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星克.斯.蒙.波~伊斯特里亞半島 

三大國家公園、四晚五星 

三纜車、三遊船、跳島 13 天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國家地理雜誌「2006 年最值得前往國家」排行榜第一名 

         Lonely Planet「最佳自助旅遊國家 Top Destinations」全球網路票選第四名 

         Travel and Leisure「陽光明媚小島--哈瓦爾島(Hvar)」是世界最佳島嶼的第五

位。 

 

 

 

 

 

 

 

◆選搭阿聯酋航空最大好處： 

搭乘《阿聯酋航空》經杜拜直轉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雷布。 

 

阿聯酋航空於 2014 年 2月開航台北-杜拜直飛航線以來，客運需求不斷提升，阿聯酋航



空正式宣布，自 2017/10/1起，安排 A380 客機，投入台北-杜拜直飛航線，配置三艙

等的 A380 客機，設置 13席頭等艙私人套房，76 個可全平躺的商務艙座位，以及 421

個寬敞的經濟艙座位，總共可載運 510名乘客。機上的美味佳餚均由阿聯酋航空來自不

同國籍的空中服務員為你送上。客機更配有阿聯酋航空屢獲殊榮、多達 1,500 條頻道的

ice 娛樂系統，提供最新強檔片、配有中文字幕的好萊塢電影、音樂、電視節目、遊戲及

空中免費 Wi-Fi 上網服務等。 

◆造訪 N.P PLITVICE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與大自然共舞的樂趣。

 

◆全球遊客的最愛～跳島之旅： 

斯布利特～哈瓦爾。到訪世界第五最佳旅遊島嶼—「陽光明媚小島--哈瓦爾島(HVAR 

ISLAND)」。克羅埃西亞素有千島之國的美譽，來到亞得里亞海如果沒有去探訪這些充滿

傳奇的小島，就如同你去了挪威，而沒有去峽灣一樣，您絕對會遺憾。我們特別安排列為

世界上最美麗的島嶼前十名之一哈瓦爾島，並安排島上住宿，輕鬆且悠閒的享受島上的時

光。我們不為馬可波羅而去科巧拉島，因為一日兩島的行程，除了舟車勞頓外，只為了連

當地人都不認為他曾住過於此，是值得的嗎?我們與旅遊者雜誌(the Traveler Magazine)



一樣真情推薦哈瓦爾島。 

◆市場獨家：專業領隊帶您前伊斯特里亞半島。 

伊斯特里亞半島是歐洲亞德里亞海東北岸的一個三角形的半島。西臨威尼斯灣。西北臨

亞德里亞海灣，有著達爾馬提亞式海岸島嶼星羅棋布的特徵。此半島早期被羅馬帝國統

治，島上有著古羅馬遺跡和產松露而著稱。是個非常迷人和別具特色的島嶼。 

◆造訪三大國家公園：Triglav National Park 特里格拉夫國家公園& N.P PLITVICE 普萊

維斯國家公園& N.P KRKA 科卡國家公園。 

⚫ 含三大纜車：盧比亞那＆杜布羅尼克＆札格雷布。 

⚫ 三大遊船：布雷德湖＆貝瑞特雙子島遊船＆科卡國家公園。 

⚫ 波興湖健行之旅 。 

⚫ 阿爾卑斯之珠-布雷德湖， 並安排『PLETNA 船』前往布雷得湖湖心小島和布雷德

城堡晚餐。 

⚫ 斯布利特 含門票: 戴奧克里先宮殿。 

⚫ 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 

⚫ 雙島：伊斯特里亞半島＆哈瓦爾島。 

◆精選克斯蒙三國行程之最： 

  1.特別安排五個世界文化遺產： 

    ＊克羅埃西亞的驕傲～鬼斧神工之美的普萊維斯湖國家公園。   (自然遺產

UNESCO.1979) 

    ＊風華絕代古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宮殿所在地的斯普利特。     (文化遺產

UNESCO.1979) 

    ＊巧奪天工的斯賓尼克 ST.JAKOVA 岩石教堂。               (文化遺產

UNESCO.2000) 

    ＊人間天堂美景的杜布羅尼克。                             (文化遺產

UNESCO.1979) 

  2.造訪地球上最美麗的地底世界～愛麗絲的仙境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 

  3.超凡脫俗的「阿爾卑斯之珠A JEWEL IN THE ALPS」－布雷德湖。 

  4.驚悚大師希區考克心目中最美麗的夕陽之地－札達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BE%B7%E9%87%8C%E4%BA%9E%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9%87%8C%E4%BA%9E%E6%96%AF%E7%89%B9%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4%E7%88%BE%E9%A6%AC%E6%8F%90%E4%BA%9E%E5%BC%8F%E6%B5%B7%E5%B2%B8&action=edit&redlink=1


◆嚴選特色餐廳，品嚐亞得里亞海道地原味：【米其林推薦料理】 

      克.斯.蒙這三個國家，雖稱不上世界美食國家之林，但因近鄰義大利、匈牙利、奧地利及 

巴爾幹半島，再加上臨亞得里亞海，使其菜色融合地中海與歐陸的特色，成爲具美味且富多樣 

化的料理。一般團體為了省時間及成本，風味餐皆隨便安排，且大部份皆安排中式料理。為此 

我們特別安排： 

  1.全程於旅館享用美式早餐，午晚餐以中、西式混合使用，以西式為主中式為輔。 

  2.另我們特別選擇克斯最具特色且道地的風味餐： 

嚴選特色餐廳美食 

達爾馬提亞烤魚餐+生蠔、克羅埃西亞義大利餐、香烤乳豬風味料理、飯店 Buffet 料理、哈瓦

爾島上風味料理 、酥炸海鮮拼盤 、波斯托伊那雙拼風味料理、義大利 PIZZA+SPAGETTI、碳

烤花枝風味餐、布雷德城堡料理、松露義大利麵料理。 

 

特別介紹：米其林（Michelin）餐廳：早期米其林公司在法國各地的休息站都設有更換輪胎

和保養的服務，為了讓客戶知道什麼地方有加油站，可以享受這些服務，1900 年米其林餐飲指

南創刊，起初只是順便介紹加油站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及好吃的小店，到了 1926 年開始刊

登法國優良餐廳名單，1931 年更設計出以交叉的湯匙和叉子標誌來顯示餐廳的等級，後來又以

一至三顆星星做為餐飲最高等級的標誌，目前只要是米其林推薦餐廳，不管是星星或叉叉都值得

前往享用。 

 

◆精選各地飯店: 四晚五星+一晚國家公園+一晚湖畔飯店 

全程參考飯店： 

布雷得湖：HOTEL GOLF(4★)或 HOTEL PARK(4★)或同等級。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3★)HOTEL JEZERO 或 HOTEL PLITVICE 或 GRABOVAC 或同等級。 

   斯賓尼克：HOTEL PUNTA VODICE (4★)或 SOLARE HOTEL(4★)或等級。 

   斯普利特:  ATRIUM(5★)或 LE MERIDIEN LAV(5★)或 PRESIDENT(5★)或同等級。 

哈瓦爾：FONTANA HOTEL(4★)或 AMFORA HOTEL(4★)或等級。 

   杜布羅威尼克：CROATIA(5★)或 ARISTON(5★)或 ADMIRAL(5★)或 RADISSON(5★)。 

   莫斯塔：Hotel Mepas (5★) 或等級。 

札格雷布：SHERATON(5★)或 ESPLNADE(5★)或 WESTIN(5★)或同等級。  

(以上飯店或同級，以行前說明會為標準。) 

 



 

參考航班：阿聯酋航空(EK)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阿聯酋航空 EK367 台北 杜拜 23:35 05:05+1 

阿聯酋航空 EK129 杜拜 札格雷布 08:30 12:35 

阿聯酋航空 EK130 札格雷布 杜拜 15:25 23:00 

阿聯酋航空 EK366 杜拜 台北 04:35+1 16:50 

**實際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第 一 天 台北／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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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阿

酋航空豪華客機轉飛－札格雷布。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宿： 夜宿機上 

========================================================  

第 二 天 杜拜／札格雷布 ZAGREB－特里格拉夫國家公園【暢遊波興湖 Bohinj 

Lake】－布雷得湖 BLED LAKE(斯洛維尼亞) 

 



一夜好眠，我們專車前往特里格拉夫國家公園內的醉美湖區-波興湖，沉近在山林溪谷間

接受芬多精的洗禮，喜愛接近大自然的人，不可錯過這個景點。隨後前往素有藍湖之稱

－布雷得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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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遊波興湖～位於特里格拉夫國家公園內，是斯洛維尼亞最大的湖泊，風光秀麗景色極為迷人。 

特里格拉夫國家公園～是斯洛維尼亞唯一的國家公園，建立於 1981 年，占地面積為 880 平方

公里，約為斯洛維尼亞領土面積的四分之一。位於國家之西北，是阿爾卑斯山之東南最美的一個

國家公園。 

布雷德湖 

位於斯洛維尼亞西北部的阿爾卑斯山南邊，海拔 475 公尺，由冰河消退後所形成的湖泊，湖長

2120 公尺，寬 1380 公尺，最深處為 30.6 公尺，是個小巧可愛，卻又五臟俱全的度假勝地。 

布雷德城堡 

混合了哥德式和羅馬式的建築，高懸山崖上的中世紀古堡，倒影在碧綠無暇的湖面上，結合周

遭山、湖、島的美景，堪稱為斯洛維尼亞的經典。當您登上城堡頂端，享受從高處俯瞰布雷德

湖的絕色美景，往遠處眺望，阿爾卑斯山就在眼前，絕對會讓您深深的愛上布雷德湖。 

美食推薦：我們帶您登上城堡，俯瞰布雷德湖，如畫般的美景瞬間洗滌了今日搭機的辛勞，

眼前這一切美的很不可思議，今晚就在城堡裡享用美味的豬肋排，並品嚐布雷德最

著名的布雷德蛋糕 kremna rezina-kremšnite。 

下車參觀：布雷得湖心之島。 

門    票：布雷得城堡、布雷得湖心之島。 

特別推薦：暢遊波興湖。 

特別安排：『PLETNA 船』前往布雷得湖心之島。 

行車時間及距離：札格雷布 226km波興湖 15km 布雷得湖區。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布雷得城堡餐 

宿： 夜宿機上(4★)HOTEL GOLF 或 HOTEL PARK (4★)或 BEST WESTERN(4★)或同等級飯

店 

(若遇湖區飯店客滿 改住外圍湖區飯店) 

========================================================  

第 三 天 布雷得－盧比亞那 LJUBJANA【山頂登山纜車】－波斯托

伊那 POSTOJNA－歐帕提亞【克羅埃西亞濱海城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6%B4%9B%E6%96%87%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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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往斯洛凡尼亞共和國首都－盧比亞那，位於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世界

的十字路口－盧比亞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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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特別安排搭乘山頂纜車前往盧比亞那城堡，美景

一覽無遺。午後前往波斯托伊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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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醒：溶洞中有許多地點皆不可拍照，請記得遵循領隊的告知唷! 

盧比亞那 

碧綠的盧比亞那河貫穿了整個市區，從巍巍的山丘城堡下悠悠的流過，右岸為中世紀混合巴洛克

式的舊城區，左岸則為新古典融合新藝術風格的新城區，這裡是全城最熱鬧、最有人氣的地方；

走在古典歐式建築及街道的普列舍倫中央廣場上，朱比亞那的地標～美麗的粉紅色的聖方濟教

堂，羅馬式的巴洛克建築～聖尼古拉斯教堂及市政廣場，代表這個區域的三條河流:沙瓦河、克

爾卡河和盧比亞那河的白色噴泉雕像～羅巴水池；盧布亞那河上的橋樑之旅：連接老城區及新城

區的白色三重橋、代表盧比亞那守護者雕像～飛龍橋、掛滿愛情鎖頭、充滿甜蜜～屠夫橋。 

下車參觀：三重橋、聖方濟教堂、市政廳、飛龍橋、人色魚。 

門    票：鐘乳石洞(小型電動車)。 

特別贈送：登山纜車(若遇停駛,恕不退費)。 



行車時間及距離：布雷得湖 57km 朱布亞那 49KM波斯托伊那 62KM歐帕提亞。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波斯托伊那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宿： Design Hotel Astoria 或 Bristol (4★)或同級 

========================================================  

第 四 天 歐帕提亞－波瑞奇 POREC－十六湖國家公園(下湖區) 

今早專車來到伊斯特里亞半島上迷人可愛的小鎮波瑞奇，城內擁有著世界文化遺產的聖奧佛拉西

斯會堂，堂內的主祭壇華蓋及後堂半圓璧龕黃金鑲壁畫所象徵的拜占庭文化黃金年代。 

伊斯特里亞半島 

是歐洲亞德里亞海東北岸的一個三角形的半島。西臨威尼斯灣。西北臨亞德里亞海灣，有著達爾

馬提亞式海岸島嶼星羅棋布的特徵。此半島早期被羅馬帝國統治，島上有著古羅馬遺跡和產松露

而著稱。是個非常迷人和別具特色的島嶼。 

門    票：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可能因天候因素關閉或船停駛) 

行車時間及距離：歐帕提亞 119km 波瑞奇 260km 十六湖區。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料理:松露義大利麵料

理 

晚餐：飯店晚餐 

宿： JEZERO(3★)或 HOTEL PLITVICE(3★)或 DEGENIJA(3★)或同等級(若遇國家公園飯店

客滿 改住外圍湖區飯店) 

========================================================  

第 五 天  普萊維斯十六湖國家公園(上湖區)－斯布利特 SPLI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BE%B7%E9%87%8C%E4%BA%9E%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9%87%8C%E4%BA%9E%E6%96%AF%E7%89%B9%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4%E7%88%BE%E9%A6%AC%E6%8F%90%E4%BA%9E%E5%BC%8F%E6%B5%B7%E5%B2%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4%E7%88%BE%E9%A6%AC%E6%8F%90%E4%BA%9E%E5%BC%8F%E6%B5%B7%E5%B2%B8&action=edit&redlink=1


今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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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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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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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帶著南達

爾馬齊亞海岸明媚風光，接續來到古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的皇城古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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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難掩羅馬帝國皇宮的絕代風華。 

斯普利特 

斯普利特是整個達爾馬提亞海岸的中心，因為完美的地理位置，可是過去羅馬時代的皇城，目前

更是克羅埃西亞的第二大城。傑出且龐大的羅馬時代歷史文化遺產。吸引著來自全球各地的旅客

目光。如今，可說是巴爾幹半島南部極重要的一個旅遊城市。而整座城市壯大且豪華的氣息。更

是從西元 293 年戴克里先皇帝於此建造皇宮開始，就流傳到現在了。 

門    票：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可能因天候因素關閉或船停駛)。 

行車時間及距離：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289KM斯普利特。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香烤乳豬風味料理 晚餐：義大利風味料理 



宿： ATRIUM(5★)或 LE MERIDIEN LAV(5★)或 PRESIDENT(5★)或同等級 

========================================================  

第 六 天 斯普利特～哈瓦爾 HVAR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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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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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島跳島行，從皇城古都斯布利特搭船前往素有薰衣草島之稱

的陽光小島－哈瓦爾 HVAR ISLAND。 

哈瓦爾島 Hvar island 

亞得里亞海上的陽光小島，風情萬種最讓遊客們魂縈夢牽。1997 年，旅遊者雜誌(the Traveler 

Magazine)將哈瓦爾島列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島嶼前十名中。島名的由來，起源於希臘文『明亮小

屋』之意。因位於海運樞紐的中心，歷史上在此小島上所洛印的足跡遠超過任何一個亞得里亞海

上的島嶼，也使得哈瓦爾島為豐郁的文化古蹟氣息所籠罩。 

門    票：戴奧克里仙宮殿。 

特別安排：薰衣草島跳島行：船行哈瓦爾 HVAR ISLAND。 

船行時間及距離：斯普利特(渡輪)45km/1h 哈瓦爾。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達爾馬提亞花枝餐 晚餐：哈瓦爾島上風味料

理 



宿： AMFORA HOTEL四星海濱飯店(4★)或同等級。(如遇哈瓦島上飯店滿房,可能改住科巧

拉島上飯店) 

========================================================  

第 七 天 哈瓦爾～德維尼克 DRVENIK－尼姆 NEUM(波斯尼亞和黑塞

哥維那)－杜布羅威尼克 DUBROVNIK【山頂登山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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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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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島嶼前十名中。接續前往哈瓦爾東部的蘇庫拉碼頭安排搭乘渡輪來到德維尼克碼

頭，抵達後車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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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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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布羅威尼克 

座落於達爾瑪齊亞海岸南端的一塊石灰岩脊邊，浩大的城堡與自然景觀完美的結合，猶如正在展

臂歡迎每一為旅客的到來。在城外包圍著一片片迷情的紅色磚瓦的是純靜的白色城牆。南邊的卡

芙塔特港，更是可以讓你遠裡人群。悠閒享受著美麗海岸線的風光。在這裡值得您前往一覽的事

務時在太多太多 . . . . . . 無論是穿越古老的城門、漫步於古城當中，一座座歷史悠久的修道院與



教堂。更可前往充滿異國風味的舊古城市集，好好血拼、感受一番。當然您也該選擇甚麼都不做，

點杯雞尾酒，靜靜的待在港口邊的棕欖樹下的露天咖啡座，欣賞梅有半點汙染，群山環抱、豪華

遊艇擺盪的海港美景。 

下車參觀：史特拉敦大道、BIG ONOFRIO 噴水池、聖約翰堡壘。 

特別贈送：登山纜車(若遇風大停駛 恕不退費)。  

行車參觀：波士尼亞的邊境城市尼姆。 

船行時間及距離：哈瓦爾蘇庫拉碼頭(渡輪)7km/35min 德維尼克碼頭。 

行車時間及距離：德維尼克碼頭 57km 尼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85km 杜布羅威尼。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達爾馬提亞烤魚餐+淡菜 晚餐：海景烤雞風味料理 

宿： CROATIA(5★)或 ARISTON(5★)或 ADMIRAL(5★)或 RADISSON(5★)五星海濱飯店或

同等級 

========================================================  

Republika Crna Gora，即「黑色的山」 

第 八 天 杜布羅威尼克－貝瑞特 PERAST【遊船】(蒙地內哥羅)－科特

KOTOR－布德瓦 BUDVA 

蒙地內哥羅在塞爾維亞語：/Republika Crna Gora，即「黑色的山」的意思，其迷人的海

岸一直是旅人的最愛，被譽為最吸引人的海灘。今早專車前往貝瑞特。 

貝瑞特過去曾是漁貨交易中心，整座城市充滿了巴洛克風格。古城對面的海上有兩個可愛

歷史悠久小島：聖喬治島和聖女石島，前者是座天然小島，早在 12 世紀就有最早的修道

院；後者聖女石島有著迷人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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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特別安排卡塔羅灣遊船，帶您近距離欣賞峽灣和

其中的雙子小島。 

午後前往南歐最大的峽灣美麗的科特，此地為 1979 年列入為 UNESCO 所指定保護之人

類文化遺產，從高處您可觀賞到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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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裡的建築溶合了不同時代建築風格，是特意佈局，具獨特戰略意

義。午後前往布德瓦-是黑山位於亞得里亞海畔的一座城市。 這座城市主要是夏季的度假

勝地，海邊設有一個長的泳灘，同時亦時常進行水上活動。 

蒙地內哥羅~黑山共和國 Monte Negro 

國名是 Montenegro，蒙地內哥羅，但因 Montenegro 原文為「黑山」之意，所以又名「黑山

共和國」。面積只有台灣的一半，人口還不到 70 萬，到處佈滿中世紀古城和美麗海灘～這種地

方不是天堂，那是什麼？ 

科特 Kotor~值得世界保護的古蹟城 



在迂迴美麗的海岸線旁聳立著一座古城，古城背山面海，這城不大，隨著石板狹巷繞行，不經意

就會通到某個廣場去。微風輕拂的廣場， 旅人們喜歡選個露天雅座悠閒地啜飲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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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和水手

們數世紀來就往來於古城中，整座古城在 1979 年即被列入 UNESCO 所指定保護之人類文化遺

產。 

貝瑞特 Perast~黑國著名的海濱渡假聖地 

貝瑞特過去曾是漁貨交易中心，整座城市充滿了巴洛克風格。古城對面的海上有兩個可愛歷史悠

久小島：聖喬治島和聖女石島，前者是座天然小島。 

巴達瓦 Budva~黑國最著名的海濱渡假聖地 

歐洲人心目中的最佳渡假勝地，滿街都是身著泳裝閒晃的年輕男女，悠閒的度假氣氛，讓人自然

而然的放鬆下來，身處此地，前一分鐘還在城牆內的石板路踱步著，穿過一道拱門就是綿延的沙

灘及碧藍如洗的海洋，時空錯亂的美感，十分罕見。 

下車參觀：科特小鎮、科特教堂、護城河、海門、聖盧卡斯教堂、聖特勒弗大教堂、貝瑞特古

城、布達瓦古城。 

特別安排：峽灣渡輪(Lepetane～ Kamenari)、貝瑞特雙子島遊船。 

行車時間及距離：布羅威尼克 90km 科特 30km Lepetane 渡口～Kamena 渡口 62km 杜布

羅威尼克。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達爾馬提亞海鮮風味料理 晚餐：達爾馬提亞特色風味料理 

宿： Queen of Montenegro 或 Budva Hotel(4★)或同等級 

========================================================  

第 九 天 布德瓦－布拉加 Blagaj (最美懸崖流水修道院) 【波士尼亞】－

莫斯塔MOSTAR 

今天專車前往來到了建在奈雷特瓦河谷兩岸的莫斯塔。奈萊特瓦河流經此處將莫斯塔一分

為二，一邊是克羅地亞人，另一邊是穆斯林人，互不往來，亦互不侵犯。舊城融合了前土

耳其、地中海和西歐建築風格，是一個典型的多文化城市。此地長久以來一直以古老的土

耳其房屋和老橋 Stari Most 而聞名，可惜 1993 年古橋在波黑內戰中被毀，直到 2003 年

在 UNESCO 資助下重建完成，象徵這民族間的協調與和解、國際間的合作，也象徵這不

同文化、種族和宗教間和睦相處。如今老橋已成了巴爾幹半島和平希望的象徵。 

 

 

 

 

波斯尼亞 Bosna；Bosnia 



全名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Босна и Херцеговина）係巴爾幹半島西面

一個國，前身係前南斯拉夫六個聯邦單位之一，首都塞拉耶佛。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於 15 世紀橫

掃巴爾幹半島，於 1463 正式征服西巴爾幹的波士尼亞區，並設立波士尼亞省。在土耳其人治理

的 400 年內，許多斯拉夫人漸漸改信回教，包括命名、飲食、建築，及生活習慣都受到土耳其人

的影響。這群改信伊斯蘭的斯拉夫人也開始有了自己不同的民族認同，為與信奉東正教的塞族及

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族分割，於是自稱波士尼亞族。 

波黑現行國旗，於 1998 年 2 月 10 日制定。1992 年波黑獨立後發生激烈的內戰。在各方和解後，

於 1998 年才制定了現在的國旗。深藍底與星星取自歐盟旗幟，代表其為歐洲的一員。最上與最

下的星星只有一半出現，代表星星的數量無窮無盡。三角形代表國土形狀及國內三族塞爾維亞族、

克羅地亞族與波斯尼亞穆斯林。黃色則代表三族互相合作，共創美好的未來希望。 

下車參觀：莫斯塔橋、克羅埃西亞區(大教堂)、穆斯林區(清真寺)。 

行車時間及距離：杜布羅尼克 129km莫斯塔。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波斯尼亞風味料理 晚餐：波斯尼亞風味料理 

宿： Hotel Mepas (5★)或同等級 

========================================================  

第 十 天 莫斯塔MOSTAR－科卡國家公園 N.P.KRKA－斯賓尼克          

SIBENIK(VODICE) 

 
早餐後尋著歷史的足跡回到過去，專車前往設立於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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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落差極大的石灰華台階，形成一道道美麗的瀑布景觀，尤其是最大的科卡瀑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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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時分來到達爾馬提亞海岸上的古城－斯賓尼克。 



斯賓尼克 

史賓尼克老城區，沿著山坡而建。白石鋪成的街道、老石屋間錯綜的街道。整片紅磚屋瓦的景緻。

猶如中古世紀的風情。座落於岸邊的聖雅各大教堂，已自西元 2000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門    票：科卡國家公園、聖雅各大教堂。 

行車時間及距離：莫斯塔 223KM 科卡 20KM 斯賓尼克 (VODICE)。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達爾馬提亞風味料理 晚餐：達爾馬提亞風味料理  

宿： OLYMPIA(4★)或 PUNTA VODICE(4★)或 SORLARIS(4★)或同等級 

========================================================  

第十一天  斯賓尼克－札達爾 ZADAR－札格雷布 ZAGREB 

今日驅車前往眾神之地札達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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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兒的落日彩霞及那悠揚悅耳的海風琴聲，蔚然成為亞德里海的浪漫情懷，就連驚

悚大師希區考克都曾經說過：「你如果想看世界上最美麗的日落，那就請你來札達

爾。」。最後前往充滿歷史文化的古城首都－札格雷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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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達爾 

傳說中因擁有四位守護神 Zoilus、Simon、Chrisogonus、Anastasia 所庇蔭。而被稱為眾神應

許之地。四公里長的海岸線伴隨著羅馬與拜占庭帝國時代的遺跡。海岸邊海管風琴藉由海浪拍打

和空氣的推進。讓 35 根不同長度與直徑的管風琴不時的演奏出五個八度的七和弦。完成之後獲

獎無數喔！！ 

札格雷布 

札格雷布市現今的市容景觀都是在地震之後從新興建而成的。漫步城區展現出十足東歐城市的特

色。歷史上因地處於東歐多條重要路線的交叉點，感覺的出這個城市多元文化相疊的獨特氣息。

在 1994 年這裡舉辦了建城 900 週年紀念以後。現今它已經是克羅埃西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與超過百萬人口居住的一個重要城市了。 

特別贈送：藍色纜車(若遇停駛或維修則改藍色電車)。 

下車參觀：St.Donatus Church、古羅馬凱旋門遺跡、海管風琴、人民廣場、大教堂、耶拉齊

洽廣場。 

行車時間及距離：斯賓尼克 88KM札達爾 286KM札格雷布。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達爾馬提亞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宿： SHERATON(5★)或 ESPLNADE(5★)或 WESTIN(5★)或同等級 

========================================================  

Auf Wiedersehen 再見！亞德里亞海 Adriatic Sea 

第十二天 札格雷布【OUTLET MALL】／杜拜 

Auf Wiedersehen 再見 ADRIATIC S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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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加贈: 札格雷布 OUTLET MALL（若遇星期天公休則改市區觀光） 

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宿： 機上 

========================================================  

期待下一次的相遇…在歐洲 

第十三天  杜拜／台北 

因時差之故，於今日抵達桃園機場，結束克斯蒙波亞德里亞海 13 天之旅，敬祝健康、快

樂。   

(本公司保有因中段航班及交通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