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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蒙地內哥羅 
波士尼亞 遊船、跳島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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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 

 普利特維斯國家公園（十六湖）：又被稱作【克羅埃西亞的九寨溝】，公園地處茂密山

林之間，由十六座藍綠晶透的湖泊所組成，交織成大大小小的瀑布流水，妝點出最如

夢似幻的美景加上此地屬喀斯特石灰岩，湖水色澤呈現乳白果凍狀，於深秋季節造訪，

被秋色染紅的彩林映照在美麗的湖泊上；為了飽覽美麗的風景，我們安排住宿於國家

公園內，並分兩次進入上、下湖園區，讓您無遺珠之憾。  

 科卡國家公園：我們特別安排乘船暢遊科卡河上，欣賞周遭美麗的峽谷、瀑布、湖泊

及在陽光的照射下黃綠、淺綠、深綠、藍綠色彩繽紛地景緻，感受那河水平靜清澈。  

-----------------------遊覽亞得里亞海的歷史古城 -------------------------- 

 杜布洛尼克：克羅埃西亞最受歡迎的渡假地，全長約兩公里的古城區城牆由白色石頭

所堆砌，這裡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區。  

 斯普利特：克羅埃西亞的第二大城，城內戴克里先皇宮是最重要的羅馬遺跡。  

 特洛吉爾：亞德里亞海的海岸中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遺產的海邊古城。  

------------------------徜徉於濱海的渡假勝地 ------------------------------ 

 歐帕提亞：又稱作「亞得里亞海的尼斯」，除了碧海藍天的美景之外，漫步於濱海大道

上，您能得到更多的體會是一種生活的感受以及心靈的解放與沉殿。  

 波瑞契：伊斯特拉半島之西端，歷史悠久的古羅馬城，而作為拜占庭建築頂尖工藝代

表的「優佛拉休斯教堂」，是您不可錯過的世界文化遺產。  

----------------------------令人驚艷的跳島之旅 ---------------------------- 

 赫瓦爾島：被旅遊雜誌譽為「全世界最美」的十個小島之一，有「薰衣草島」的美稱，

每逢夏季，散落在高低起伏鄉野之間的薰衣草，襯托著藍天白雲及古老建築，是種和

諧的美，因到訪的旅客不多而使小島上散發著一股自然恬淡的氣息，讓遠道來此的旅

人不自禁的停下了腳步，靜靜的欣賞眼前的這一切。  

 

--------------------------靜靜感受阿爾卑斯醉美湖區 ----------------------- 

 布雷德湖：『上帝遺留在人間的一顆珍珠』，富含礦物質而使湖水反射出深淺不一或藍

或綠的夢幻顏色，乘坐小船遊覽湖心，欣賞被群山環抱的山水美景。  

 波心湖：斯洛維尼亞境內最大的天然湖，湖的四周圍被阿爾卑斯的群山圍繞，形成一

處寧靜蓊鬱的人間仙境，是您不可錯過的私密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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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歐洲最大、神奇的鐘乳石洞 --------------------- 

 波斯托伊娜：歐洲最大的天然鐘乳石洞，乘坐遊園小火車就彷彿深入地心探險般，除

了各種自然的鐘乳石奇景，您也千萬別錯過一窺洞內特有的生物：蠑螈。  

 

---------------------------令人震懾的峽灣之美 ----------------------------- 

 科托爾：蒙特內哥羅最美麗的海灣小鎮，著名的峽灣是全地中海區最深入內陸的峽灣，

絲毫不比北歐峽灣的壯觀美景遜色，背景襯托著稱作「黑山」的洛夫琴山  

 巴達瓦：黑山的渡假地，有著美麗的海岸線及黑沙灘，每逢夏季遊客趨之若鶩的到訪。  

 

-----------------------揭開宗教與民族融合的神秘國度 ---------------------- 

 慕斯塔爾：被諭為波士尼亞「最美的山城」，城鎮的兩岸有著不同的風格，西岸天主教

高聳的教堂鐘樓，與東岸伊斯蘭清真寺及喚拜樓相互輝映。  

 

 十六湖國家公園住宿園區內的飯店（當地最好），讓您更貼近大自然美景。  

 布雷德住宿湖區四星級的飯店或同級，讓您更輕鬆的體驗湖區恬靜之美。  

 赫瓦爾島住宿島上渡假四星級飯店 AMFORA HOTEL（當地最好）或同級。  

 

 除了一般景點門票之外，為了不留下遺珠之憾，我們更特別安排了【人工划槳船遊覽

布雷德湖】、最值得一探的拜占庭工藝【優佛拉休斯教堂】、十六湖國家公園【搭船暢

遊湖區】、科卡國家公園【乘船遊覽科卡河】、杜布洛尼克的【觀景纜車】、蒙特內哥羅

【柯托爾遊船】等熱門遊程，從不同角度遊覽克、斯、蒙、波四國精華，擁有更多的

旅遊感受與回憶。  

 我們精心的策劃，帶您體驗亞得里亞海的各式風味：  

 早餐皆於飯店內享用美式自助早餐，部分晚餐安排您在住宿飯店內享用風味料理。  

 受到遊客歡迎的國家公園料理：香烤乳豬風味、鱒魚風味。  

 品嚐道地經典菜餚：布雷德湖的【城堡風味餐佐布雷德蛋糕】、札格雷布的【傳統豬

肋排風味】、哈瓦爾島的【炭烤花枝海鮮】、杜布洛尼克的【景觀餐廳龍蝦特餐】、慕斯

塔爾的【波士尼亞 DOLMA 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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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  

   
 

 
 
（◎含門票或入內參觀景點 ＊不含門票或下車照相景點 ▲行車遊覽 UNESCO 指定為世界遺產） 

第 1 天  台北 TAIPEI 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夜宿機上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搭乘中華航空豪華客 

  機飛往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因長途飛行及時差之故，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第 2 天  維也納→布雷德 BLED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城堡燭光風味晚餐、布雷德蛋糕 

住宿：4★ HOTEL PARK  http://www.sava-hotels-resorts.com/en/accomodations/sava-hoteli-bled/hotel-park/ 

或 4★ RIKLI BALANCE HOTEL  或同級 http://www.sava-hotels-resorts.com/en/accomodations/sava-hoteli-bled/hotel-golf/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抵達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我們搭乘專車前往人稱『上帝遺留在人間的一顆珍珠』 

  之稱的布雷德湖。首先安排搭乘人工划槳小船前往湖心小島，在當地船夫一來一往的搖槳聲中，欣賞 

  被群山環抱的山水美景，彷彿那是與世隔絕的仙境，抵達後您還需要爬上 99 台階才算完成上島，島上 

  有座聖母升天教堂，是當地人最喜愛的婚禮教堂。傍晚來到擁有千年歷史的布雷德城堡，在此享用享 

  用浪漫的燭光晚餐風味料理並品嚐當地著名的布雷德蛋糕，感受中古世紀風情。 

＊布雷德湖：位於斯洛維尼亞西北部、阿爾卑斯山南麓的著名的旅遊勝地，素有「藍湖」之稱，在這個 

天數 出發/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 飛 行 時 間 

第 01 天 23:15/06:30+1 台北維也納 中華航空 BR-063 9 小時 30 分 

第 12 天 16:20/17:15  杜布羅尼克/札格雷布 克羅埃西亞航空 OU-665 55 分鐘 

第 14 天 11:35/05:30+1 維也納台北 中華航空 BR-062 11 小時 55 分 

天數 出發/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 飛 行 時 間 

第 01 天 22:30/08:35+1 台北維也納 長榮航空 BR-063 14 小時 45 分 

第 12 天 16:20/17:15  杜布羅尼克/札格雷布 克羅埃西亞航空 OU-665 55 分鐘 

第 14 天 12:30/06:30+1 維也納台北 長榮航空 BR-062 12 小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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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若仙境的地方，靜如止水的湖面倒映著懸崖上的古堡，清澈的湖水泛出祖母綠的色彩，湖中神秘的 

  小島，似乎訴說著許多森林裡精靈的故事。 

◎布雷德手櫓船：布雷德湖獨一無二的傳統渡船「PLETNA」，是世代傳承下來的家業，只有當地特殊的 

  居民才能有特殊的技藝，這是唯一登上布雷德島的方式。 

◎布雷德教堂：位於湖中央的小島上，有著透明玻璃地板，玻璃底下則依稀可見葬於其下的人骨；教堂 

  內還有個許願鐘，拉響三次願望就能實現。 

＊布雷德城堡：德國亨利二世在此修建了城堡。城堡分上下兩組建築，其風格獨特的建築與碧綠無暇的 

  湖面構成了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而居高臨下的城堡，亦是欣賞布雷德湖 

  全景的最佳據點。 

★特別安排：在布雷德城堡享用燭光風味晚餐，享用完佳餚後一嘗當地著名美味的布雷德蛋糕，千層濃 

郁的口感，搭配居高臨下湖畔醉人的湖景，享受一個難忘的優閒時光。 

  行車距離：維也納機場 - 383 公里（約 4小時 30 分）布雷德湖區 

 
  下車參觀：布雷德胡、布雷德城堡 

  門票安排：布雷德湖遊船、布雷德教堂 

  特別安排：布雷德城堡燭光風味晚餐 

第 3 天  布雷德→文特加峽谷 VINTGAR GORGE→波心湖 BOHINJ LAKE→盧比安納 LJUBLJANA  

        →波斯托伊娜 POSTOJNA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湖畔景觀餐廳風味    晚餐：飯店內用風味料理 

住宿：4★ HOTEL KRAS 或同級 http://www.epiceco-hotels.com/en/hotels/hotel-kras-postojna.html/ 

  今日行程安排，首先帶您來到位在不遠處的文特加峽谷，展開大自然健行之旅，隨後前往斯洛維尼亞 

  境內最大的天然湖-波心湖，湖的四周圍被阿爾卑斯的群山圍繞形成一處寧靜的人間仙境。接續前往斯 

  洛維尼亞首都、人稱『小布拉格』的盧比安納：巴洛克風情的市政廣場、搭乘纜車登上盧比安納城堡， 

  城堡位於山丘之上可眺望舊城區的市街全貌，古城的徒步區是您探訪紀念品及特產的最佳地點。盧比 

  安納河畔的三重橋、市政廳、羅巴噴泉、飛龍橋都能讓人感受到城鎮與眾不同的風情，之後專車前往 

  波斯托伊娜。 

◎文特加峽谷健行：健行步道架設在河流兩岸、山壁之中的木棧道，在這峽谷健行您可以沉溺在山林溪 

  谷間，接受原始森林芬多精的洗禮，沿著蜿蜒木棧道，處處可見潺潺河水所衝擊成的大小瀑布、急流 

  和山崖美景，透過樹林間係隱約的可見遠處的高山，是喜愛接近大自然的人絕不可錯過的景點。 



6 
 

  ※健行棧道路程來回約三公里，邊走邊照相需時約兩小時 

＊波心湖：斯洛維尼亞境內最大的天然湖，四周被阿爾卑斯的群山圍繞，形成一處寧靜蓊鬱的人間仙境， 

  是您不可錯過的私密景點。 

◎盧比安納城堡、纜車：城堡位於八十公尺高的山丘之上，於十八世紀時曾做為監獄之用，搭乘纜車登 

  上城堡，能夠在此瞭望舊城區的市街全貌。 

＊聖方濟教堂：中央廣場上，建於 1660 年粉紅色的聖方濟教堂。 

＊盧比安納市政廣場：市政廳就挺立在市政廣場上，以其高聳鐘樓和宏偉柱廊立面為最大特色。 

＊飛龍橋：新藝術時期代表作。 

＊普列切尼克長廊：沿著河岸而建、簡潔列柱的象牙色長廊，長廊下有手工藝品與紀念品攤，兩層樓的 

  室內則有販賣生鮮魚肉的攤子與熟食餐廳，市場建築是由知名建築師普列切尼克所設計建造的。 

＊鞋匠橋、愛情鎖鍊橋：鞋匠橋連接了市政廣場和新廣場，愛情鎖鍊橋則是情侶們必訪之處。 

  行車距離：布雷德 - 54 公里（約 50 分）盧比安納 - 50 公里（約 45 分）波斯托伊娜 

 
  下車參觀：波心湖、聖方濟教堂、市政廣場、飛龍橋、普列切尼克長廊、鞋匠橋、愛情鎖鍊橋、 

  門票安排：文特加峽谷健行、盧比安納城堡、纜車。 

第 4 天  波斯托伊娜→波瑞契 POREC→歐帕提亞 OPATIJA（克羅埃西亞）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西式風味料理 

住宿：5★ HOTEL AMBASADOR 或同級 http://www.remisens.com/en/hotel-ambasador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帶前往波賈馬城堡，隨後遊覽歐洲最大最美的天然鐘乳石洞波斯托伊娜溶洞， 

  抵達之後我們將搭乘小火車，前進溶洞之中，彷如地心探險般進入夢遊仙境的景觀。接著展開伊斯特 

  拉半島之旅，首先來到半島西端的─波瑞契，羅馬人於西元二世紀建造起來的城市，至今城裡許多角 

落仍然可看到傾頹的羅馬遺址，接續來到另一個歷史悠久的度假勝地歐帕提亞，被譽為「亞得里亞海 

的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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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蔚藍的大海，一邊是高級飯店與別墅林立，在此散步可享 

受一下優雅的貴族氣氛。 

＊波賈瑪城堡：整座城堡直接嵌入一整面垂直崖壁洞窟，由於型制實在太特別，特別安排到此參觀。 

◎波斯托伊娜溶洞：歐洲最大最美的天然鐘乳石洞，鐘乳洞景區全長 27 公里，洞深約 150 至 200 公尺， 

  早在一八一八年已被發現，並於一八七二年建造了第一條鐵路，至一九六七年完成了循環鐵路後，每 

  天可接載上萬遊客深入二百米的地底。洞中地形複雜多樣，有才可通過一人的小橋，也有 45 米高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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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廳，途經大山、紅廳、白廳等，最後到達音樂廳。洞內有一百三十多種生物，其中一種被稱為「人魚」 

  的蠑螈，是一種有四隻腳的兩棲類洞穴生物，長約 30 公分，全身透剔，由於長久穴居，眼睛與肺已完 

  全喪失功能，但其生命力強韌，幾乎可以活到一百歲以上。 

◎ 優佛拉休斯教堂：拜占庭建築的藝術結晶，被列為世界遺產，主教優弗拉休斯於六世紀擴建為綜合 

  性的宗教建築，包括一座三殿式教堂、中庭、八角型的洗禮堂，以及主教寓邸，媲美拜占庭黃金時期 

  的代表聖索菲亞教堂，其中最具價值的就是那些貼著金箔的嵌畫，意謂拜占庭最高藝術創作。 

＊海濱散步大道：這座濱海大道已經可以與距離七公里遠的羅弗倫相連接，無論是清晨的日落、陽光與 

  午夜，都讓這一望無際的海面，折射出變化萬千的景致。 

※備註：搭乘小火車時不可將手腳伸出車廂外，亦不可站立，避免危險發生，在鐘乳石洞內禁止使用閃 

光燈拍照，洞內徒步約 1 小時，洞內四季恆溫 8°C，請攜帶保暖衣帽、防滑鞋。 

  行車距離：波斯托伊娜-114 公里（約 1 小時 45 分）波瑞契-95公里（約 1 小時 20 分）歐帕提亞 

 
  下車參觀：波賈瑪城堡、海濱散步大道。 

  門票安排：波斯托伊娜溶洞、小火車、優佛拉休斯教堂。 

第 5 天  歐帕提亞→祕境水車村 SLUNJ→普利特維斯 PLITVICE LAKES N.P（十六湖國家公園）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水車村湖鱒風味餐    晚餐：烤乳豬風味料理 

住宿：3★ HOTEL JEZERO http://www.np-plitvicka-jezera.hr/en/plan-your-visit/accommodation/jezero-hotel,29.html 

或 3★ HOTEL PLITVICE  http://www.np-plitvicka-jezera.hr/en/plan-your-visit/accommodation/plitvice-hotel,30.html 

或同級國家公園週邊飯店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帶您參觀歐帕提亞，這裡最著名的地標是佇立於海岸邊的雕像少女與海鷗以及 

  海岸邊的豪華別墅安裘莉娜別墅，之後專車前往以瀑布與水車聞名的祕境水車村，這裡也是進入十六 

  湖的前哨站，村落不大，只見綠草如茵，有種遺世獨立的感覺。隨後前往有「歐洲九寨溝」美譽及世 

  界自然遺產的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克羅埃西亞最綺麗的國家公園 普利特維斯國家公園。國家公園隱 

  身在茂密山林之間，由十六座藍綠晶透的湖 泊交織成大大小小的瀑布流水，鬼斧神工的妝點出克羅埃 

  西亞最如夢似幻的美景，慣稱「十六湖國家公園」。於 1979 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四周圍繞蘊含豐富 

  的動植物生態體系，再加上整個地形屬於喀斯特石灰岩地，讓這裡的湖水色澤呈現乳白果凍狀，配合 

  春夏秋冬節令的轉換，光線映照在綠樹、紅楓、白雪間，折射出不同湖色，造就這一幕幕深淺遠近的 

  美麗境界，今日安排搭乘渡輪參觀上湖區。 

＊少女與海鷗：最初是放著「聖母瑪麗亞」的雕像，之後來這尊聖像被移到聖雅各教堂，而原址由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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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重新雕塑「少女與海鷗」雕像。現今成了歐帕堤亞著名的地標之一。 

＊安裘利娜別墅：由富商以他妻子為名所建，並經常邀請王宮貴族，達官顯要來此度假，使本來沒沒無 

  名的小漁村，鹹魚翻身為王公貴族的度假勝地。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別墅並不怎麼突出，幸好還有 

  個照顧不錯的花園，但當時看上的應該是亞得里亞海悠閒的氣氛吧！  

◎祕境水車村：這個村莊面積雖然不大，但擁有童話故事般的美景，這裡可見綠草如茵、流水蜿蜒，林 

  間散落幾戶紅瓦房舍，小巧飛瀑沿著懸崖落下，有種神秘桃花源的美景。 

◎普利特維斯公園上湖區、湖區遊船：此湖區景緻以壯麗磅礡著稱，有著茂密的森林、清澈綻藍的湖泊 

  以及湍急的瀑布。上湖區共有十二座湖泊，到處都有大大小小的瀑布，落差極大甚至達一百公尺，與 

  下湖區同為喀斯特石灰岩地形，經水沖刷會造成底層石灰岩鈣化，滲出乳白色沉澱物，讓原本湛藍透 

  徹的湖水呈現美麗柔和的藍綠色彩；上湖區的沖蝕滲透較少，因此湖色較下湖區深，再加上湖水不斷 

  聚集，使得水位有不斷攀升的趨勢；除了瀑布多聞名外，湖畔的水生植物、藻類、水珊瑚、小草小花 

  以及厚如毛毯的青苔，都成為分隔湖面的天然屏障，俯視湖面時樹枝橫陳、魚群浮面，四周林木映入 

  湖面，宛如鏡子般，讓人分不哪些是倒影？哪些是實景？ 

  行車距離：歐帕提亞 - 155 公里(2 小時)祕境水車村 - 45 公里（44 分）普利特維斯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少女與海鷗、安裘利娜別墅。 

  門票安排：祕境水車村、普利特維斯公園上湖區、湖區遊船。 

第 6 天  普利特維斯（十六湖國家公園）→札達爾 ZADAR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普利特維斯烤羊餐    晚餐：飯店內精選主廚特餐 

住宿：5★HOTEL IADERA 或同級  https://www.falkensteiner.com/en/hotel/iadera 
  清晨，您可曾在蟲鳴鳥叫聲中起床呢？今日行程安排，我們特地帶您二次進入國家公園，沐浴於山水 

  綠林之間，大自然的美景洗滌您俗世煩惱。早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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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二次進入十六湖國家公園，以壯麗磅礡著稱， 

  有著茂密的森林，清澈湛藍的湖泊以及湍急的瀑布的下湖區。下午來到亞得里亞海的濱海度假地札達 

  爾，眾神之地，宗教氣氛濃厚的古城，這座有著濃厚拜占庭及羅馬帝國味道的城鎮，同時也是遊輪船 

  艇往來的著名港口。走進城門，漫步在石板路上，廢墟殘垣的羅馬廣場、風格獨特的教堂鐘樓，處處 

  烙印著悠然歷史的痕跡，廣場上的聖多那教堂及聖安納斯塔西亞教堂並列其中，往來之間，市集與咖 

  啡廳座隨處可見，沿海的道路上，奇特的風管鑲嵌於地面下，隨著風聲不時傳來悅耳的輕音，所到之 

  處無不讓人感受這個城鎮閒適的生活步調。300 年前人們在此建立了克羅埃西亞第一所大學，出版了 

  第一份報紙，是歷史中文化十分先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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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特維斯公園下湖區：位於大峽谷的下湖區共有四座相互聯繫的湖泊，包括諾維科維奇湖、卡諾傑 

  諾瓦湖、加溫諾瓦湖與米蘭諾瓦湖；循著木棧步道緩行，沿途不但可以見到傾洩而下的大小瀑布， 更 

  能觀賞到澄澈湖面下的魚群、岸邊的水生植物，還有山谷兩側藏匿的無數洞穴，流水聲與山谷回音共 

  鳴，讓人流連忘返。位於下湖區的大瀑布是最精采的，仰望水流從 78 公尺高的斷崖直沖而下， 綠樹 

  青苔烘托著急速滑落的白色水花，猶如層層的雪白水簾，極為壯觀，從上往下俯瞰，還可以窺視整片 

  山谷的藍綠湖面、綠樹叢林與大大小小的瀑布交錯，尤其石灰岩地形與水流聯合製造出的煙霧縹緲， 

  似夢似真，形成這般令人難以致信的仙境美景。 

＊聖多那教堂：西元九世紀興建，城門上的聖馬可飛獅，透露出曾被威尼斯統治的那段過去。 

＊古羅馬凱旋門遺跡：此地遺跡可使您了解石器文化的歷史。 

＊羅馬廣場：是西元前 1~3 世紀的古蹟，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廣場，古蹟隨手可觸及，有柱礎，也有石棺。 

  此廣場是羅馬時代的市政中心，由第一位羅馬皇帝奧古斯都設立，廣場由柱廊包圍，柱廊上方有各種 

  裝飾，柱廊下方為當時的商店和工藝鋪，目前只剩下地面舖面與兩根羅馬石柱還保存著。 

＊五井廣場：這是十六世紀時，威尼斯人幫札達爾所建的大型儲水糟，上方有五個井可用來取水，因此 

  這兒稱為五井廣場。 

＊濱海大道、海管風琴 : 於長 800 公尺的濱海步道上，約 70 公尺的石階上安插 35 根的管子，經由海 

浪及潮汐的拍打，站在岸邊可聽到不同的音樂旋律，全世界第一個海管風琴，獲得歐洲設計獎項。 

  行車距離：普利特維斯 - 144 公里（約 2小時）札達爾 

 
  下車參觀：聖多那教堂、古羅馬凱旋門遺跡、羅馬廣場、五井廣場、濱海大道、海管風琴。 

  門票安排：普利特維斯公園下湖區。 

第 7 天  札達爾→科卡國家公園 KRKA NATIONAL PARK→ 特洛吉爾 TROGIR→斯普利特 SPLIT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APETIT 餐廳鮪魚排風味 

住宿：4★ HOTEL SOLARIS 或同級 http://www.solarishotelsresort.com/ 
  今日行程安排，上午前往科卡國家公園，是克羅埃西亞最知名旅遊宣傳照之一。我們特別安排乘船暢 

  遊科卡河上游，欣賞周遭美麗的峽谷、瀑布、湖泊及在陽光的照射下黃綠、淺綠、深綠、藍綠色彩繽 

  紛地景緻，感受那河水平靜清澈，之後來到海岸小島 特洛吉爾，古城歷經了希臘文明、古羅馬及基 

  督教文明、拜占庭文化等，到公元七世紀後才有今日的克羅埃西亞人居住，也被聯合國文教明訂為人 

  類珍貴遺產，您可閒遊其中，隨後來到古羅馬皇城古都史普利特，參觀昔日羅馬皇帝戴克里先所興建 

  的 戴克里先皇宮。 

◎科卡國家公園、科卡河遊船：公園設立於 1985 年，面積涵蓋 142 平方公里，以保護科卡爾河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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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科卡爾河流切穿石灰岩地形時，形成了落差達 200 公尺的峽谷，而溶解出來的碳酸鈣和著藻類、 

  苔蘚不斷沈澱、累積成石灰華台階，形成一道道瀑布。 

＊ 特洛吉爾：歷史的鑿痕使得整座「島城」彷彿露天的城市博物館，從城市外觀可以清楚看到社會、 

  文化發展的脈絡。1997 年特洛吉爾整座城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聖羅倫斯教堂：有「城市之光」美稱，透過數代的建築概念及多位藝術大師的風格相融，造就了今日 

  莊嚴內斂的教堂藝術。由許多藝術家聯手打造，是克羅埃西亞最細膩精緻的藝術結晶之一，教堂內最 

  經典的莫過於祭壇以及放置在祭壇中央的主教石棺，這石棺是雕刻大師尼可拉的傑作。 

＊卡馬蘭蔻碉堡：此城堡外觀是以厚實的白石城牆連接三座高塔，形成堅固的堡壘，城堡建於十五世紀 

  期間，主要是為了防禦土耳其人入侵，夏天時經常做為露天劇場使用。 

◎ 戴克里先皇宮：羅馬皇帝戴克里先，在西元 293 年左右為自己打造了退位後使用的皇宮。皇宮以布 

  拉曲島產的光澤白石建造，耗時十年，他打造的這座皇宮以軍事堡壘為樣本，有四座城門和四座高塔， 

  相當於一座小城市。被譽為克羅埃西亞最耀眼的羅馬遺跡，以南主要是皇帝宮殿、宗教儀式場所與教 

  堂神殿區，以北則為士兵與奴僕住所，所有營造建材幾乎都是歷經千辛萬苦從各地運來的，包括來自 

  布拉曲島的光彩白石、希臘與義大利的大理石塊、遠從埃及搬運來的獅身人面像與石柱等，造就這座 

  古羅馬皇宮的壯麗氣勢。 

★特別安排：今日為您選用當地著名餐廳「APETIT」，餐廳位於老城古建築之中，拿手招牌菜「鮪魚排」， 

  是老饕們口耳相傳的道地美味，餐廳內座位有限，往往須提前半年以上預約！ 

  行車距離：札達爾 - 76 公里（約 1 小時 15分）科卡 - 73 公里（約 55 分）特洛吉爾 

            -25 公里(約 30 分)斯賓尼克 

 

  

 

 

 

 

 

 

  下車參觀：特洛吉爾、卡馬蘭蔻碉堡。 

  門票安排：科卡國家公園、科卡河遊船、戴克里先皇宮、聖羅倫斯教堂。 

  特別安排：APETIT餐廳鮪魚排風味 

第 8 天  斯普利特→【跳島之旅】赫瓦爾島 HVAR 

早餐：飯店內用美式   午餐：PARK HVAR餐廳炭烤花枝風味   晚餐：飯店內用風味料理 

住宿：4★ AMFORA HOTE 或同級 http://www.suncanihvar.com/amfora-hvar-grand-beach-resort.html 

  今日行程安排，我們將展開跳島之旅，上午搭乘渡輪前往有「薰衣草島」（每年 6 月為花季）美稱的赫 

  瓦爾島，由於赫瓦爾島的薰衣草生產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雖不像法國或日本北海道的一望無際的花田， 

  但是這裡的薰衣草田呈現的是另一種野性美，散落在高低起伏的鄉野、海岸間。小鎮中的城牆和堡壘 

  建於 13 世紀，而 14、5 世紀威尼斯統治期間，更留下精湛的石雕及建築技術， 史塔利格拉德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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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列入世界遺產，隨後專前往赫瓦爾舊城，舊城裡的聖史蒂芬教堂為最適合開始認識赫瓦爾的起 

  點，或許可被稱為克羅埃西亞海岸線中最美與最大的廣場，城中最重要的建築座落在廣場周圍，廣場 

  盡頭十七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聖史蒂芬教堂內典藏著許多藝術家的宗教作品，夜宿赫瓦爾島。 

＊赫瓦爾島：曾被旅遊雜誌譽為「全世界最美」的十個小島之一，因來往本土交通需依靠船班而不是那 

  麼便利，以致於即使是旅遊旺季島上的遊客受到限制，就因為如此反而讓人遊覽此地時有一份特別的 

  悠閒，島上的步調彷彿與世隔絕般緩慢，來到此處不妨也入境隨俗，享受片刻悠閒。 

＊聖史蒂芬廣場：城鎮中心的廣場，包括主教堂、鐘樓、軍械庫、劇院均座落於廣場四周圍。 

＊聖史蒂芬教堂：十六世紀所興建，有著古樸外觀的教堂供奉著島上的守護聖人。 

▲ 史塔利格拉德平原：從西元前古希臘人就在這裡開墾農地，如今作物以葡萄、橄欖樹和薰衣草為 

  主，當地特色是透過以石牆規劃的耕地和集水系統來了解古希臘農業，被列為世界遺產。 

★特別安排 PARK HVAR 餐廳：今日為您選用貓頭鷹網站人氣指標餐廳「PARK HVAR」！餐廳主廚運用 

  當地新鮮食材，他的料理充分展示了對食材的理解、均衡以及創新的口感，一道達爾馬提亞的傳統經 

  典菜餚「炭烤花枝」，經由主廚的巧手，即使是簡單的菜式卻也令人回味無窮。  

  行車距離：斯普利特 - 赫瓦爾島（約 2 小時船程） 

 

 

 

 

 

 

 

 

 

 

 

  下車參觀：聖史蒂芬廣場、聖史蒂芬教堂。 

  行車遊覽：史塔利格拉德平原。 

  門票安排：赫瓦爾島船票。 

  特別安排：PARK HVAR 餐廳 

第 9 天 赫瓦爾島→慕斯塔爾 MOSTAR（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波士尼亞 DOLMA 風味  晚餐：西式風味料理 

住宿 : 5★ HOTEL MEPAS 或同級  http://www.mepas-hotel.ba/ 

  今日行程安排，早餐後專車前往碼頭，搭船回到克羅埃西亞本島，接續專車跨越國界，前往波士尼亞 

  的漂亮山城 慕斯塔爾，參觀被列為世界遺產的舊橋，內特瓦河將城市一分為二，西岸是克羅埃西亞 

  人居住的地方，有著高聳的教堂鐘樓，東岸則是伊斯蘭教區，滿佈著清真寺及喚拜樓，兩岸互不往來 

  也互不侵犯，而舊橋橫跨之間也連結著兩岸。 

＊ 舊橋：慕斯塔爾舊橋是一座曾有 427 年歷史的石拱橋，橫跨流經古城市中心的內特瓦河上。內特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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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將古城一分為二，一邊是克羅埃西亞人，另一邊是穆斯林人，互不往來，亦互不侵犯，微妙矛盾瓜 

  葛。石橋工非常細緻，使用的石塊還會隨著陽光的位置，在不同時刻，反射出不同色彩。而且非常堅 

  固，四百多年沒有動搖過。一直到 1993 年內戰時，克羅埃西亞人將此石牆炸毀。古橋的摧毀不只是 

代表了對歷史文物的不尊重，也象徵了波士尼亞的和平似乎更是遙遙無期。後來於 2003 在 UNESCO  

資助下重建完成，如今已成了巴爾幹半島和平希望的象徵。 

＊聖彼得保羅教堂、考斯基清真寺：慕斯塔爾城內最突出的兩座宗教建築物，各據河兩岸，互相對望。 

  行車距離：赫瓦爾島 - 60 公里（約 1 小時 20 分）SUCURAJ - （船行約 1 小時 10 分）DRVENIK  

        DRVENIK - 81 公里（約 1 小時 30分）慕斯塔爾 

 

 

 

 

 

 

 

 

 

  下車參觀：舊橋、聖彼得保羅教堂、考斯基清真寺 

  門票安排：赫瓦爾島船票。 

第 10 天  慕斯塔爾→科托爾 KOTOR（蒙特內哥羅）→巴達瓦 BUDVA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黑山傳統烤肉串風味  晚餐：飯店內用風味料理 

住宿 : 5★ HOTEL SPLENDID或同級  http://www.montenegrostars.com/index.php/en/splendid-home-3 

  今日要跨越邊境，造訪蒙特內哥羅（黑山共和國）最美麗的海灣城 科托爾，城裡華麗建築可回溯到 

  羅馬拜占庭時期，展現該城多元的文化價值，古建築呈現出羅馬式、拜占庭式、哥德式、文藝復興式 

  等不同的風格，證明了科托爾過去的輝煌歷史，古城依山傍水，高大城牆環抱小城，沿山而上直到山 

  頂城堡，舊城區泛黃的大理石牆上頂著赭紅的屋頂，錯雜地拼鑲成一種紅色風情，其間穿梭著無數石 

  板小巷，在此特別安排柯托爾遊船，船行來到峽灣中最為著名的雙子島，聖喬治島與聖女時島。隨後 

  前往黑山臨海的渡假中心巴達瓦。 

＊聖特勒弗大教堂：夾在兩座高塔間的聖特勒弗教堂雖然聞名，但遊客步入古城最先映入眼簾，不是教 

  堂，而是教堂旁那兩座厚實笨重的雙塔建築。聖特勒弗突兀的雙塔，成了科托爾古城的地標。 

＊聖尼古拉斯東正教堂：建於 1909 年，裡面收藏了許多珍貴畫像。 

＊聖盧卡斯教堂：盧卡斯廣場上，一幢建於 1195 年，聖盧卡斯天主教堂，有著濃濃羅馬建築風格。 

＊ 科托爾峽灣（下車拍照）：全地中海區最深入內陸的峽灣，欣賞迂迴海岸，可媲美北歐「精靈公路」 

  之壯觀美景，天氣晴朗時，沿途可看到代表黑山共和國名稱的「黑山」，也稱作「洛夫琴山」，對於當 

  地人其意義就好比奧林匹克山對於古希臘人的意義一樣。 

◎柯托爾遊船：遊船將用不同的視野及角度來欣賞聖喬治島與聖 女石島，在這有個有著迷人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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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紀時，當地漁民在一次船難中險些喪生，獲救後在海上發現一塊聖母瑪利亞像的岩石，從此每次 

有船隻經過，船夫都會投石起乞求平安，日積月累後終於成為一座小島。 

＊公主島（下車拍照）：旅人與攝影者的最愛，突出於陸地岬角上美麗的公主島，這島被名列世界廿個最    

  美小島之一。「公主島為私人所有，觀光客只能在外圍欣賞拍照」。 

  行車距離：慕斯塔爾- 187 公里（約 3 小時 30 分）科托爾- 25 公里（30 分）巴達瓦 

 

  下車參觀：聖特勒弗大教堂、聖尼古拉斯東正教堂、聖盧卡斯教堂、科托爾峽灣、公主島 

  門票安排：柯托爾遊船。 

第 11 天  巴達瓦→杜布洛尼克 DUBROVNIK(克羅埃西亞)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用風味料理 

住宿 : 5★PALACE HOTEL 或 PRESIDENT 或 CROATIA CAVTAT 或同級 http://www.adriaticluxuryhotels.com/en/hotel-dubrovnik-palace 

  今日行程安排，我們將跨越邊界，返回克羅埃西亞，前往造訪亞得里亞海的珍珠、美麗的港都： 杜 

  布洛尼克，這裡有「亞得里亞海之珠」及「城市博物館」美稱。孤立於海中岬角的杜布洛尼克，融合 

  了許多文化於一身，素有『斯拉夫的雅典』之稱，是克羅埃西亞最受歡迎的旅遊勝地及健康療養勝地。 

  面積只有 979 平方公里的杜布洛尼克，已有一千三百年歷史，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風采。整個古 

  城靜靜聳立在一個小海岬上，三面環繞著湛藍的亞得里亞海，好似一顆被海潮篩落在沙灘上的珍珠， 

  古典、雅致而圓潤，我們安排在此連續住宿三晚，讓您有最充分的時間細細品味。在此特別安排搭乘 

  杜布洛尼克觀景纜車，從高空處飽覽整座古城的美景，我們也特別安排搭車至城外高處，讓您下車俯 

  瞰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賞古城， 

＊杜布洛尼克：克羅埃西亞最受歡迎的世界遺產城市。杜布洛尼克老城坐落在達爾馬齊亞海岸南端的一 

  塊石灰岩脊上，從高處俯瞰，強大厚實的米白色城牆包圍著斑駁紅色磚瓦，清澈湛藍的亞得里亞海三 

  面環抱，彷彿一片攤在海面上的巨大貝殼。 

◎杜布洛尼克觀景纜車：搭乘纜車可來到老城的至高處，由上向下眺望將古城美景一覽無遺。 

  行車距離：巴達瓦 - 90 公里-（約 2 小時 40 分）杜布洛尼克 

http://www.adriaticluxuryhotels.com/en/hotel-dubrovnik-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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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巴達瓦古城區。 

  門票安排：杜布洛尼克觀景纜車 

第 12 天  杜布洛尼克札格雷布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景觀餐廳龍蝦特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 5★PALACE HOTEL 或 PRESIDENT 或 CROATIA CAVTAT 或同級 http://www.adriaticluxuryhotels.com/en/hotel-dubrovnik-palace 

  今日行程安排，我們將展開全日的杜布洛尼克的深度遊覽之旅，孤立於海中岬角的杜布洛尼克，融合 

  了許多文化於一身，素有『斯拉夫的雅典』之稱，是克羅埃西亞最受歡迎的旅遊勝地及健康療養勝地。 

  面積只有 979 平方公里的杜布洛尼克，已有 1300 年歷史，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風采。整個古城 

  靜靜聳立在一個小海岬上，三面環繞著湛藍的亞得里亞海，好似一顆被海潮篩落在沙灘上的珍珠，古 

  典、雅致而圓潤；中午時分，城堡內 36 間教堂的鐘聲齊鳴，鐘聲回落在古城堡內外分外悠揚悅耳， 

這將是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天！傍晚我們將搭乘國內班機，飛往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雷布。 

◎杜布洛尼克古城牆：總長約兩公里，完整保留中世紀的防禦要塞，整座城牆皆是計劃精密的設計，高 

  低厚薄都經過完善計算，重要的防禦位置都設有稜堡、碉堡、堡壘、古土耳其式監獄等，走在居高臨 

  下的城牆步道，可以清楚飽覽整座古城風光及海灣景色，並感受與希臘藍白色調齊名的紅色屋舍，前 

  者熱情浪漫、後者古典雅致，同為歐洲最經典的城市色調。 

＊史特拉敦大道：在夏季旅遊旺季時分，大道兩旁的餐廳與露天咖啡往往是座無虛席。 

＊鐘塔：高達 30 公尺的鐘塔矗立於古城街道的盡頭，是杜布洛尼克最顯著的地標之一。 

＊聖方濟修道院：始建於十四世紀的聖方濟修道院，其附設的藥房是世界上第一古老的藥房，西元 1317 

  年開始經營，有快 700 年的歷史，至今仍如往常般運作。 

＊聖布雷瑟教堂：供奉杜布洛尼克的守護神「聖布雷瑟」，他以老人的外型出現在大教堂的神父面前，警 

  告世人威尼斯人即將入侵，而使城市免去戰火，而祂的雕像也常出現在城牆、教堂與紀念品上。 

＊多明尼克修道院：教堂內外建築是融合哥德式與文藝復興式，整體建築也是古城防禦系統的一部分， 

  目前已經成為修道院博物館，收藏許多祭壇畫像、三幅相連圖畫等。 

＊史邦札宮：是幢略帶文藝復興風格與哥德式的建築，整座宮殿被典雅娟秀的迴廊及拱門環繞。 

  行車距離：杜布洛尼克 

http://www.adriaticluxuryhotels.com/en/hotel-dubrovnik-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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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史特拉敦大道、鐘塔、聖方濟修道院、聖布雷瑟教堂、多明尼克修道院、史邦札宮 

  門票安排：杜布洛尼克古城牆。 

第 13 天 札格雷布→維也納 

早餐：飯店內早餐(或餐盒)  午餐：傳統豬肋排風味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4★ NH HOTEL AIRPORT 或同級 http://www.nh-hotels.com/hotel/nh-wien-airport 

  今日行程，首先安排您來趟市區觀光導覽，這裡曾是前南斯拉夫第二大城市，也是工業中心和文化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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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驅車前往維也納。 

＊聖母升天大教堂：最高的古典建築。擁有 105 公尺的哥德式尖頂，也是克羅埃西亞最大的一座宗教建 

  築；教堂廣場立著金色的聖母瑪麗亞與四尊天使雕像。 

＊石門：建於羅馬十三世紀，也是過去進入了札格雷布舊城中心的主要入口。 

＊聖馬可教堂：建於中世紀，以琉璃瓦裝飾屋頂，教堂屋頂上有兩面盾牌圖騰，左邊的圖案代表了克羅 

  埃西亞、達爾馬其雅、及斯洛佛尼亞，右邊代表了札格雷布的市徽，是美感與歷史兼具的教堂。 

＊耶拉齊洽廣場：札格雷布市區的地理中心，廣場上立有一尊騎著駿馬、手揮軍刀的耶拉齊洽雕像。 

  行車距離： 札格雷布-379 公里（約 4 小時 15 分）維也納 

  下車參觀：聖母升天大教堂、石門、聖馬可教堂、耶拉齊洽廣場。 

第 14 天+第 15 天 維也納台北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今日一早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台北帶著滿滿的回憶，返抵闊別多日的家門，結束這趟難忘的亞得里亞 

  海、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蒙特內哥羅、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四國十五天之旅，此趟旅途帶給 

  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祝您健康、順心。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http://www.nh-hotels.com/hotel/nh-wien-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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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2019 年 10 月 12日(四) 

          2019 年 11 月 02日(六) 

團費售價：每人新台幣 129,800 元整  

報名訂金：每人新台幣 30,000 元整 

單人房差：請電洽 
 

◎報價內容說明： 

費 用 項 目 說 明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不含，共歐元 150元 

景點標註入內之門票、交通、住宿、餐食 含 

來回經濟艙機票(含機場稅、燃油費) 含 

飯店行李搬運費與行李服務小費 不含 

礦泉水 不含，水可生飲 

簽證費 持台灣護照免簽 

旅遊契約責任險 含，保額 500 萬元(65 歲以上只能保新台幣

200 萬)加新台幣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護照代辦工本費 NT$1,500 不含 

機場來回接送 不含 

床頭小費等等各項私人開銷 不含 
 

◎訂金繳付說明： 

1. 團位名額之保留須以完成訂金繳付程序為依據。 

2. 善意提醒，訂金繳付完成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廠商之規定，為

旅客預付此趟旅程的機票、飯店或餐廳等費用。若旅客因故取消報名，本公司將依「國

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費用，收取不足之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

訂金。訂金若以刷卡繳付，退還時亦須刷退，以免產生額外刷卡手續費用。 

3.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機票款，且不接受名單調整或替換。旅

客若因懷孕、生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團體住房說明： 

1. 團費報價是以「兩小床」的雙人房兩人一室為基礎，計算出每人的團費價格，歡迎您與



17 
 

親友結伴、自組配對參加。 

2. 若單人報名或奇數人數報名，單人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百合旅行社會盡量協助安排

同性別團員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3. 單人房差額為單人住宿「單人房型」(Single for Single use)，並非「雙人房型」供一人

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故單人房型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型小，敬請諒察。 

4. 國外許多旅館只接受 12 歲以下的小孩才能加床，且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

彈簧床，房間空間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為確保長天數旅遊

之舒適度，故百合旅行社不安排住宿三人房。 

5. 為遵守當地消防法規，2~12 歲的小孩皆需以每人佔床計算，2歲下嬰兒可不佔床。 

6. 飯店團體配房作業由飯店統一安排，並非由百合旅行社或領隊安排，故無法指定一張大

床、連通房，也無法指定同行親友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亦無法保證不在邊間、電梯

或馬路旁，百合旅行社將向飯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請見諒。 

7. 西式建築房間大小規格不一，若部分標準房型獲飯店善意隨機升等，導致每間房型不同，

非百合旅行社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8. 本行程視飯店、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路況與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旺季、商展或

節慶導致客滿缺房，將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 

 

◎證件需求說明： 

1. 報名時請提供清晰可供辨識之護照影本，並協助填寫客戶基本資料表。訂金繳付若欲以

匯款方式，請見下方匯款帳戶資料，若欲以刷卡支付，請來電索取刷卡簽帳單。 

2. 若旅客無持有護照、或護照效期不足(有效期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為基準)、

護照過期或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護

照內頁空白頁不足、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請來電洽詢新辦事宜。 

3. 特殊身分者(如：軍警人員、役男)請先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 

4. 多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在台屬居留身份者，請務必攜帶居

留證出入境。非本國籍者，可能需自行辦理目的地國家之入境簽證，請於報名時主動

告知，以免屆時產生無法入境的問題。未成年人獨自參團須出具監護人同意書。 
 

◎其他報名前須知： 

1. 出國旅遊視不同目的地國家有程度高低不等的旅遊風險，為考量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其

它團員的權益，若有慢性或特殊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

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照顧，本公司將評估是否接受報名；若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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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無法成行或於旅程中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2. 國外餐食口味普遍偏重，常見與國人飲食習慣不同之處，例如：湯品與主菜調味偏鹹、

甜點偏甜、葷食多肉少菜、蔬菜生食無烹煮等等，此為當地飲食文化，很難特別為短

期的國外旅客另行烹調準備，故請您於報名前自行評估能否調適，並於旅行時調整心

態、入境隨俗，感受當地的飲食風味。 

3. 國外的素食因宗教、民情不同，通常含有蔥、薑、蒜、奶、蛋，選擇性較低，無法如同

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 

4. 若有餐食上的特殊需求，如不吃牛、羊、禽類、魚、海鮮，或是吃素，或是對任何食物

過敏等等，請於報名時明確告知承辦業務人員，本公司會盡力安排，但請理解國外能

提供之替換選項有限，不可避免仍會有重複性，敬請見諒。 

5. 團體訂房配合使用的為團體早餐，故用餐地點與時間可能會與個人級別的住房貴賓分開，

或與其他團體分開，以方便為團體服務，絕非是歧視，且外國人工作及生活步調較慢，

早餐的準備與菜色補充需費時準備，敬請包涵。 

6. 若有需要自行由高雄飛往轉機點與團體會合，或機票自理，請另洽詢報價。 

7. 國外多數商店會於星期例假日休息，多數景點亦有固定休館時間，旅程超過一週以上的

旅遊天數很難完全避開，此非為旅行社可控制之狀況，報名前敬請知悉。 
 

百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6526  品保 1302  

10352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22號 10 樓之 4  http://www.sholiday.com.tw/  
TEL:(02)2552-4411  FAX:(02)2552-2841 
 

銀行資料與匯款帳號 合作金庫銀行  南京東路分行 代碼：006 

戶名：百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3487-717-102549 
 

http://www.sholiday.com.tw/

	第5天  歐帕提亞→祕境水車村SLUNJ→普利特維斯PLITVICE LAKES N.P（十六湖國家公園）
	第6天  普利特維斯（十六湖國家公園）→札達爾ZADAR
	第7天  札達爾→科卡國家公園KRKA NATIONAL PARK→ 特洛吉爾TROGIR→斯普利特SPLIT
	第8天  斯普利特→【跳島之旅】赫瓦爾島HVAR
	第9天 赫瓦爾島→慕斯塔爾MOSTAR（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
	第10天  慕斯塔爾→科托爾KOTOR（蒙特內哥羅）→巴達瓦BUDVA
	第11天  巴達瓦→杜布洛尼克DUBROVNIK(克羅埃西亞)
	第12天  杜布洛尼克(札格雷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