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5.14、10.22 克羅埃西亞．斯洛文尼亞．蒙地內哥羅

13 天 

華航(CI)直飛‧4 晚五星‧哈瓦島‧雙國家公園 

NT:113,900 元/人 (含稅、每人一張網卡) 

 
【貼心安排】 

◎特別加贈~朱布亞那城堡纜車及杜布羅威尼克景觀纜車。(如不搭乘，述不退費) 

 

有人問我克羅埃西亞美嗎？ 讓我用幾句話來敘述這夢境中的天堂。克羅埃西亞是如成串珍珠般耀眼動人的島

嶼、有觸動心弦的城市、有上天恩賜的自然美景、有隨處可見的歷史遺跡、克羅埃西亞是筆墨難以形容的仙

境，她是上帝賜給人類最完美的傑作。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的亞德里亞海岸線上散落著 1 千多個小島，這

裏風光秀麗、景色迷人，每個小島都有獨特的味道，白色的沙灘與蔚藍海洋，它們的名氣和愛琴海上的希臘小

島一樣響亮，在咖啡座上曬太陽，看望海的老人，讓時間無所事事地過…… 

 

 

素有歐洲綠寶石美稱的斯洛伐尼亞，是個人口約 200 萬，土地面積只有台灣 2/3 大的小國.。美麗山水風景與友

善的人民是她的特產。長期的對外封閉（獨立後才開放），反而保存下許多古雅天然的景觀及令世人驚艷的風貌！

朱布亞那是個色彩豐富、又清新脫俗的城市！布雷德是美景彷如仙境小鎮，崖壁上城堡布萊德城堡、珍貴鐘乳石

洞波斯托伊娜溶洞皆是不可錯過的仙境！ 

 



 

黑山共和國或蒙特內哥羅，是位於巴爾幹半島西南部，亞得里亞海東岸上的一個多山小國。其東北為塞爾維

亞，東為科索沃（2008 年 2 月 17 日單方面宣布獨立），東南為阿爾巴尼亞，西北為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以及

克羅地亞，西南則為亞得里亞海（為地中海的其中一個部分）。 
 

 

 

 

 

素有歐洲綠寶石美稱的斯洛維尼亞，是個人口約 200 萬，土地面積只有台灣 2／3 大的小國.。美麗山水風

景與友善的人民是她的特產。長期的對外封閉（獨立後才開放），反而保存下許多古雅天然的景觀及令世人驚艷

的風貌！盧比亞那是個色彩豐富、又清新脫俗的城市！布雷德是美景彷如仙境小鎮，崖壁上城堡布雷德城堡、

珍貴鐘乳石洞波斯托那溶洞皆是不可錯過的仙境！ 



 

 
聯合國文教會(UNESCO)明列世界珍貴人類遺產最美麗城市～杜布羅尼克。素有「斯拉夫雅典」美稱，

巧妙的結合自然景觀及人文建築，從哥德式、巴洛克與洛可可風格至文藝復興時代，所有時期的建築

特色相互交錯、融合，使得該城鎮成為克羅埃西亞最閃耀的世界遺產城市。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

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飛行時間 

第 1 天 23：35 06：05+1 桃園／維也納 華航航空 CI 63 
13 小時 30

分 

第 12 天 11:00 05::35+1 維也納╱桃園 華航航空 CI 64 
11 小時 35

分 

 

行程內容 

第 一 天 桃園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斯拉夫民族經過戰火的洗煉，但上蒼依然把群山裝扮得峰巒疊翠、氣象萬千。今日將到訪這陌生的巴

爾幹國度，您將一次次地領略到它的絕色風采，深深地悸動著您我的心靈。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機上 

 

第 二 天 維也納朱布亞那 LJUBLJANA(斯洛維尼亞) 布雷德湖 BLED LAKE 
行車時間及距離：維也納 410KM/4HR 布雷德湖 55KM/40Min 朱布亞那 

今日抵達後首先前往位於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世界的十字路口－朱布亞那，它是一個文化大熔爐，

也 

是斯洛維尼亞的首都，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市區中猶保存著羅馬帝國時代的遺跡，巴洛克式建築

的 

市政廳、十七世紀的羅巴噴泉、有趣的三重橋、綠頂雙塔的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城市最美的廣場，以

及 

紅色的聖方濟教堂，都讓人流連忘返。接續前往素有藍湖之稱－布雷德湖，如畫般的美景瞬間洗滌了

今 

日搭機的辛勞，翠綠的湖面倒映著懸崖上的古堡，構成了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蔚藍的湖水在群山所

環 

抱下，更凸顯出悠然恬靜的景緻，令人忘記浮世中一切的煩憂!  

 



■下車參觀：聖尼古拉斯大教堂、三重橋、聖方濟教堂、龍橋。 

■含 門 票:朱布亞那城堡覽車(特別贈送)。 

 

早餐：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旅館內用 

GOLF(4★)或 PARK(4★)或 JEZERO(4★) 

或 ECO(4★)或同級。 

 

 

第 三 天 布雷德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 POSTOJNA(地球上最美麗的地底世界)歐帕提亞 

OPATIJA(克羅埃西亞) 

行車時間及距離：布雷德 55KM/1H 朱布亞那 52KM/1H 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 65KM/1H20Min 歐帕 

提亞 

 

 
一夜好眠後，又是令人驚豔的一天，今早我們將安排搭乘 PLETNA 人力小船前往斯國人民心中的聖地－

布雷德湖湖中之島，「於其生、於其死」皆希望在這裡。島上的聖母教堂裡不時地傳出幸福的鐘聲，低

音迴盪於湖面，像是這裡湖底流傳一則古老的傳說，訴說著一名婦人對丈夫的思念，臨去之前可許個

願望。接續前往波斯托伊那，造訪歐洲最大最美的天然鐘乳石洞，首先必需搭乘小型電動車深入洞

穴，帶您穿梭於如愛麗絲的仙境地層，深入參觀各種形狀石筍及石柱，及世界上獨有的人色魚；這是

一生不曾有過的感動，讚嘆大自然是如此神奇，烙印在每一個遊客的心中（終年溫度為 7-8 度，並有

小水滴，請有心理準備）。向晚時份抵達昔日奧匈帝國時期之皇家海濱渡假勝地－歐帕提亞，這裡海洋

氣候溫和舒適，充滿地中海風情，具有特別的吸引力，甚至連哈布斯堡貴族也來此地避寒。 

 

■含 門 票: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小火車)。 

◎特別安排：『PLETNA 人力小船』前往布雷德湖湖心小島(如遇停駛每人現退 10 歐元)。 

貼心提醒：鐘乳石洞洞內終年溫度為 7-8 度，外套可別忘了!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雞腿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GRAND(4★)或 BRISTOL(4★)或同等級。 

 

第 四 天 歐帕提亞札達爾 ZADAR旅館 
行車時間及距離：歐帕提亞 302KM/3.5H 札達爾 77KM/1H 旅館  

歐帕提亞這裡的美麗不在景點的探索，而是一種生活的感受、及心靈的解放與沉殿，在這裡生活幾乎離

不開海岸，你可散步於海濱大道上，一邊是蔚籃的大海、一邊是高級飯店與別墅林立，海鷗&少女、漁

夫..，看著這充滿詩意的構圖，陶醉著、感歎著，今日就讓亞得里亞海讓海為你洗塵。接續來到眾神之

地札達爾，它擁有四位守護神 Zoilus、Simon、Chrisogonus、Anastasia 所庇蔭。數千年來，一直是達

爾馬提亞首都，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從那斑駁的牆垣與無數的宗教紀念碑足可證明：古羅馬遺跡、9 世

紀的 St. Donatus Church 教堂、14 世紀克國最古老的大學、克國第一本小說撰著地、第一份報紙的發



生地等等。落日餘暉、悠揚悅耳的海風琴聲，蔚然成為亞德里海的浪漫情懷。 
■下車參觀：海濱散步大道、安裘莉娜別墅、海鷗少女、聖多納教堂、古羅馬凱旋門遺跡、海管風琴、

人民廣場。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克羅埃西亞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SOLARIS 系列(4★)或 OLYMPIA(4★) 

或 PUNTA(4★)或同等級。 

 

第 五 天 旅館斯普利特 SPLIT跳島之旅哈瓦爾 HVAR ISLAND 
船行時間及距離：斯布利特(渡輪約 2H)哈瓦爾 
行車時間及距離：旅館 88KM/1.5H 斯普利特 

今日專車前往古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的皇城古都一斯布利特，昔日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所興建的宮殿

所 

在，迄今宮殿遺跡保留完善，從各有涵義的金、銀、銅、鐵門、由皇陵改成的聖多米努斯教堂、皇宮

大 

廳等，精美的雕刻、壯麗的柱廊……等，皆充分顯現出帝政時期的宮廷氣派，在在難掩羅馬帝國皇宮

的 

絕代風華。克羅埃西亞素有千島之國的美譽，波光瀲灩碧波萬頃的達爾馬提亞海岸，羅列著許多美麗

的 

小島，猶如一顆顆海上明珠，每座小島上更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傳奇。來到亞得里亞海沒探訪這些充滿

傳 

奇的小島，就如同到了挪威，不去峽灣，您絕對會遺憾。午後我們將搭上渡輪進行亞得里亞海跳島之

旅， 

從皇城古都斯布利特出發，前往素有薰衣草島之稱的陽光小島－哈瓦爾 HVAR ISLAND。哈瓦爾之名源 

起於希臘文『明亮小屋』之意，島上的歷史遠超過亞得里亞海上的任何一個島嶼，也使得哈瓦爾島為

豐 

郁的文化古蹟氣息所籠罩，今年我們更特別安排登上 16 世紀初時所建造的堡壘，從山頂上不但可俯瞰 

哈瓦爾城內風光更將帕克連尼群島一覽無遺，信步古老城中像似醉入薰衣草的魔力一般，令人流連忘

返。 

無怪乎 The Traveler 旅遊雜誌將哈瓦爾島列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島嶼前十名中。 

 
■下車參觀：聖多米努斯教堂、金、銀、銅、鐵門、哈瓦爾小鎮、聖史蒂芬教堂、軍械庫。 

◎特別安排：跳島之旅：船遊斯布利特∼哈瓦爾 HVAR ISLAND。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PEKA 牛犢(小牛肉) 

晚餐：旅館內西式 

AMFORA HOTEL(4★)或 RIVA(4★)或等級 

 



 

第 六 天 哈瓦爾歐米什 OMIS史東 STON杜布羅威尼克 DUBROVNIK 
船行時間及距離：哈瓦爾(渡輪約 2H)斯布利特 

行車時間及距離：斯布利特 26KM/40Min 歐米什 156KM/2H30Min 史東 54KM/1H 杜布羅威尼克 

 
今日搭船返回本島，專車前往海盜小鎮—毆米什，座落在采蒂納河入海口，兩山相夾，宛如巨門，十

二世紀至十五世紀，三百年間為對抗威尼斯的海盜基地，憑藉著有利地形，成功地阻擾威尼斯的侵

入，十六世紀強悍的土耳其人佔領了克羅埃西亞大片領土，卻從未進入背山面海的歐米什；續前往築

有長城石牆屏障的史東，此地是該地寶貴的財富，堅固的城牆曾在動盪時期肩負著保衛小鎮的重任(歐

洲的萬里長城)，接續搭車返回素有亞德里亞海明珠和城市博物館之美稱的杜布羅尼克。 

■下車參觀：歐米什小鎮、史東長城。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因船班之故，當地料理或每人退餐

費 15 歐元 
晚餐：亞德里亞海鮮餐 

CROATIA(5★)或 ARISTON(5★) 

或 SUN GARDENS(5★)或同級。 

 
第七 天 杜布羅威尼克佩拉斯特 PERAST(蒙地內哥羅)科特古城 KOTOR杜布羅威尼克 

 
行車時間及距離：杜布羅威尼克 90KM/1h25Min 科特 15KM/20Min Lepetane 渡口∼Kamenari 渡 

口 62KM/55Min 杜城 



蒙地內哥羅在塞爾維亞語：Република Црна Гора/Republika Crna Gora，即「黑色

的山」的意思，其迷人的峽灣和海岸一直是旅人的最愛。今早專車前往南歐最大的、也是最美麗的科特

峽灣，它擁有與「北歐∼小矮人之路」之美麗壯觀峽灣景色，讓您不得不讚嘆自然之偉大；1979 年列入

為 UNESCO 所指定保護之人類文化遺產的科特古城，依山 

傍水古城裡溶合了不同時代建築風格及石板锲成狹小的巷弄，沿山而建的古老城牆是特意佈局，具獨

特戰略意義。接續前往佩拉斯特位於峽灣內，其美麗的自然景觀，讓您彷彿置身於明信片內，特別安

排搭乘遊船繞行謎樣般的雙子島—(船經)聖石女島(上島)及聖喬治島(不上島)，讓您的目光無法從這

移開。接續返回旅館。 

■下車參觀：科特小鎮、護城河、海門、聖盧卡斯教堂、聖特勒弗大教堂。 

◎特別安排：雙子島遊船、峽灣渡輪(Lepetane∼Kamenari)。 

■含 門 票: 聖石女島(上島)。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特色章魚沙拉佐墨汁義大利麵 

晚餐：旅館內西式  

CROATIA(5★)或 ARISTON(5★) 

或 SUN GARDENS(5★)或同級。 

 

 

第 八 天 杜布羅威尼克尼姆 NEUM(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旅館(克羅埃西亞) 
行車時間及距離：杜布羅威尼克 62KM/1H 尼姆 164KM/2H 旅館 

杜

布羅威尼克愛爾蘭作家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曾說：「想目睹天堂美景的人，就到克羅埃西亞的

杜布羅威尼克。」依山傍海，風景優美，氣候溫和，素有亞德里亞海明珠 PEAL OF ADIATIC 和城市博

物館之美稱，聯合國文教會 1979 年更明列為人類世界文化珍貴的的遺產，味道有點像威尼斯，但更多

添了些古老的感覺。杜布羅威尼克面積只有 979 平方公里的杜布羅威尼克，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

風采，雅致的聖方濟修道院、熱鬧的布拉卡大道、文藝復興風格的宮殿廻廊與拱門，歲月似乎不曾為

她改變什麼，而古城牆極為適合散步及眺望亞德里亞海美景，若要全部走完可能需要一點腳力，小巷

人家及小咖啡店就在古城牆上，獨特的感覺此處僅有，漫步其中的樂趣，只有親臨才能體會，它的美

真是值得細細品味! 午後行車中經過於美麗的達爾馬提亞海岸途經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邊境城市

尼姆，僅僅 21 公里的亞德里亞海岸線，是波士尼亞的唯一臨海的寶地。 

行車參觀：波士尼亞的邊境城市尼姆。 

■下車參觀：派勒門、史特拉敦大道、大噴水池、小噴水池、聖約翰堡壘、雷維林堡壘、鐘塔、禁衛軍

之家、聖布雷瑟教堂、史邦扎宮。 

■含 門 票:舊城牆、景觀纜車(特別贈送)。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烤花枝料理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PRESIDENT(5★)或 ARTIUM(5★) 

或 LE MERIDEN(5★)或 PARK(5★)或同等 



           

第 九 天 旅館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PLITIVICA JEZERA 
行車時間及距離：旅館 258KM/3H 普萊維斯 

今日專車前往前南斯拉夫最綺麗的國家公園－普萊維斯國家公園，由數座大小湖泊及無數瀑布組成，

故又稱為十六湖國家公園。它是由水和石灰岩層變化而形成特殊的石灰華地形，且湖水會因含有各種

不同礦物質成分的變化而顯得瑰麗異常。藏身於巴爾幹半島上的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呈現出不同的風

貌，春天，春雷剎響，大地蟄伏，森林間卻暗藏生機，樹林湖泊間充滿希望。夏天，林木鬱鬱蔥蔥，

聽松濤呼嘯，萬綠烘托出湛藍的湖水。秋天，紅葉滿山，妝點了十六湖如一位天生麗質的美女，讓人

賞心悅目。冬天，玉樹瓊枝，一片銀色如童話般世界，彷彿仙境，如此清靜不被打擾。難怪多少詩人

訴不盡心中的悸動，多少畫家和攝影家更為這天色美景羨煞不已。您的照相機準備好了嗎？讓我們出

發吧！PS.上湖區開放時間依照國家公園公布為主。 

 
 

■含 門 票:普萊維斯國家公園、渡輪(開放視天候而定)。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克羅埃西亞烤羊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JEZERO 或 HOTEL PLITVICE 或 DEGENIJA 或

ETNO GARDEN 或同等級。 

(十六湖國家公園係因為高知名觀光勝 

地，若遇園區內飯店客滿，則改住園區外

飯店，敬請見諒!!) 

 

第 十 天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札格雷布 ZAGREB 




行車時間及距離：普萊維斯 137KM/2H 札格雷布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建立於 1949 年，山、水、森林彷若一體，美麗而特殊的景色更是聞名歐洲的森林國

家公園，而這裡的山水景色不輸四川著名的九寨溝，您可欣賞大自然它最美的一面，您可曾看過碧綠

的水色、湛藍的天空和連天的瀑布，將所有色彩緊密結合著，青綠的大地、雄偉的山林、清澈的河

流、湖水∼美如仙景，令人感嘆自然界的造物。清晨，您可曾在蟲鳴鳥叫聲中起床呢？上午自在的參

觀湖區，沐浴於鍾秀的山水綠林之間，大自然的美景洗滌您俗世煩惱。今早沉浸在山林溪谷間接受芬

多精的洗禮，沿著蜿蜒木製棧道，處處可見經沖積而成的大小石灰岩湖泊。隨後欣賞此地的自然風

光，倘佯於這如夢幻卻自然且真實的情境中。難怪聯合國文教會將其名列為人類世界少數的自然珍貴

保護遺產。接續前往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雷布。這城市的面積並不大，大致分為上城及下城，自中世

紀以來，此地便是克羅埃西亞的地理、政治、宗教、經濟與文化中心，有許多著名的研究家、藝術家

及運動選手來自於此城，儘管城市發展迅速，卻融合了各個時期的歷史古蹟與人民風俗，仍舊保存古

典魅力及豐富人情味，讓這城市散發出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息。 

 

 

■下車參觀：耶拉齊洽廣場、瞭望塔、石門、札格雷布大教堂。 

■含 門 票:：普萊維斯十六湖國家公園、湖區電車。 

◎特別安排：藍色纜車 (遇維修則改藍色電車)。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烤乳豬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WESTIN(5★)或 SHERATON(5★) 

或 ESPLANDE(5★)或同級。 

 

第 十一 天 札格雷布潘朵夫購物村 Parndorf Outlet(奧地利)維也納 
行車時間及距離：札格雷布 374KM 維也納 

 



 
札格雷布接續經奧斯邊境，在樂音及奧地利鄉村美麗景致的伴隨下，返回音樂之都－維也納；前往潘

朵夫購物村這里四周風景如畫，嶄新的購物廣場上擁有超過 130 家的頂級設計名品店提供 30%-70%的折

扣，這些品牌包括：Armani, Burberry, Desigual, Gucci, Guess, Nike, Timberland, Tommy 

Hilfiger 和 Zegna 等為前來維也納的遊客提供難忘的購物之旅。 

◎特別安排：潘朵夫購物村(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周四 09:30~20:00、周五 09:30~21:00、星期六 09:00 

~18:00、周日及法定假日不營業；如遇休館，則改為前往維也納市區購物大街)。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方便逛街自理-特別發放 10 歐元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NH AIRPORT(4★)或 AUSTIRA TREND 

(4★)或 RAINERS(4★)或同級。 

 

 

第 十二 天 維也納桃園 
Auf Wiedersehen 再見！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東歐之行將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

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告別古都舊域前往機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機飛

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機上 

 

第 十三 天 桃園 
今日飛達闊別已久的故鄉－台北，結束一趟難忘的克.斯.蒙 13 天之旅。 

 

(本公司保有因中段航班及交通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參考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