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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巴爾幹半島雙國 

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 雙國 輕鬆漫遊 13 日 

 

克羅埃西亞精選～ 

★造訪有《歐洲九寨溝美譽》～普利特維斯 16 湖國家公園，搭乘電動車及渡輪遊覽上下湖。抓住湖面特

殊的顏色，同時也讓各位貴賓不需在一天之走太多的路而感到勞累，體驗十六湖國家公園之美。 

★造訪 科卡國家公園 並安排遊船 

 

★昔日奧匈帝國時期之皇家海濱渡假勝地－歐帕提亞。 

★造訪達爾馬提亞古都～札達爾，海岸邊海管風琴的聲音～蔚為建築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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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斯賓尼克，親臨世界上最大一座完全由岩石打造而成的聖雅各大教堂。 

★造訪克羅埃西亞第二大城～司普利特，參觀擁有世界少見的古羅馬戴奧克里先宮殿遺址。 

★搭乘渡輪前往享有《薰衣草島》之美名的哈瓦島。 

★亞德里亞海上明珠～杜布羅尼克：聯合國 UNESCO 明列世界珍貴人類遺產。特別安排門票上古城牆漫

步／多米尼克修道院。 

★水車村 桃花源 精選停留 

斯洛維尼亞精選～ 

★特別安排『阿爾卑斯之珠』～布雷德湖，參觀布雷德城堡，搭乘小艇前往湖中的教堂島。 

★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世界的十字路口～盧比亞那，搭乘纜車上山到達古樸的盧比亞那城堡。 

★搭乘小型電動車造訪波斯托那鐘乳石洞，穿梭如愛麗絲的仙境，並參觀世上獨有的人色魚。 

 

 

日期  班機  機場     起飛  機場     抵達  飛行時數  

5/30 

5/31 

BR61   桃園     2230 曼谷     0110 3.40 

BR61 曼谷     0220 維也納   0835+1 11.15 

6/10 

6/11 

BR62 維也納   1835 曼谷     1000 10.25 

BR62 曼谷     1140 桃園     1630 3.50 

******************************************************************************** 

第 1 天   夥伴集合前往桃園機場搭機飛往維也納 

第 2 天   飛行 13.5 個小時;跨越了時區;大家精神奕奕;美美的開始此次斯克的行程. 

維也納機場—格拉茲 GRAZ—布雷德 BLED 

停留景點:斯洛維尼亞的布雷德湖.搭船遊湖.布雷德湖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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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機場是奧地利的門戶;我們在這裡進入歐洲後隨即專車往南方的巴爾幹半島的斯洛維尼亞前進. 出

關後專車前往奧地利東南方大城～格拉茲。◎格拉茲古城區被聯合國 UNESCO 列為世界遺產。 

斯洛維尼亞這個國家;首都 LUBIANA 盧比安納;距離維也納機場約 (408 公里=4:15+休息=5 小時); 

很快的經過車上的休息後先抵達斯洛維尼亞的著名的布雷德湖. 

布萊德湖（斯洛維尼亞語：Blejsko jezero；德語：Veldeser See）是朱利安阿爾卑斯山山區的一個冰蝕湖，

位於斯洛維尼亞西北部，毗鄰布萊德城。布萊德湖是一處熱門的旅遊目的地。布

萊德湖長 2,120 米，寬 1,380 米，面積 1.45 km²，最大深度 30.6 米，海拔高度 475

米。該湖位於風景如畫的環境中，被群山和

森林環抱。一座中世紀城堡聳立於湖的北

岸。安排登上布雷得城堡，靜如止水的布雷

得湖倒映著懸崖上的古堡，原本只是一座羅

馬式塔樓，於中世紀時不斷加建才成為今天

的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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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布雷得

湖心小島與古樸的城堡融為一體，而居高臨下的城堡，在此你可俯

瞰布雷得湖，是欣賞布雷得湖全景的最佳據點. 搭乘★手櫓船遊布萊德湖，船來往之間保持湖泊自身的優

雅，輕微的搖晃卸載，終於能一窺神秘的湖心小島。布萊德島布萊德島(Blejski otok)由布萊德湖包圍著，

是斯洛維尼亞唯一一個的天然島嶼。島上有幾棟建築，最大的是◎聖母升天教堂是當地人最喜愛的婚禮

教堂，裡面有個 1534 年的許願鐘，敲響此鐘 3 次，就能心想事成。布萊德湖的環境非常適合於賽艇運

動，1966 年、1979 年、1989 年和 2011 年的世界賽艇錦標賽曾在此舉行。， 

餐食： （早餐）機上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斯洛維尼亞風味餐(三道式) 或 旅館內風味料理 

住宿： PARK HOTEL 或 RIKILI BALANCE  或  GOLF HOTEL  

        若遇布雷德湖滿房將改住 BOHINIJ ECO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布雷德湖 / (5 公里) Vintgar Gorge 文特加峽谷峽谷  /  (57 公里 ) (首都 )盧比安納 /  (53 公里) 

波斯托伊娜天然鐘乳石洞 Postojna Cave / (62 公里 ) 歐帕蒂亞  

安排景點: VINTGAR GORGE★文特加峽谷健行.*盧比安納市區觀光+城堡纜車*波斯多茵娜鐘乳石洞+小

火車 

 

http://www.gogo88.com.tw/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5/30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周飛鵬 0939-143038 廖敏妃 0936-141577 
鄭麗麗 0928-794118 申瑀婕 0963-971936 許富宗 0933-736263 楊素文 0933-165185 葉茂盛 0932-909267 許容豪 0937-713388 

VINTGAR GORGE★溫特加峽谷健行:: 

Vintgar 峽谷或布萊德峽谷是一個 1.6 公里長的峽谷，位於斯洛文尼亞西北部

Gorje 和 Bled 市，位於布萊德西北 4 公里處。由 Radovna 河雕刻，它是

Radovna 山谷的延續。純粹的峽谷牆高 50 至 100 米，總坡度約 250 米。 

盧比安娜- 嬌小的老靈魂 

斯洛維尼亞的首都盧比安娜，因為地處時代的路口，受到多種文化的衝擊與

薰陶。這個人口不及 30 萬的國家之都，與歐洲其他首都相比，顯得十分嬌

小年輕，卻是個已經擁有超過兩千年發展歷史的老靈魂，在周遭鮮明嬌豔的

歷史大城之間，散發自己淡淡的清香，十分舒服

與溫柔。舊城區的◎普列舍仁廣場、或是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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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舍仁的雕像，矗立

在廣場上與他的情人相望，著名的◎三重橋就在廣場旁；橋的東側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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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0 完工的◎愛情鎖鍊橋，是情侶們宣誓愛情堅貞無悔的必

訪之處。搭乘★城堡纜車登上◎盧比安娜城堡，在高處抓取城市的各個角落。之後繼續南下;到鄰

國克羅埃西亞囉 

波斯多茵娜鐘乳石洞-哇喔 

歐洲最讓人趨之若鶩的鐘乳石洞穴，全長 27 公里，是許多人專程為此來到斯國的吸引力。洞內複雜多樣

的石柱、石筍、石鐘乳都是歷經造物主百萬年刻撫而成的。我們搭乘★小火車入內，通往 200 公

尺深的地底，再以步行的方式參觀鐘乳洞區，跌宕奇巧的洞中地形：僅容一人通過的小橋、百萬

株鐘乳石、義大利麵條鐘乳石、布幔鐘乳石等，色彩鮮豔，在燈光照射下令人目不暇給，讚嘆稱

奇。下層還有挑高寬敞的天然音樂廳，音場效果絕佳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晚餐：   

住宿: Hotel Sveti Jakov  或 同級 

 

第 4 天 歐帕蒂亞 Opatija  / (303 公里 =3:20+休息 =4 小時 )  札達爾 Zadar/ (88 公里 =1:10 分鐘 ) 

斯賓尼克Š ibenik / (88 公里 =1:15 分鐘 )斯布利特 Split  

奧帕蒂亞是克羅埃西亞的城鎮，位於該國西部亞得里亞海畔，由濱海和山區縣負責管轄，該鎮在 1947 至

1991 年間由南斯拉夫負責管治， 

扎達爾- 聽海唱歌 

一如其他的達爾馬齊亞多數城市，札達爾的命運也是隨著各個過往的強權起起落落。這是一座典型的羅

馬城市，處處可見頹圮的石柱及殘壁，這些古羅馬人沒帶走的痕跡。既威尼斯王國的統治之後，又曾經

是達爾馬提亞王國的首都。舊城坐落於狹長的半島上，自古以來就是亞得里亞海上重要的海港。夏季

時，在札達爾港邊可以見到來自各國的船隻。舊城區的◎羅馬廣場是羅馬時代的市政中心，後世用作◎

羞恥之柱的羅馬廊柱至今仍屹立在廣場邊。圓柱形的◎聖多納教堂自九世紀以來便成為札達爾的地標，

特殊的造型在世界各國的天主教堂裡可說獨一無二，特別的音場設計讓這裡成為札達爾最好的音樂廳。

而羅馬式的◎聖安納斯塔西亞教堂則是札達爾地區的主教座堂，也是達爾馬提亞沿海最大的天主教堂，

起源於四世紀的歷史背景和她重要的宗教地位，讓她被列入克羅埃西亞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更不能

錯過的，是新銳建築師 Nikola Bašić設計，獲得歐洲設計大獎的◎海浪管風琴。長 70 公尺的海岸石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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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了 35 根共鳴鋼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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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斯賓尼克-克羅埃

西亞的聖母百花大教堂 

★聖雅各大教堂是斯賓尼克最精采的亮點，讓這座達爾馬提亞海岸上的古城，自 2000 年被聯合國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建造耗時 105 年，是世界上最大一座 100%大理石打造的教堂，運用精密的計算和高超的岩

石鑲嵌技術建成，尤其圓頂沒有使用任何一點木頭支撐或水泥黏合。外牆的 74 個人頭和動物雕像，除了

忠實呈現 15 世紀此地居民的面貌外，更反應出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高漲的重要意義。 

注意事項： 

【隔天要跳島喔**請您準備好過夜包，攜帶輕便的盥洗衣物，讓您輕鬆入住島嶼飯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懷舊古城義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預定計畫旅館：  

 LE MERIDEN LAV SPLIT 或 HOTEL ATRIUM 或 HOTEL PRESIDENT SOLIN (五星 )或同

級  

 

 

 

第 5 天 斯布利特 Split / 斯塔里格勒 (船行 62 公里 ) Hvar 哈瓦島  

安排景點 :斯布利特市區觀光 +++渡輪 *斯塔里格勒 (船行 62 公里 )---(22.4 公里 =30 分鐘車

程 )抵達哈瓦島 (或赫瓦島 )HVAR 

注意事項：【船班接駁時間會因為季節變化而有所調整】  

斯普利特 -西元 3 世紀，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勒令建設，以神話為藍圖打造◎戴奧克里先

宮殿，動用 2000 位奴隸，從布拉曲島 (Brac)搬來具有光澤的白石，甚至不惜耗資進口義大

利與希臘大理石。時至今日成了◎舊城區的中心，也是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羅馬皇宮之

一。包含裡頭的★朱比特神殿及★斯普利特大教堂，甚至是遠征埃及帶回的戰利品，雖歷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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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千年的風霜，依舊可以感受到當時的霸氣奢華，尤其是白石在烈艷的照射下帶出的油

亮，是永不褪卻的光華。達爾馬提亞的海岸，斯普利特一直以來都是焦點，這樣的姿態到

了今日依舊未減，克國中僅次於首都的第二大城，也是亞得里亞沿海最重要的商業及航運

樞紐。斯塔里格勒是克羅埃西亞達爾馬提亞地區斯普利特 -達爾馬提亞縣赫瓦爾島北側的

一個城鎮。  它是歐洲最古老的城鎮之一，座落在一個狹長的海灣頂端，毗鄰重要的農業

區，很早之前就吸引人類在此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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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爾島一曾被旅遊者雜誌 (The Traveler Magazine)列入全球 10 大最美麗的島嶼。克羅埃西

亞除了本身陸地上綿延千里的海岸線，光是島嶼就超過千座，船隻來往穿梭，運輸生活需

求與旅遊期待，哈瓦爾島更是其中的亮點。哈瓦爾島，亞得里亞海上的第四大島，因為氣

候穩定，日照充足，島上的植披豐富多樣，特別是最具代表性的—薰衣草。這裡的歷史可

以追溯至羅馬時代，羅馬人曾說，若玫瑰的香氣是心靈之香，薰衣草所散發的，則是靈魂

的連結。雖然無法知道這裡是先有了花還是先有了羅馬人，但可以確定的是，這裡的薰衣

草長得出奇的好，不若法國普羅旺斯整齊劃一的紫色浪漫，岩石與鄉野間的細縫中迸出的

薰衣草，更有一種野性的活力，讓這裡又有薰衣草島之稱。進入哈瓦爾城，依舊展現島上

的步伐慢活隨意，從◎史特亞波納廣場開始探索周圍重要的標的物，像是 17 世紀建成的

◎史特亞波納教堂，典藏許多藝術家的作品。逛逛禮品小商販，踏入藝術精品店，隨心所

欲，自得其樂。  

 

第 6 天 哈瓦爾島 Hvar / (60 公里 =1 小時 )蘇庫拉碼頭 Sućuraj+++渡輪德維尼克 Drvenik— (專

車 )53km 尼姆 Neum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72km=1 小時 ) 徒步遊杜布

羅尼克 Dubrovnik.  

安排景點: 渡輪搭乘.杜布羅尼克城市市區觀光 

Sućuraj 是亞得里亞海克羅地亞海域 Hvar 島上最小的城鎮，距赫瓦爾鎮 77 公里。 Sućuraj 有大約 400 名居

民，旅遊和漁業是主要的經濟活動。該鎮是赫瓦爾島東部的官方中心。度布羅尼克，古稱拉古

薩，克羅埃西亞南部港市，此城面臨著義大利半島的東岸，位於杜布羅尼克地峽之末端，以風景

優美聞名，是熱門的度假勝地，有「亞得里亞海之珠」的美稱。 

     

 

住宿: SHERATON DUBROVNIK RIVIERA 或 HOTEL CROATIA 

    或 HOTEL DUBROVNIK  PALACE (五星)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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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杜布羅尼克 Dubrovnik.  

杜布羅尼克（南斯拉夫語為「橡樹林」之意）於西元 7 世紀中建城。197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在 1991 年遭南斯拉夫軍隊投擲超過 2000 枚炸彈，三分之二的房屋被破壞，

幸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協助，大部分已被

陸續修補完成。古城內仍保存著 13 至 16 世紀建的★古

城牆，城牆總長度 1940 公尺，小巷人家及小咖啡店就

在古城牆上。◎大歐費瑞歐水池，是由那不勒斯的水利

工程師歐費瑞歐設計的，水池共有 16 面，每一面都有

一個石雕面具。史特拉敦大道的另一端盡頭就是◎小歐

費瑞歐水池，完工於 1446 年，也是杜布羅夫尼克的供

水系統之一。努那廣場前著名的◎鐘塔建於 1444 年，

高 31 公尺，於 1506 年建造了鐘塔上的大鐘，並在大鐘旁邊設了兩位士兵，在整點時士兵會以鐵

鎚敲鐘。◎聖布雷瑟教堂與附近的◎王宮官邸，都是遊客不可錯過的熱門景點！★多米尼克修

道院，這座堪稱亞得里亞海東部地區最大的哥德式建築，古樸的外觀下，內部的中庭迴廊佔地

廣大，行走其間，不難感受其莊嚴肅穆。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杜布古城景觀餐廳    晚餐：新鮮海味套餐 

住宿: SHERATON DUBROVNIK RIVIERA 或 HOTEL CROATIA 

    或 HOTEL DUBROVNIK  PALACE (五星)或同級 

 

第 8 天 杜布羅尼克  / (277 公里 =3:30+休息 =4 小時 ) 科卡 KRKA 國     家公園 /  (189 公里 =3

小時 ) Plitvice 普萊維斯  

安排景點 :科卡國家公園 (午餐 +遊覽 +遊船 )  

http://www.gogo88.com.tw/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5/30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周飛鵬 0939-143038 廖敏妃 0936-141577 
鄭麗麗 0928-794118 申瑀婕 0963-971936 許富宗 0933-736263 楊素文 0933-165185 葉茂盛 0932-909267 許容豪 0937-713388 

科卡國家公園（克羅埃西亞語：Nacionalni park Krka）是克羅埃西亞的國家公園，位

於該國南部希貝尼克 -克寧縣，面積 109 平方公里，成立於 1985 年 1 月 24 日，是

220 種動物的棲息地  

設立於西元 1985 年的科卡國家公園，公園涵蓋 142 平方公里，主要保護地為科卡河

中下游流域，國家公園由於河川切割石灰岩地形，從 Skradinski Buk 的巴士站往西邊

大馬路走去不遠即可抵達瀑布群，公園設有遊園步道，從水磨坊 (Water Mill)為起

點、環園繞一圈約一個小時左右。可見落差極大的石灰華台階，形成一道道美麗的

瀑布景觀， Skradinski Buk 瀑布寬 80 公尺，涵蓋 17 座台階，落差達 46 公尺，由 17

座瀑布組合成壯觀的場面，大水直洩而下，銀帘交纏堆疊，濺水成霧，是克羅埃西

亞最知名旅遊宣傳照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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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面露出的枯木殘枝，是大自然的裝置藝術，

枯木倒映水中，景像有如水彩畫般，充滿詩意。可稱歐洲第二九寨溝。  

 

循著古老的科卡河河道★遊船而上進入★科卡國家公園，主要保護地為科卡河中下游流

域，地貌成因皆是石灰華沉積與普萊維斯相同，地形樣貌卻有明顯的差異。相較於普萊維

斯的沉靜優柔，科卡顯得豪邁活潑許多。短短 400 公尺長的河道上，形成了如同土耳其棉

堡的 17 層階梯瀑布。底部最大的史卡丁瀑布，寬度達 100 公尺，大水直洩而下，瀑布打

入河流轟隆作響，銀帘交纏堆疊，霧氣灑落臉上尤其清爽，在陽光的照射下顏色層次豐富

繽紛，是克羅埃西亞最知名的旅遊宣傳照之一。當地人早在數百年前就利用科卡河豐沛的

水力興建磨坊，讓方圓百里內的居民沿河及陸路來到此地磨穀物，獨佔的磨坊產業也曾造

就當地不可一世的財富。  

 

 

住宿 :  預定計畫旅館：HOTEL JEZERO 或 PLITVICE 或 GRABOVAC 或 BELLEVUE 或

KAMP-TURIST 或 TC-MARKO 同級  

 

第 9 天  普萊維斯 (十六湖國家公園 -上湖區 +下湖區 )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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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特維斯 16 湖國家公園。搭乘★電動車到上湖區遊覽★上湖區，沐浴於鐘秀山林之間，大自然的美

景，滌淨您俗世的煩惱!在上湖區您可欣賞大自然展現它最美的一面，您可曾看過碧綠的水色和著甚藍的

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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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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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 1979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為世界自然遺產，她是克羅埃西亞人最值得驕傲的

自然景觀。四季都呈現不同的風情春季瀑布、夏季蒼翠、秋季楓紅、冬季皚雪。園內的石灰岩台階在落

差中造就瀑布處處，16 座湖泊分別散列各區，故有「16 湖國家公園」的稱號。搭乘★渡輪自在的參觀★

下湖區，沐浴於鐘秀的山水綠林之間，大自然的美景滌淨您俗世的煩惱。 

(本日若園區內飯店客滿，將安排園區外車程 40 分鐘內四星飯店，且維持預定之入園時間)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16 湖黃金烤乳豬風味  

             本日午餐:::為了充分遊覽;可能 以 自行購買輕食以野餐的方式處理 

晚餐：飯店內鱒魚風味+巧克力薄餅 

宿：JEZERO 或 ETNO GARDEN EXCLUSIVE ROOMS 或 DEGENIJA 或同級 

 

第 10 天   普萊維斯 (十六湖國家公園 ) / (44 公里 =50 分鐘 )  水車村桃花源 Rastoke / (104 公

里 =1:50 分鐘 )  

安排景點 :  Rastoke 水車村(桃花源 )。令人忘憂的世外桃源 

拉斯托克是克羅地亞 Slunj 市的歷史中心，以 Slunjčica 河

而聞名，該河流入 Rastoke 的 Korana 河。 在拉斯托克，類

似的自然現象正在普利特維採湖區發生。拉斯托克有時被

稱為“Plitvice 的小湖區”，並通過 Korana 河與 Plitvice 湖

相連。Rastoke 水車村屬於 Slunj 鎮的一部分，位在首都

Zagreb 與十六湖國家公園之間（從 Zagreb 有公車可以抵

達），距離 16 湖約 30 公里（20 分鐘車程），很適合與十

六湖國家公園安排在同一個行程裡。過去 Rastoke 在 17 世

紀時曾透過水車產生水力來磨麥、進行紡織業，但後來戰

爭因素，使得這小小村落受損嚴重，只能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重建目前我們所見的房子。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  

             本日午餐::為了盡興;可能以自行購買輕食以野餐的方式處理 

晚餐：當地風味 

宿：         或同級 

 

第 11 天  Rastoke 自由活動 ---(104 公里 =1 小時 40 分鐘 )札格雷布 Zagreb 

安排景點 :  

札格雷布 Zagreb 市區觀光 +搭乘市區的觀光纜車★藍色纜車  

札格雷布原意為 "戰壕 "，迄今已有 900 多年的歷史，。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首先參觀擁

有 105 公尺的哥德式尖頂的★札格雷布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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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徒步經過建於 13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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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石門，也是過去進入了札格雷布舊城中心的主要入口；◎洛特爾薩克塔是

一座四邊形的仿羅馬式高塔，每天正午時分開火鳴砲，作為全城居民對時之用，

這項措施持續了一百多年。接著參觀◎多拉茲市集販賣著各式各樣的蔬果、乳

酪、蜂蜜、鮮花等當地土產，是您體驗札格雷布人日常生活的最佳去處！◎耶拉

齊洽廣場是札格里布市區的地理中心，廣場上立有一尊騎著駿馬、手揮軍刀的耶

拉齊洽雕像。特別安排搭乘市區的觀光纜車★藍色纜車，除了可愛的藍色外觀

外，搭乘時間也是「世界上最短」。  

早餐：飯店自助式  午餐：札格雷布老城風味+啤酒    晚餐:中式風味料理 

宿：The Westin Zagreb 或同級 

 

第 12 天  札格雷布 Zagreb / (116 公里 =2:20 分鐘 )馬里博爾  /  (264 公里 = 3:00 小時 )--維也納

潘多夫名牌購物城 (McArthur Glen Designer Outlet Parndorf )/從維也納機場優雅出

發 --飛往桃園  

馬里博爾 MARIBOR 位於斯洛維尼亞的城市亞德拉瓦河畔，是該國第二大城市。  

該市屬於南施泰爾馬克，原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領地。該區與奧地利接壤  一戰

之前，該城市中 80%人口為德意志人， 20%為斯洛維尼亞人 .我們繼續往北方的維也

納機場前進 ;並且在傍晚前抵達維也納機場 ;辦理登機手續 .  

時間允許我們去逛逛 : :  

潘多夫名牌購物城 (McArthur Glen Designer Outlet Parndorf )  

這是許多人來到歐洲，來到奧地利必經的一站。除了絕佳的地理位置－離維也納

（Vienna）僅 30 鐘車程，且購物城內有超過 140 個設計師時尚品牌，如 Burberry、

Coach、 Furla、Hugo Boss…等，滿足了所有人的購物需求，無論是名牌珠寶、鞋子

或是購買家居用品與最流行的運動用品都應有盡有，最重要的是，全年有都有三

折起跳的超值折扣！更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歐盟外的旅客所購買的商品都是

「免稅」，對觀光客來說，是最理想的購物天堂。  

 

第 13 天  抵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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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行程旅客，全程每天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

精密無線導覽機，讓您旅途中不論走到哪裡，都

能隨心所欲聆聽導遊及領隊的專業解說，不受外

界所干擾。 (若遺失 .需付 NT3000 罰金 )  

 

用餐安排  

斯洛維尼亞及克羅埃西亞兩國餐飲融合奧匈、土耳其及義大利的多國風味，使其菜色成為具美味且

富多樣變化的料理。我們精選當地各地特色的餐廳及並配套了不同的主菜，讓您賞美景之餘也挑動

您的味蕾！ 

★布雷德 布雷德城堡景觀餐廳+水酒。 

★歐帕提亞 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史賓尼克 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 

★杜布羅尼克 飯店內自助餐或套餐／莊園景觀餐廳燉牛肉風味+水酒／酒。 

★十六湖國家公園 黃金烤乳豬風味餐／飯店內鱒魚風味+巧克力薄餅／16 湖燒烤風味+水酒。 

★札格雷布 札格雷布老城風味+啤酒 

★維也納 亞東台菜餐廳 

貼心加料  

長榮航空機上選位服務  

**長榮航空機上選位服務若因航空公司或其他原因無法操作 ;團費扣除 $1700 

**選位服務 ;若不利用這項服務；可扣 $1700** 

加贈貴賓全程旅行平安險 (100 萬 +10 萬 )  

團費已含全程導司領服務費  

團費已含接送機  讓您輕鬆地往返機場  

加贈貴賓全程歐洲 6G 網卡  

請注意 : :  

機票經出票後旅客有任何變更 ;將依航空公司公布辦法收取可能機票款沒收或是變更費

用加上相關手續費的費用  

1.  同意成行者 ;請在群組提出是否要收紙本行程 ;我們即日郵寄  

2.  團費不包含飯店  行李小費  

3.  同意成行者 ;因本公司已為各位訂妥長榮航空往返機位 ;即日起請支付訂金每人三萬

元  ($30,000);並請配合在 11/05 前完成  

4.  本行程內容在行前說明會舉行前將持續關注各項條件進行微調 ;並以說明會版本為

行程確認版本  

 

團費報價 : :  

出發人數 35-39 人  每人 $123,600 ** 

*(團費 $117600 可刷卡 ;小費 $6000 請支付現金 )  

*(團費不刷卡 ::$115700;加上小費 $6000=121700) 

出發人數達 40 人  報價每人減收 $1600=122000 

*(團費 $116000 可刷卡 ;小費 $6000 請支付現金 )  

http://www.gogo88.com.tw/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5/30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周飛鵬 0939-143038 廖敏妃 0936-141577 
鄭麗麗 0928-794118 申瑀婕 0963-971936 許富宗 0933-736263 楊素文 0933-165185 葉茂盛 0932-909267 許容豪 0937-713388 

*(團費不刷卡 ::$114100;加上小費 $6000=120100) 

 

 

http://www.gogo88.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