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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風風采采伊伊斯斯蘭蘭慕慕斯斯塔塔爾爾――克克羅羅埃埃西西亞亞、、斯斯、、波波、、黑黑深深度度之之旅旅 1144 日日  

 

西部巴爾幹半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造就了複雜多變的民族、語言與宗教，

千年東西文化的分庭抗禮，更讓此區的民俗采風、建築藝術燦爛非凡。在自然景觀上擁

有曲折交錯的海岸線、崇山峻嶺中的湖泊與峽灣，以及豐富多變的喀斯特地形，美麗的

西部巴爾幹像是希臘、義大利和瑞士的綜合體，絕對是您歐洲旅遊的首選。  

《斯洛維尼亞》素有「歐洲綠寶石」的美稱，是個人口僅 200 萬，土地面積也只有台灣 2/3

大的小國，美麗山水風景與友善的人民是她的特產。如夢似幻的布雷德湖猶如人間仙境，湖畔懸

崖古堡聳立，自然與人文美景相映成趣。如水晶宮殿般壯麗的波斯多瓦那鐘乳石洞，是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而首都盧比安納的山清水秀及優雅秀麗，亦給這個小國增添無限魅力。 

《克羅埃西亞》濱臨亞得里亞海，綿延的海岸線上點綴著無數島嶼，札達爾、史普利特及杜

布尼克等古老城鎮，猶如一顆顆岸上閃亮的明珠，兀自散發光芒。而美麗的十六湖及科卡國家公

園，以其峰巒疊綠、氣象萬千的湖泊及瀑布群，成為克羅埃西亞人永遠的驕傲。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簡稱「波赫國」）宗教的差異性賦予每個國家不同的文化特色，

但很少有像塞拉耶佛及慕斯塔爾如此獨特，同一城市內天主教、東正教及伊斯蘭教等不同宗教和

平相處的例子，其人文風景的多樣性遠遠超過歐洲其他地區，錯過可惜。 

《黑山共和國》（又稱「蒙地內哥羅」）迂迴曲折的海岸線中，擁有南歐最深入的美麗峽灣，

漫步於令人時空交錯的中世紀古城科托，讓人一窺當年威尼斯共和國的輝煌榮盛。 

 

【行程特色】 

 市場唯一榮獲克羅埃西亞「金質旅遊行程」雙獎的旅行社  晴天旅遊深耕克羅埃西亞多

年，在 2012 年開花結果，榮獲克羅埃西亞「金旅獎」，2015 年又再次得到肯定，市場

唯一雙冠王，更深固了晴天旅遊成為克羅埃西亞旅遊的第一品牌。 

 北進南出，縮短拉車距離  行程北進（威尼斯）南出（杜布尼克），不走回頭路，保留

更多時間來享受當地的悠閒。 

 班機早抵晚回，旅遊時間充裕  德國漢莎為全球十大安全航空，班機於上午抵達目的地

（09:40），離開杜布尼克的時間為傍晚（16:25），讓您 14 天行程擁有幾乎 12 天的時

間可進行參觀。 

 最完整亞得里亞海的雙跳島之旅  二天二夜的亞得里亞海跳島之旅，並特別安排入住赫

瓦爾島及科楚拉島各一晚（目前市場上唯一雙島連泊行程），體驗悠閒而浪漫的海島度

假風情。 

 精彩完整札達爾三部曲  海風琴、夕陽與城市光廊為札達爾現代三部曲，但想要欣賞夕

陽與城市光廊唯有住宿札達爾才能體驗，精選現代新穎渡假飯店，讓您的札達爾之旅不

留任何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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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適豪華的住宿安排  精選各景區優質飯店：布雷德湖安排湖畔四星飯店 Hotel Golf 或

Hotel Park 面湖房；歐帕提亞宿濱海五星飯店 Hotel Ambasador 或 Hotel Navis；札格里

布宿城區奢華五星飯店 Esplanade Zagreb Hotel；赫瓦爾島宿島上最豪華的飯店 Hotel 

Amfora 或 Hotel Adriana；慕斯塔爾宿五星飯店 Hotel Mepas；杜布尼克連宿三晚五星飯

店 Sheraton Hotel 或 Valamar President Hotel，充份體驗「亞得里亞海之珠」之美，讓

您住的舒適、玩的開心。 

 盡嚐各國在地特色美食  午餐及部分晚餐依行程參觀便利性，安排在地特色美食：布雷

德蛋糕、克式烤鴨雙拼、鄉村鱒魚餐、克式炭烤羊肉餐、香煎培根鮟鱇魚捲、匈牙利燉

牛肉、史東牡蠣鮮魚餐及亞得里亞海海鮮拼盤等，另不計成本安排 7-8 餐於飯店晚餐，

讓您於一日精彩緊湊的參觀行程後，放鬆心情於飯店享用美食。每日午餐並提供餐後咖

啡或茶，晚餐佐以當地醇香的葡萄美酒。 

 多樣化交通體驗，門票包含最多  搭船遊布雷德湖、湖心小島的聖母升天教堂、布雷德

城堡、盧比安納城堡纜車、波斯多瓦那鐘乳石洞、札格里布藍色電車、羅斯托克水上村

莊、十六湖國家公園、旭本尼克聖雅各大教堂、馬可波羅故居、史東城牆、土耳其之家、

杜布尼克城牆、杜布尼克纜車、科托古城及包含三段亞得里亞海觀景渡輪及渡船。 

 

【貼心安排】 

 每一團員配有一導覽耳機，讓您能兼顧導遊／領隊的專業解說與盡興的拍照，充份了解

各景點的特色及歷史。 

 除了專業服務的隨團領隊，主要景區亦聘請當地英文導遊提供詳細的導覽及解說。 

 贈送克羅埃西亞地圖集：布雷德湖、盧比安納、札格里布、札達爾、史普利特、旭本尼

克、赫瓦爾、杜布尼克及科托。 

 每人贈送五張明信片（包含送克羅埃西亞郵票），讓您的旅行留下滿滿的回憶與記錄。 

 車上每日無限量供應礦泉水，每日午、晚餐提供餐桌桌水。 

 每日午餐提供餐後咖啡或茶，晚餐佐以當地醇香的葡萄美酒。 

 全程使用德國原裝進口巴士，豪華座椅，舒適寬敞。 

 巴士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您隨時與好友 on line。 

 專業肯定且深受好評的在地司機服務。 

 貼心包含每日進出飯店飯店的行李運送費。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7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  克羅埃西亞的十六湖國家公園、旭本尼克聖雅各大

教堂、史普利特古城區及戴克里先皇宮、赫瓦爾島的史塔利格拉德平原、杜布尼克古城；

波赫國的慕斯塔爾古城區；黑山國的科托古城及自然風光。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7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斯洛維尼亞的布雷

德湖（76）、波斯多瓦納鐘乳石洞（230）；克羅埃西亞的杜布尼克古城牆（22）、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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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國家公園（129）、戴克里先皇宮（376）；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慕斯塔爾拱橋（113）；

黑山國的科托灣（47）。 

 

第01天 台灣香港歐洲轉機點 

BR-857 1810/1955【飛行時間 1 時 45 分】；LH-797 2305/0520+1【飛行時間 12 時 15 分】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慕尼黑或法蘭克福飛往義大利水都―威尼斯。 

晚餐：機上用餐 

 

第02天 歐洲轉機點威尼斯 Venice【義大利】―布雷德湖 Bled Lake【斯洛維尼亞】 

LH-324 0825/0940【飛行時間 1時 15分】；（行車：282 公里，3.5 小時） 

班機於今日上午抵達威尼斯。隨後專車前往朱利安阿爾卑斯山下美麗的▲布雷德湖，因為湖水

蔚藍，故有「藍湖」之稱，清澈的湖水泛出祖母綠的色彩，加上四周被群山環抱，湖光映襯山

色，風景美得有如一幅圖畫。抵達後先搭乘★手搖船遊布雷德湖，並登臨湖中神秘的▲湖心小

島，島上的★聖母升天教堂，內有 14 世紀壁畫及製於 1534 年的許願鐘，據說敲響此鐘 3 次，

就能心想事成。另外，帶您登上居高臨下的★布雷德城堡，德國亨利二世 1004 年在此開始修建

城堡，中世紀後不斷加建成為今天的面貌，湖水倒映著懸崖上的古堡，風格獨特的建築與碧綠

無暇的湖面構成了人文與自然的完美結合。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香嫩鱒魚餐+布雷德蛋糕+咖啡或紅茶   晚餐：飯店自助式晚餐+酒水 

住宿：Hotel Golf Bled 4* 或 Hotel Park Bled 4*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鬆脆爽口的布雷德蛋糕絕對是斯洛維尼亞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上層是酥皮而下層

是脆餅，中間夾層是香草奶油配上蛋糕，而最上層的白色糖粉代表的是朱利安阿

爾卑斯山的白雪，層次豐富、口感勻稱。來到布雷德湖，您絕對不可錯過。 

驚喜安排 2：如夢似幻的布雷德湖位於朱利安阿爾卑斯山腳下，是由冰河後退所形成的湖泊，

湖畔懸崖古堡聳立，自然與人文美景相映成趣。2015《寂寞星球》旅遊書也給予

布雷德湖極高的評價，名列全球 500 大景點的第 76 名，也是歐洲所有湖泊中排名

最高的。今晚我們特別安排 Golf 或 Park 飯店的面湖房，窗外湖水映襯山色，遠

山層巒疊嶂，美景盡收眼底。 

 

第03天 布雷德湖―盧比安納 Ljubljana―波斯多瓦那 Postojna―歐帕提亞 Opatija【克羅埃西亞】 

（行車：178 公里，3 小時） 

今日專車前往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安納，位處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世界的十字路口，盧比

安納一直自詡為東、西歐的文化匯集之處。舊城區的▲普列舍倫廣場上，一座建於 1660 年的粉

紅色▲聖方濟教堂，優雅地等待著我們的探訪，浪漫詩人▲普列舍倫的雕像，矗立在廣場上與

他單戀的情人遙遙相望，造型獨特的▲三重橋就在廣場旁；橋的東邊是老城區，著名的地標如：

▲市政廳、▲三河紀念噴泉、▲市政廣場以及巴洛克式建築的▲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彼此緊臨

羅列著，歡迎遊客的到訪。而 2010 年完工的▲愛情鎖鍊橋，是情侶們宣誓堅貞愛情的必訪之處。

隨後搭乘★城堡纜車登上▲盧比安納城堡，俯瞰這座融和了山清水秀、古典優雅的秀麗首都。

午後專車前往歐洲最大、全長約 24 公里的★波斯多瓦那鐘乳石洞。我們搭乘★鐵道車入內，通

往 200 公尺深的地底，再以步行的方式參觀鐘乳石洞區，跌宕奇巧、造型各異的石筍、石柱，

在燈光照射下令人目不暇給，讚嘆稱奇。洞內並有機會欣賞到罕見的蠑螈，因全身剔透又稱人

魚（Human Fish），由於長久穴居，眼睛與肺已完全喪失功能，但其生命力強韌，據說可以活到

一百歲以上。（洞內恆溫 8 ℃～10℃，請攜帶保暖衣帽）。隨後專車前往昔日奧匈帝國的皇室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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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渡假勝地―歐帕提亞，素有《克羅埃西亞的尼斯》之稱。抵達後走訪當地第一棟豪宅▲安裘

莉娜別墅及第一間豪華飯店▲卡瓦納飯店，而佇立於海岸邊的▲少女與海鷗的雕像，已成了歐

帕提亞最著名的地標。這裡的美麗不在景點的探索，而是一種心靈的解放與沉殿。您可散步於

濱海大道上，享受優雅浪漫的貴族氣氛。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茶       晚餐：飯店晚餐+酒水 

住宿：Hotel Ambasador 5* 或 Hotel Navis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波斯多瓦那鐘乳石洞是歐洲最大也最美的天然鐘乳石洞，這座鬼斧神工的洞穴，全

長約 24 公里，於 1818 年被發現。今日遊客可搭乘於 1967 年運行的小型鐵道車深

入洞穴，穿梭於千變萬化、如水晶宮殿般壯麗的鐘乳石洞中，這也是許多人認識斯

洛維尼亞的第一印象。該鐘乳石洞也名列 2015《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的第 230

名，也是全世界唯一入選的鐘乳石洞。 

 

第04天 歐帕提亞―札格里布 Zagreb 

（行車：178 公里，2.5 小時） 

今日專車前往克羅埃西亞的首都―札格里布，抵達後首先參觀札格里布上城區：▲聖母升天大

教堂是克國最大型的宗教建築，從城市的各個角落，都能輕易地看到兩座高聳的尖塔。教堂廣

場前矗立著金色的▲聖母瑪麗亞雕像以及一旁的▲大主教宅邸。聖母瑪莉亞顯聖績的▲石門是

進入上城區的主要入口，裡頭供奉著一幅聖母子畫像，燭火鼎盛。穿過石門後，即可抵達以美

麗的馬賽克拼貼畫為屋頂而聞名於世的▲聖馬可教堂；新古典建築的▲國會大廈緊立在聖馬可

廣場右側，而附近仿羅馬式的▲洛特爾薩克高塔，每天正午時分開火鳴砲，作為全城居民對時

之用，已持續了一百多年。騎著駿馬、手揮軍刀的耶拉齊洽雕像矗立在市中心的▲耶拉齊洽廣

場，象徵克國的主權捍衛；▲國家劇院屬新巴洛克式建築，黃色的外觀在太陽的照射下更顯得

鮮豔奪目，劇院前方的▲提托廣場是以前南斯拉夫總統提托命名的。另外，特別安排搭乘札格

里布的★藍色電車，體驗札格里布人的日常生活。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義式雞肉餐+咖啡或紅茶     晚餐：克式烤鴨雙拼+啤酒無限暢飲 

住宿：Esplanade Zagreb Hotel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今晚我們將入住集尊榮與優雅於一身的豪華五星飯店 Esplanade Zagreb Hotel。這

是東方快車於 1925 年為頂級客戶量身打造的時尚飯店，也是當時建築藝術的瑰寶。

長久以來，舉凡電影明星、國家政客及國際歌星必下榻這家札格里布最知名及最高

級的飯店。 

 

第05天 札格里布―羅斯托克 Rastoke―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N.P. 

（行車：145 公里，3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以瀑布與水車聞名的小鎮―★羅斯托克水上村莊，在高低不平的地勢中，只

見綠草如茵，樹林間散落幾戶紅瓦房，小巧的飛瀑則流經房子、沿著懸崖落下，房子卻也屹立

不搖，著實令人稱奇。隨後前往有「歐洲九寨溝」之稱的★普萊維斯湖群國家公園【UNESCO, 

1979】，是克羅埃西亞人最值得驕傲的自然景觀，園內 16 座大小湖泊，因喀斯特地形加上不同

高度落差而形成無數天然瀑布，石灰華台階處處可見，故有「十六湖國家公園」的稱號。這些

湖泊、瀑布及峽谷等景觀，隨著分明的四季―春季野花、夏季蒼翠、秋季櫸紅、冬季皚雪，幻

化出不同的樣貌和風情。抵達後首先前往★上湖區，景緻以精巧秀麗著稱，有著茂密的森林、

清澈綻藍的湖泊以及湍急的瀑布，於峰巒疊綠之間，氣象萬千。行程參觀主要以步行穿梭於木

棧便道，享受生態旅遊的悠閒；間或搭乘★交通船，穿越碧綠的湖泊間。（參觀上湖或下湖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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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順序，依領隊視園區情況安排）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鄉村鱒魚餐+咖啡或紅茶      晚餐：飯店三道式時令套餐+酒水 

住宿：Hotel Jezero 3* 或 同級 

驚喜安排：Hotel Jezero 是十六湖國家公園內唯一的三星舒適飯店（另兩間為二星的 Hotel 

Belleve 和 Hotel Plitvice）。由於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每年高達千萬人次，而園區

飯店的房間數量有限，我們一年前就付出訂金預留房間，讓我們今晚入住園區內最

佳飯店，享受遠離塵囂的寧謐氣氛。（如遇 Hotel Jezero 滿房則每人每晚退費 30 歐

元，敬請見諒。） 

 

第06天 十六湖國家公園―札達爾 Zadar 

（行車：150 公里，2.5 小時） 

今日續參觀以磅礡壯麗著稱的★下湖區，層層相接的瀑布以及色彩多樣的湖泊群都是您今日參

觀的重點。高達 78 公尺、湖區最長的瀑布正座落於此，湖區有許多視野遼闊的眺望台，由上往

下俯瞰，瀑布水流激出白色的水花，大小湖泊配上潺潺流動的河水，一覽無遺，讓人不得不感

嘆造物者的偉大。午餐後專車前往古羅馬城市的典型―札達爾，此城有著濃厚的羅馬及拜占庭

帝國時期的建築特色。抵達後進行市區觀光，舊城區的▲羅馬廣場是羅馬時代的市政中心，處

處可見頹圮的石柱及殘壁，而▲羞恥之柱至今仍屹立在廣場邊。特殊圓柱形造型的▲聖多納教

堂自九世紀以來便成為札達爾的地標，獨特的音場設計讓這裡成為札達爾夏季最好的音樂廳；

而仿羅馬式的▲聖安納斯塔西亞教堂則是札達爾地區的主教堂。當然更不能錯過由新銳建築師

Nikola Bašić 設計，於 2005 年完工，獲得歐洲設計大獎的▲海浪管風琴，長 70 公尺的海岸石

階內裝置了 35 根共鳴管，當海浪與海風打進岸上的孔洞時，便會發出悠揚的潮汐樂章。傍晚欣

賞 Nikola 的另一個環保創作▲城市光廊，在直徑 22 公尺的大圓圈中，鋪設 300 片藍色 LED 玻

璃板，白天收集太陽能，在夜幕低垂後發光發亮，呈現出五光十色的幻彩燈光秀。（能否欣賞札

達爾夕陽及城市光廊，得視實際天候狀況而定，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克式炭烤羊肉餐+咖啡或紅茶  

晚餐：香煎培根鮟鱇魚捲或飯店自助式晚餐+酒水 

住宿：Hotel Diadora 4* 或 Hotel Kolovare 4* 或 同級 

《貼心提醒》：明日將乘坐快船前往及入住赫瓦爾島，請今晚預先準備一過夜包。巴士將直接前

往隔晚的科楚拉島飯店會合。 

驚喜安排 1：今晚我們有機會欣賞體驗札達爾古城的浪漫三部曲，首部曲：白天聆聽欣賞海風

琴表演及岸邊的戀人男女，二部曲：見證讓希區考克都感到驚艷的亞得里亞海落

日，三部曲：沈醉於夜晚迷人的城市光廊燈光秀，團員並可一同跳躍自拍，留下

最難忘的翦影。（欣賞札達爾夕陽得視季節及實際天候狀況而定。） 

驚喜安排 2：想要欣賞札達爾的夕陽與城市光廊都需要住宿札達爾才能體驗到，因此我們特別

安排入住近郊的 Hotel Diadora 4*或 Hotel Kolovare 4*飯店，讓您的札達爾之旅不

留任何遺憾。 

 

第07天 札達爾―旭本尼克 Sibenik―史普利特 Split―（渡船／/輪）―赫瓦爾 Hvar 

（行車：195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參觀文藝復興城市風格的代表―旭本尼克。走訪以白色石灰岩打造的★聖雅各大教堂

【UNESCO, 2000】。文藝復興式圓頂和哥德式拱門的組合相當特殊，後堂外牆的▲71 顆人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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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隻獅子頭像尤其吸引遊客的目光，生動呈現 15 世紀此地市民喜怒哀樂各種神情。教堂北翼側

門因有精彩的石獅雕像，此門又稱▲獅子門。旭本尼克的▲共和廣場正對著聖雅各大教堂正門，

廣場上立有一尊建造聖雅各大教堂建築師的銅像以及建於 15 世紀的老敞廊，此地原本是市議會

所在地，今日則擺滿了悠閒的咖啡座。隨後前往克羅埃西亞之第二大城史普利特，抵達後參觀

3 世紀時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為自己打造了退位後的▲戴克里先皇宮【UNESCO, 1979】，是整個克

羅埃西亞最雄偉且耀眼的羅馬遺跡之一。皇宮中的▲前庭與皇室居所，以大理石建造並飾以彩

色鑲嵌畫；位於皇宮正中央的▲列柱廊中庭，已成為一個極佳的集會廣場及表演場所；外觀呈

八角形▲聖多米努斯大教堂，被 24 根圓柱環繞著，比鄰的仿羅馬式的▲大鐘樓，以其 57 公尺

的高度成為史普利特最顯眼的地標。北門外的護城主教▲寧斯基雕像，他的左腳大拇指被擦得

金光閃閃，據說上前摸摸他的腳趾，可為您帶來無限好運哦！而▲史普利特濱海大道，是您自

由逛街賞景的最好去處。傍晚搭乘★亞得里亞海渡船前往有「薰衣草島」（每年 5~6 月為花季）

美稱的▲赫瓦爾島，沿途會經過以喀斯特地形聞名的◎布拉曲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匈牙利燉牛肉+咖啡或紅茶          晚餐：飯店晚餐+酒水 

住宿：Hotel Amfora 4* 或 Hotel Adriana 4* 或 同級 

《貼心提醒》：由於船班時間會隨季節變化而調整，因此跳島之旅中各旅遊景點之參觀順序，將

視當地船班安排而調整更動，敬請見諒。 

驚喜安排 1：克羅埃西亞素有千島之國的美譽，萬頃碧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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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小島上都有專屬的傳奇故事。來到克羅埃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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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我們將搭上渡輪前往素有「薰衣草島」之稱的赫瓦爾島，開始我們二天二夜的亞

得里亞海跳島之旅。 

驚喜安排 2：今晚入住赫瓦爾島最豪華的濱海度假飯店 Hotel Amfora 4* 或 Hotel Adriana 4*，

飯店坐落在一個腹地廣闊的海灣旁，並提供豐盛美味的早晚餐。今日傍晚，你可

就近漫步古城，舒適乾燥的亞得里亞海風伴隨著當地小販的薰衣草香氣襲來，醉

人花香、浪漫無限。 

 

第08天 赫瓦爾―史塔利格拉德 Stari Grad―赫瓦爾鎮―（渡船／輪）―科楚拉 Korcula 

（行車：60 公里，1.5 小時） 

赫瓦爾歷史源起於古希臘時期，島上擁有豐富的文化古蹟。整個赫瓦爾城的建築呈現出華麗的

威尼斯風格，主要建築大都座落在▲史特亞波納廣場周圍，建於 16 世紀的▲史特亞波納教堂，

擁有一座四層樓高的鐘塔，是達爾馬齊亞顛峰時期的建築。廣場南邊一座 17 世紀的▲軍械庫，

曾被形容為「全達爾馬齊亞地區最美麗而且最有用的建築」，如今是藝品商店和現代藝廊。之

後特別開車前往 16 世紀初時所建造的▲堡壘，從山頂上不但可俯瞰赫瓦爾城全景風光，更將◎

帕克連尼群島一覽無遺。續沿著▲薰衣草山路，沿途細數著薰衣草、迷迭香等香草植物（季節

限定）前往▲史塔利格拉德，小鎮中的城牆和堡壘，仍留下了 13 世紀的建築及精湛石雕。而小

鎮附近的▲史塔利格拉德平原【UNESCO，2008】，仍保留著西元前 4 世紀古希臘人的灌溉技術。

下午返回赫瓦爾城，您可漫步於古老城鎮中，逛逛禮品小店，或是小酌風味酒，感受一下醉人

薰衣草的魔力。傍晚繼續進行跳島之旅，搭乘★亞得里亞海渡船前往馬可波羅的故鄉―科楚拉

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漁夫風味海鮮燉飯+咖啡或紅茶      晚餐：飯店自助式晚餐+酒水 

住宿：Hotel Liburna 4* 或 Hotel Marko Polo4*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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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安排：科楚拉島是亞得里亞海上的第六大島，也是達爾馬提亞海岸南部最響亮的島嶼，據

說 1254 年馬可波羅也在此地出生。您的亞得里亞海「跳島之旅」如果少了科楚拉島，

就如同拼圖缺少了一角，甚為可惜。今日傍晚您將繼續搭乘渡船前往科楚拉島，跟

隨馬可波羅的腳步探訪十三世紀時的亞得里亞海及其傳奇故事。 

 

第09天 科楚拉―（渡船／輪）―歐瑞碧契 Orebic―史東 Ston―慕斯塔爾 Mostar【波赫國】 

（行車：150 公里，3.5 小時） 

科楚拉城彷彿是杜布尼克老城的縮小版，馬蹄形的城牆順著海岸線圈圍起來，狹窄的街弄巷道

就像魚骨頭般整齊排列，兩旁陳列著殘存的中世紀建築，到處瀰漫著濃濃的威尼斯風情。▲聖

馬可教堂建築風格混合了文藝復興與哥德式，教堂立面以聖經故事呈現精彩石雕。城內的★馬

可波羅故居（開放時間不一定，如遇開放則入內參觀）據說是馬可波羅 1254 年誕生處，不過他

究竟是不是在此出生仍有爭議，其身世之謎也讓這座島嶼永遠充滿話題。隨後搭乘★亞得里亞

海渡輪返回本土的◎歐瑞碧契，續專車行經葡萄莊園佈滿的◎佩列沙茨半島前往★史東城牆，

建於 1333 年的、長 5.5 公里的堅固建築是歐洲陸地最長的一道防禦工事。史東盛產牡蠣和蚌類，

周遭區域更是克羅埃西亞最重要的◎鹽田產地。續前往以中世紀古橋聞名的慕斯塔爾。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史東牡蠣鮮魚餐+白酒+咖啡或紅茶        晚餐：飯店晚餐+酒水 

住宿：Hotel Mepas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來到史東您不難發現遍布的牡蠣田，沒錯，這裡潔淨的海水孕育鮮美的「藍寶石牡

蠣」，是克羅埃西亞最著名的牡蠣養殖地。今日我們有機會品嚐這不可多得的美食，

擠上幾滴檸檬汁、灑上些許當地海鹽，將牡蠣大口咀嚼，並以佩列沙茨半島的白酒

落款，人間美味就在此刻！ 

 

第10天 慕斯塔爾―杜布尼克 Dubrovnik 

（行車：160 公里，3 小時） 

今日上午參觀美麗的中世紀小鎮―慕斯塔爾【UNESCO,2005】，錯綜複雜的歷史在當地建築留下

見證，異國文化衝擊更讓舊城呈現出特有的風貌。一座架在▲內雷特瓦河上土耳其人建造的▲

拱型古橋是古城地標，石橋長 29 公尺，做工細緻，在一天不同時刻，石橋會隨著陽光的角度，

反射出不同的色彩，猶如懸掛在空中的彩虹，雖然曾於 1993 年的戰爭中摧毀，但仍於 2004 年

重建。★土耳其之家原為鄂圖曼土耳其統治時的豪宅，現已改建為博物館，內外陳設充滿濃厚

的伊斯蘭風味。城內另有兩座宏偉的宗教建築物―▲聖保羅彼得天主教堂和▲帕西納清真寺，

在河谷兩岸遙遙相望，基督教與回教間如何和平相處，也成了當地居民特有的生活態度。現今

慕斯塔爾風景優美，往來的遊客絡繹不絕，古城內熱鬧非常，古橋上的高難度跳水更是吸睛的

亮點，很難想像這裡曾經是烽火連天的人間煉獄！之後前往杜布尼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土耳其式烤肉拼盤+咖啡或紅茶         晚餐：飯店晚餐+酒水 

住宿：Sheraton Hotel 5* 或 Valamar President Hotel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美麗的慕斯塔爾拱形古橋是這個城鎮最知名的景點，它也被 2015《寂寞星球》旅

遊書選為全球 500 大景點的第 113 名，也是波赫國唯一入選的景點。自古以來從

20 公尺高的橋上一躍而下是勇者的象徵，您有機會親眼目睹來自世界各地的跳水

選手來這裡挑戰。 

驚喜安排 2：旅行在慕斯塔爾與亞得里亞海岸的體驗感受完全不同，您可逛著古老的土耳其市

集，購買中東風格的紀念品，濃濃的伊斯蘭風情彌漫整個城市。今日特別安排由

當地導遊教導大家如何飲用道地的赫塞哥維納咖啡，看看和土耳其咖啡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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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天 杜布尼克―公主島 Sveti Stefan【黑山共和國】―科托 Kotor―科托灣 Kotor Bay―杜布尼克 

（行車：224 公里，4 小時） 

今日早上前往黑山共和國參觀旅人及攝影者最愛的◎公主島，島和海岸間有座神奇的石橋連接

著，形成奇特的半島景觀。續前往黑山臨海的渡假中心―布德瓦，此地有很多知名酒店、咖啡

館、餐廳，並有造價昂貴的遊艇；同時前往▲布德瓦沙灘，享受歐洲度假的氛圍。而中世紀古

城★科托（和科托灣並列世界遺產），依傍在科托灣深處，自古即是航海和軍事要地，擁有完整

的防禦工事，環抱古城的▲科托城牆始建於 4 世紀，沿山而上、直達山頂，全長 4.5 公里。科

托古城共有三座城門，位於西側的▲海門為最主要聯絡通道。入城門後，建於 11 世紀的▲聖特

勒弗教堂，其立面雙塔高大壯觀、雄視全城，已成為科托城的地標。而▲聖盧卡斯教堂、▲聖

尼古拉斯東正教堂以及▲科托主廣場四周古建築，呈現出羅馬、拜占庭、哥德及文藝復興等不

同時期的建築風格，見證了科托過去的輝煌歷史。▲科托灣【UNESCO,1979】，沿途海岸迂迴，

兩岸高山夾峙，直插入波光瀲灩的海水中，灣中點綴著兩個小島：◎聖喬治島及◎聖石女士島，

其壯麗景色媲美北歐峽灣，難怪英國浪漫詩人拜倫於 1872 年造訪後，不禁發出讚嘆：「陸地與

海洋最美的相遇！」傍晚返回杜布尼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巴爾幹春捲及烤鮮魚料理+咖啡或紅茶  晚餐：水車坊豬肉風味料理+酒水 

住宿：Sheraton Hotel 5* 或 Valamar President Hotel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聖斯圖凡半島的岬角上有一座美麗的小漁村―公主島，整座島是嶙峋的岩石結構，

但附近海岸及接連的石橋卻都是沙灘，一直是攝影者與遊人的最愛。其獨特的地形

讓她被大集團看中，買下原本的漁村並改建為豪華度假村。今日我們有機會從高處

俯瞰，欣賞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第12天 杜布尼克 

（全日杜布尼克參觀） 

全日參觀有「亞得里亞海之珠」美稱的杜布尼克，杜布尼克古城【UNESCO,1979】依山傍海，

四周圍繞著寬厚高大的城牆。從▲派勒城門進入古城，首先吸引目光的是筆直又寬敞的▲史特

拉敦大道，兩旁盡是重要的歷史建築；城門入口是一座擁有 16 座面具雕刻出水口的▲大歐諾弗

利歐水池，迴廊環繞的▲法蘭西斯修道院，其庭院彷彿是一座小型綠洲。在大道盡頭▲羅薩廣

場四周有▲史邦扎宮、▲杜布尼克鐘塔、▲奧蘭多石柱以及供奉杜布尼克守護神▲聖布雷瑟教

堂。廣場附近的▲杜布尼克大教堂擁有宏偉巴洛克式圓頂，而▲王公官邸則有「達爾馬齊亞最

美建築」美稱，其建築融合了哥德式及文藝復興時期風格。隨後安排搭乘★杜布尼克纜車前往

▲蘇拉德山頂是今日行程的另一重點，登高攬勝，古城全景盡收眼底，壯美的景色讓人心曠神

怡。（若遇天候或維修等因素纜車停駛，每人退費 10 歐元，敬請見諒！）之後漫步在固若金湯

的★杜布尼克城牆上，沿著城牆共有十餘座半圓形堡壘，其中最知名就是▲明闕達守望塔，爬

上塔頂，這裡可拍到紅瓦白牆古城的經典照片。您亦可自由活動，漫步於狹窄的古城巷弄間，

感受濃濃的中世紀風情，屆時您絕對相信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在初臨杜布尼克時的驚嘆之語：

「在地球上尋求天堂的人，應該來杜布尼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古城海鮮料理+咖啡或紅茶    晚餐：自由用餐（發餐費 20 歐元） 

住宿：Sheraton Hotel 5* 或 Valamar President Hotel 5* 或 同級 

驚喜安排 1：全長 2 公里的杜布尼克城牆無疑是城市最閃亮的明珠。當您隨著高低起伏的城牆

爬上爬下，湛藍清澈的海岸線與古城紅瓦白牆相呼應，每一個轉彎、每一個眺望

點都美得像幅風景畫。您可知道杜布尼克城牆被 2015《寂寞星球》旅遊書選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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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500 大景點的第 22 名，也是歐洲所有古城中排名最高的，甚且高於威尼斯（26）、

布拉格（34）及佛羅倫斯（66）等歐洲名城。 

驚喜安排 2：杜布尼克古城為克羅埃西亞最美及最有參觀價值的城鎮，每年夏季更是歐美人士

的渡假天堂，城區及鄰近飯店炙手可熱、一宿難求。但我們不僅安排杜布尼克全

日完整的遊覽，更特別於此住宿 3 晚，讓您有充分的時間領略古城之美。 

 

第13天 杜布尼克―卡弗塔特 Cavtat―杜布尼克機場歐洲轉機點香港 

（行車：30 公里，1 小時） 

LH-1711 1625/1800【飛行時間 1 時 35 分】；LH-730 2220/1525+1【飛行時間 11 時 5 分】 

今日上午前往卡弗塔特，這是由許多小海灣構成的天然良港，參觀巴洛克風格的▲聖尼古拉斯

教堂及文藝復興風格的▲王公宅邸。或選擇什麼都不做，就點杯飲料，靜靜待在港口邊棕櫚樹

下的露天咖啡座，欣賞群山環抱、遊艇擺盪的海港美景。下午前往機場搭機經慕尼黑或法蘭克

福、香港返回台北。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亞得里亞海海鮮拼盤（含半隻龍蝦）+咖啡或紅茶    晚餐：機上用餐 

 

第14天 香港台灣 

BR-856 1700/1845【飛行時間 1 時 45 分】 

今日從香港搭機返回台灣，班機於傍晚抵達，結束您此次難忘的【風風采采伊伊斯斯蘭蘭慕慕斯斯塔塔爾爾――克克羅羅

埃埃西西亞亞、、斯斯、、波波、、黑黑深深度度之之旅旅 1144 日日】。 

 

 

說明：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行

車參觀。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飯店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以及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基於國際禮儀，

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建議小費為每日 10 歐元，14 日共計 140 歐元。 

 本行程適用持〝晴天旅遊折價券〞扣抵團費（每一位貴賓限用 2000 元）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26,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歐洲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歐洲飯店只接受小孩

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

的三人房，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歐洲飯店房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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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歐式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

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歐洲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在客觀或不可抗力的因素下，若無法提供同星級之飯店，降低一個星級，將予以每人每晚

退費 30 歐。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航  班  參  考 

起飛地―抵達地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時  間 飛行時間 

台北―香港 TPE/HKG 長榮 BR-857 1810/1955 1:45 

香港―法蘭克福 HKG/FRA  德航 LH-797 2305/0520+1 12:15 

法蘭克福―威尼斯 FRA/VCE 德航 LH-324 0825/0940 1:15 

杜布尼克―慕尼黑 DBV/MUC 德航 LH-1711 1625/1800 1:35 

慕尼黑―香港 MUC/HKG 德航 LH-730 2220/1525+1 11:05 

香港―台北 HKG/TPE 長榮 BR-856 1700/1845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