0544-422 682；电子邮箱：archibugi@tin.it；Via Magazzini anteriori

27；里耶卡分部Tel：051-325 540；travel.rijeka@transagent.hr；Verdijeva 6）该公司轮渡从7月到9月

中旬往返于拉韦纳（Ravenna）和里耶卡（Rijeka；40欧元，8小时，每日一班）。

   

3、陆路交通

公共汽车 

Eurolines公司

有从维也纳到萨格勒布的长途汽车（32欧元，6小时，每日两班）。另外每日一班从萨拉热窝（Sa

rajevo；22欧元，3小时）开往杜布罗夫尼克；从梅杜戈耶（Medugorje）、莫斯塔尔和萨拉热窝开

往斯普利特（15.5欧元，7小时）；以及从萨拉热窝开往萨格勒布(28欧元，8小时)和里耶卡（33欧

元）。

Deutshe Touring GmbH 公司（Tel：069-790 350；www.deutsche-touring.com；Am Romerhof 17，Fran

kfurt）有许多长途汽车从德国主要城市开往克罗地亚。还有长途汽车从威尼斯（24欧元，6小时，

每日三班）、的里雅斯特（14欧元，3.75小时，每日三班）至普拉，以及里耶卡、扎达尔、斯普

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64欧元，15小时，每日一班）。斯洛文尼亚到伊斯特拉沿海一带交通非常

便利，有长途汽车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开往萨格勒布（3070斯洛文尼亚托拉尔，3小时，每

日两班）、里耶卡（22880斯洛文尼亚托拉尔，2.5小时，每日一班）和斯普利特（6550斯洛文尼亚

托拉尔，10.5小时，每日一班）。

每天上午有一班长途汽车从萨格勒布开往贝尔格莱德（Belgrade；25.5欧元，6小时）。

每天有一班来自黑山共和国的长途汽车上午11点从黑山边境出发，开往新海尔采格（Herceg－Nov

i；60库纳，2小时）和科托尔（Kotor；100库纳，2.5小时）以及巴尔（Bar；130库纳，3小时）。

小汽车和摩托车 

驾驶员需要有车辆注册证件和保险绿卡（该卡可以证明驾车通过的欧洲司机持有保险，并遵循当

地的最低保险要求）才能驾车驶入克罗地亚。

HRVATSKI AUTOKLUB是克罗地亚汽车俱乐部，可以提供有关租车的相关帮助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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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Janka Dra�kovi�a 25 10000, Zagreb, Hrvatska

电话：01 45 54 433

网址：www.hak.hr�

   

4、火车 

  “卢布尔雅那”号（Ljubjana）特快每日从维也纳到里耶卡（65.5欧元，11.5小时，每日两班）

途经卢布尔雅那，另外有EuroCity的“克罗地亚”号（Croatia）列车从维也纳到萨格勒布（60.5欧

元，6.5小时），中途都警服哦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Maribor）。6月中旬到8月时每周周末有一

班列车从普拉开往卢布尔雅那（210库纳，4小时）。从慕尼黑（Munich）开往萨格勒布（70欧元

，9小时，每天三班）的列车中途经过萨尔茨堡（Salzburg）和卢布尔雅那，还有列车从柏林开往

萨格勒布（135欧元，16小时，每日一班）。

从萨格勒布到布达佩斯（Budapest；30欧元，6.5小时，每日四班）的列车中途停靠匈牙利境内的

第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瑙吉考尼饶（Nagykanisza，11欧元）。单程与往返票价相同。

威尼斯和萨格勒布（41欧元，8小时0之间每天有一班列车，途经卢布尔雅那。

另外还有列车往返于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23欧元，2.25小时，每日11班）之间，里耶卡和卢布

尔雅那（25欧元，3小时，每日四班）之间，以及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17.5欧元，6小时，每日

五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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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克罗地亚酣然入睡

1、旅社

Ravnice Hostel 

由一位澳大利亚女士创建并经营。干净而舒适的客房分为双人间、四人间和十人间。距市中心只

有两公里。

地址：Ravnice 38D

电话：23 32 325

网址：www.ravnice-youth-hostel.hr

交通：乘4、7、11、12路电车可达

参考房价：宿舍床位99库纳

Studenthotel Cvjetno Naselje

位于市区南部的Slavonska avenija不远处，宿舍式的房间都很不错，而且每间都配有卫生间。

地址：lavonska avenija

电话：61 91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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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4、5、14、16、17路电车可达，乘电车在“Vjesnik”站下车。

参考房价：宿舍床位210库纳

Studentski dom Stjepan Radic

Jarun湖附近的学生宿舍，位于市区西南，夜生活丰富。

电话：36 34 255

交通：乘5、17路电车可达

地址：Jarunska ulica 3

参考房价：宿舍床位125库纳

Omladinski Hotel 

有人说这里又脏又乱。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最好还是自己去试试，至少它的位置是在市中心

。

电话：48 41 261

传真：48 41 269

地址：Petrinjska 77

参考房价：六人间宿舍床位73库纳，三人间宿舍床位83库纳，双人间宿舍床位211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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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Ilica

作为小旅馆，同时有舒适的房间和热情的服务，实在难得。

电话：35 77 522

网址：wwwlhotel-ilica.hr

地址：Ilica 102

交通：乘6、11、12路电车可达

参考房价：单/双/双床间/公寓房349/449/549/749库纳

Youth Hostel

位于普拉市中心以南仅3公里处，可俯瞰海滩全景，且离本地区最大的迪斯科舞厅之一不远。乘坐

开往Verudela半岛的2路或7路公共汽车到“Piramida”站下车，往回走到第一条街，然后左转就能

找到标牌。

电话：391 133

邮箱：pula@hfhs.hr

参考房价：住宿含早餐/住宿含早餐及正餐110/142库纳，包早餐露营地72库纳，帐篷10.5库纳

Hotel Omir

房间较小的但却舒适，价格全年不变。

地址：Dobricheva 6

电话：210 614

传真：213 944

参考房价：单/双424/550库纳

Hotel Rivi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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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里有优质的服务和舒适的条件，但价格还是相对贵了些（淡季会有折扣），这座一星级宾

馆俯瞰着整个海港，在前排的大房间里可以观赏到海景，有遮荫的宽敞露台上是个品茶休闲的好

去处。

地址：Splitska ulica 1

电话：211 166

传真：211 166

参考房价：单/双437/715库纳

Autocamp Stoja露营地

位于市中心西南3公里处一个多荫的海角上，这里的海滨可以游泳。乘1路公共汽车在终点站Sro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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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可达。

电话：387 144

传真：378 748

参考房价：每位成人/宿营地和汽车50/110库纳

开放时间：4月至10月

2、出租私宅 

出租私宅中介公司一般周末不营业而且不提供电话预订服务。单人间/双人间价格大约为170/220库

纳，公寓房一般最少每晚300库纳，如果只住一晚通常还会额外收费。

Evistas公司

电话：48 39 554

网址：evistas@zg.tel.hr

地址：Augusta Senoe 28

参考房价：单人间172～227库纳，双人间234～314库纳，公寓房364～835库纳

ADP Gloria公司

电话：48 23 567

网址：www.adp-glorija.com

地址：Britanski trg 5

Di Prom公司

电话：65 50 039

传真：65 50 233

地址：Trnsko 25A

                                               64 / 76



�������

克罗地亚：欧洲花园
  

九、行程推荐

   

1、3日精华游

线路设计：萨格勒布 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 普拉 杜布罗夫尼克古城

D1：萨格勒布

抵达萨格勒布（Zagreb），游览圣�马克教堂与萨格勒布大教堂感受独特的宗教魅力。之后后游

览萨格勒布最出名的是的博物馆萨格勒布城市博物馆。午后游览由上城（UpperTown）和卡普陀

（Kaptol）组成的BanJelacic广场，欣赏中世纪风格的教堂、宫殿、戏院和政府建筑。

D2：萨格勒布——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普拉

前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NationalParkPlitvice）。这是16个晶莹剔透的

青绿色的美丽湖泊，湖水流入山间形成了92条壮观的瀑布。最难忘的体验无疑是边行走在木制步

道上，边欣赏壮观的瀑布美景。之后前往普拉住宿。

D3：杜布罗夫尼克古城

杜布罗夫尼克可谓克罗地亚最热门、最不能错过的重要古城，这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了世界遗产名录，是欧洲建筑和文化之杰作。古城完好的保存了几个世纪，其中圣方济修道院（F

ranciscanMonastery）、东正教教堂博物馆都不容错过。

   

2、8日玩转克罗地亚

线路设计：萨格勒布 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 普拉 扎达尔 斯普利特 杜布罗夫尼克

D1：萨格勒布

在萨格勒布（Zagreb）游览由上城（UpperTown）和卡普陀（Kaptol）组成的BanJelacic广场，欣赏

中世纪风格的教堂、宫殿、戏院和政府建筑。

D2：萨格勒布——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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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NationalParkPlitvice）。这是16个晶莹剔透的

青绿色的美丽湖泊，湖水流入山间形成了92条壮观的瀑布。最难忘的体验无疑是边行走在木制步

道上，边欣赏壮观的瀑布美景。之后前往普拉住宿。

D3：普拉

来到这里仿佛重返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当然不能不参观圆形大剧场，它是最著名和最重要的纪念

碑，是观光游必去之处。这里完全值得泡上一整天，下午有时间也可以选择乘船出海感受一下克

罗地亚海上风情。或是下午选择去普拉考古博物馆Arheolo�ki Muzej

Istre克欣赏各地所出土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公元2-6世纪的文物。

D4：普拉——扎达尔

从普拉驱车前往扎达尔（Zadar）。扎达尔给人的第一印象和最重要的体验就是色彩感，大海的蔚

蓝与延伸至海岸边的松树和橄榄树的墨绿色和谐地融在一起。

D5：扎达尔——斯普利特

前往亚得里亚海海岸的最大城市斯普利特，来到这里不容错过戴克里先宫，它始建于公元3世纪，

面朝海湾，是现存最著名的罗马帝国遗迹之一。之后游览梅什特罗维奇美术馆，这里展现了20世

纪最著名的克罗地亚雕塑家伊万�梅什特罗维奇的作品。

D6：斯普利特——杜布罗夫尼克

继续游览斯普利特，当然不能错过Narodni trg广场，广场上至今仍有15世纪威尼斯人遗留下来的

城堡的北塔楼。午餐后前往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c)。

D7：杜布罗夫尼克古城

杜布罗夫尼克可谓克罗地亚最热门、最不能错过的重要古城，这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了世界遗产名录，是欧洲建筑和文化之杰作。古城完好的保存了几个世纪，其中圣方济修道院（F

ranciscanMonastery）、东正教教堂博物馆都不容错过。

D8：杜布罗夫尼——萨格勒布

在萨格勒布游览之前未游览圣�马克教堂与萨格勒布大教堂感受独特的宗教魅力。最后游览萨格

勒布最出名的是的博物馆萨格勒布城市博物馆。

                                               66 / 76



�������

克罗地亚：欧洲花园
  

十、旅人提示

   

1、生活提示

克罗地亚当地重要的电话号码：

克罗地亚国际代码：385

急救中心：94

火警 ：93

匪警92

汽车故障：987

总信息台：981

当地和长途电话问询：988

国际电话问询：902

天气预报和路况：060 520 520

出租车：970

机场问询：6265222

健康与卫生

游客在该国很少遇到健康问题，这得益于该国对城市地区的高标准卫生和疾病控制。自来水可安

全饮用。虽然没有具体的疫苗注射必要，但我们还是建议计划长期呆在该国或前往非旅游地区的

游客注射A型肝炎，伤寒和小儿麻痹疫苗。如果您预计可能会与野生动物发生密切接触，那么最

好接种狂犬病疫苗。此外，您还应注意的是，一种叫做蜱的昆虫携带有脑炎病毒，因而在前往森

林地区时，请务必携带上驱蚊喷雾剂，并提前以足够的量涂抹全身。警惕盛夏的阳光和炎热;直接

的过度暴晒可能导致严重的短期和长期的皮肤损伤，而没有喝足够的液体很可以容易导致脱水。

医院可为所有游客提供相对高水准的医疗服务以及免费的急诊。克罗地亚和许多欧盟国家之间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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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有互惠健康协议，来自协议国的游客可享受有限数量的免费医疗服务。您可登陆自己国家的外

交处网站，查看您是否有资格享受此项优惠待遇。

萨格勒布中心临床医院（Clinical Hospital Center Zagreb）：＋385 1 49 20 019

礼节 

克罗地亚的和平历史并不久，该国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种种蹂躏还没有成为当地人的一种遥远记忆

。因而，当地人往往对战争的相关问题会相当的敏感。游客应尽量避免提及战争或该国以前与其

邻国的紧张关系。

克罗地亚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尤其家中的长者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广泛尊重。游客应该意识到

这一点，并在被介绍给家庭成员时对长者尤其尊重。

向别人主动提出问候之时，您可与对方握手，并说“dobro jutro ”（早上好），或 “dobro dan”

（您好），或 “dobro

veèer”（晚上好）。除特殊情况外，您应以全名（包括姓氏）来称呼当地人。

宗教在克罗地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游客应尊重当地人的信仰，并避免任何可能具有反

天主教意味的话题。

餐桌礼仪

克罗地亚的餐饮礼仪十分的自由。游客很少有机会真正得罪其他的出席嘉宾。而对于餐具的使用

以及其他用餐礼节，克罗地亚的习俗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并无区别。

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克罗地亚人也会对于收到礼品表示十分的感激。因此在前往克罗地

亚人家做客时，您不妨携带上鲜花，葡萄酒，或从本国带来的纪念品，以表示对于主人的感谢。

在饭厅，客人应该等待主人来告知自己的座位后，才可入座。直至主人明确表示后，您才可以开

始用餐。除非主人再三央告您多吃一些，否则出于礼貌，您最好每样食物只品尝稍许，切不可不

顾形象的狼吞虎咽。

用餐完毕后，您只需将少量的食物留在盘中，就可告诉主人您已经吃完了。

攻略中所涉及的时间及消费仅供参考，均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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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克罗地亚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 MLINOVI 132， 10000 ZAGREB， REPUBLIC OF CROATIA

国家地区号：003851

值班室：4637011

办公室：4693014

武官处：4693013

领事部：4693002

传真：4637012

网址：http://hr.china-embassy.org

http://hr.chineseembassy.org

电子邮箱：E.C.OFFICE.CHN@ZG.HTNET.HR

   

3、签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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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克罗地亚旅行关键词

书籍：

《克罗地亚：一个战争铸造的国家》 

想了解克罗地亚，最好的一本书籍莫过于《克罗地亚：一个战争铸造的国家》。该书讲述了克罗

地亚从罗马时代到图季曼总统执政时期的历史，以生动易懂的方式描绘了克罗地亚人的斗争精神

。

《列国志——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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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是位于欧洲中南部的亚得亚海东岸的一个小国。克罗地亚海岸线绵长，海水清澈，海湾

众多，大大小小岛屿有一千多个，因有“千岛之国” 之称。克罗地亚民族是欧洲古老的民族，历

史上长期受异族统治，直到1991年成为独立国家。如今，克罗地亚正努力建设成一个现代的欧洲

国家。本书资料扎实，叙述和分析得当，文字通畅简练，既有可读性，也有学术性，是国内第一

本全面介绍克罗地亚的工具书。

《克罗地亚的冬去春来》

一九九一年，克罗地亚(Croatia)脱离前南斯拉夫独立，成为克罗地亚共和国，翌年与中国建立邦

交。如果独立战争的伤痛，让克罗地亚民族经历了史上最严峻的冬天，那么，它今日已经由隆冬

步入春天。作者正值这冬去春来之际，踏足这片遥远陌生的土地，展开了一段不平凡的旅程。 本

书记录了这次难忘又珍贵的旅程——里耶卡「最精彩的四十八小时」嘉年华、古朴的山城莫托温

、色彩绚丽的海城洛文、充满罗马帝国文化的普拉市、白雪皑皑的十六湖国家公园、雄伟罗马宫

殿斯普利特、古都萨格勒布等等，透过深情的文字与鲜活的影像，都一一展现到读者眼前，让大

家尽情体会克罗地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兼并的两种面貌。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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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狂想曲 

提高克罗地亚不得不提起那首震撼心灵的“克罗地亚狂想曲”。该曲出自专辑《The piano

player》（钢琴弹奏者）2003 音轨号11 专辑封面由作曲家Tonci Huljic谱写，Maksim(马克西姆)演绎

的《克罗地亚狂想曲》：用音乐描述了饱受战争创伤后克罗地亚灰烬中的残垣断壁，夕阳倒映在

血泪和尘埃之中，明快的节奏、悲惨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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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75 / 76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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