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2018/1/1.15.22                                            團費：每人／55,900 元起 

              2/26     3/5.12                                     團費：每人／58,900 元起 

              2/19     3/19.26                                    團費：每人／62,9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高北接駁、護照辦證費用)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交通安排】 

 
【貼心安排】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全程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密耳機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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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註 3：如有遺失之情況，需賠償每台耳機費用 NT2000 元。 

【路線地圖】註：地圖僅提供路線示意參考，並未依照比例繪製，請見諒。 

【精選斯洛維尼亞】 

★布雷得湖：蔚藍的湖水四周被群山所環抱，湖光映襯出山色，風景美得有如一幅圖畫。夏季時-祖母綠色的湖面，波光粼粼；

冬季時-特里格拉夫山頭覆蓋靄靄白雪，湖面上結成如薄紗般的冰層；秋季時-印象畫家把油彩倒入了整座國家公園。 

 
★利比安納：斯洛維尼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21 世紀的蛻變後，優雅美麗景致，儼然成為一座新古典主義的建築城市。



★普利特維斯國家公園：有《歐洲九寨溝》美譽、世界自然遺產，搭乘渡輪遊覽上下湖：正是近幾年網路上傳說中的絕美景觀，

沿著充滿綠意的小徑，隨即映入眼簾的綺麗瀑布，渾然天成的世外桃源，堪稱全歐最美的自然生態公園。 

 
★札達爾：驚悚大師希區考克曾經說過，你如果想看世界上最美麗的日落，那就請你來札達爾。 

 
★斯普利特古城：羅馬皇帝昔日的故宮《戴奧克里齊安皇宮》，在堅固城牆環繞中，皇宮歷經時代的變遷，雖已不復昔日的輝煌，

從列柱廣場、洗禮堂天井等遺跡中，仍可一窺昔日的榮光。 

★杜布羅尼克：有《斯拉夫雅典》美名的杜布羅尼克，在古城巷弄之間，都刻劃它的光榮記憶，攀上古城牆，眺望傳說中的美

麗港灣，讓您一生難以忘懷。 

 
【精選飯店】 



★十六湖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內三星 JEZEREO HOTEL 或國家公園內三星 PLITVICE HOTEL 或國家公園入口區 四星 DEGENIJA 

HOTEL 或國家公園區域 ETNO GARDEN 系列旅館 

備註：十六湖國家公園內旅館間數僅三間，若遇旺季國家公園內飯店客滿，則改住國家公園區域 30-40 分鐘車程旅館，敬請見

諒。 

 

★札格雷布五星飯店：WESTIN ZAGREB HOTEL 或 SHERATON HOTEL 

註：遇飯店團體滿房時，則以其他同等級飯店替代。 

 

★斯普利特五星飯店：ATRIUM HOTEL 或 LE MERIDIEN LAV 

註：遇飯店團體滿房時，則以其他同等級飯店替代。 

★



杜布羅尼克：五星海濱飯店 RIXOS LIBERTAS DUBROVNIK 或 SUN GARDENS DUBROVNIK 或 PALACE HOTEL 或 

CROATIA CAVTAT 

註：遇飯店團體滿房時，則以其他同等級飯店替代 

【餐食】 

精選當地風味美食餐及各特色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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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菜成為具

美味且富多樣變化的料理。我們餐食精選當地具特色的餐廳，品嚐當地的特有風味，帶您品嚐來自亞得里亞海的新鮮海鮮及達

爾馬提亞區豐富的農產品，讓您的味蕾一起旅行！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063 台北(桃園) 維也納 23:35 06:05+1 

第九天 CI064 維也納 台北(桃園) 11:00 05:50+1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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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天  桃園維也納 Vienna(奧地利) 

今日集合於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音樂之都》維也納。 

班機將於翌日清晨抵達，謹祝您夜晚愉快！ 
貼心的建議： 

1.建議您在飛機上，睡個好眠，培養體力。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

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早餐：XXX／午餐：XXX／晚餐：飛機上晚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2天 維也納 Vienna 403km布雷德湖 Bled Lake 

班機於清晨抵達《音樂之都》維也納。出關後專車前往來到素有《藍湖》之稱的【布雷得湖】，夏季時～
祖母綠色的湖面，波光粼粼；冬季時～特里格拉夫山頭覆蓋靄靄白雪，湖面上結成如薄紗般 的冰層；秋
季時～印象畫家把油彩倒入了整座國家公園，蔚藍的湖水四周被群山所環抱，湖光映襯出山色，風景美得
有如一幅圖畫。因其風景秀麗，彷似世外桃源；從湖畔欣賞湖中小島，遠眺位於崖壁上的布雷德堡，為其
添上幾分童話感覺；風塵僕僕的城市人來到這裡，必定陶醉於湖光山色之中，身心的疲累一掃而空。 

【下車參觀】布雷德湖 

  
早餐：飛機上早餐／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或 中式自助餐／晚餐：斯洛維尼亞風味餐(三道式) 

住宿：GOLF HOTEL BLED 或 PARK HOTEL BLED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布雷德湖 Bled Lake54km利比安納 Ljubljana354km札達爾 Zadar 

有《綠色之國》美稱的【斯洛維尼亞】，是前南斯拉夫中最歐化的地區。城市、山青水秀的鄉野柔情，給
這個小國增添無限魅力。 
上午前往首都～【利比安納市區】觀光。利比安納是斯洛維尼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市區中猶保存
羅馬帝國時代修築的城牆及美麗的馬賽克地板，巴洛克式建築的市政廣場、十七世紀的羅巴噴泉、造型獨
特的三重橋、綠頂雙塔的聖尼古拉斯大教堂，以及紅色的聖芳濟教堂，熱鬧的傳統市集都讓人流連忘返。 
午餐後，前往宗教氣氛濃厚的古城～【札達爾】。自古以來，札達爾擁有四位守護神所庇蔭，數千年來一
直是達爾馬提亞首都，擁有豐富的麗史文化，從那斑駁的牆垣與無數的宗教紀念碑足可證明。九世紀的
St.Donat Church 教堂、海岸邊海管風琴的聲音，蔚為建築奇觀；從此地遺跡可使您了解石器文化的歷史，
另外還留有羅馬時代凱旋門的遺跡。驚悚大師希區考克曾經說過：你如果想看世界上最美麗的日落，那就
請你來札達爾。達爾馬提亞素有《山脈之地》之稱，它也是德爾瑪塔 DELMATA 民族的名稱。  
【下車參觀照像】市政廣場、羅巴噴泉、三重橋、聖尼古拉斯大教堂、聖芳濟教堂、傳統市集。 
【下車參觀照像】St.Donat Church 教堂、海管風琴、羅馬時代凱旋門遺跡。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午餐：當地風味料理／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KOLOVARE HOTEL 或 PINIJA HOTEL 或 ILIRIJA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札達爾 Zadar130km特羅吉爾 TROGIR212km石城 Ston55km杜布羅尼

克 Dubrovnik 
早餐後我們將循著歷史的足跡回到過去，前往海岸小島～【特羅吉爾】，古城特羅吉爾整個城市，嚴格來
說是個小島，早期歷經了希臘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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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文明悠久，尤其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在古城裏到處可見，幽幽的古風是很少見
的，也在 1997 年被聯合國 UNESCO訂為人類珍貴遺產。你可漫步於古城街道中，整座古城仍被 14 世紀
的城牆圍繞著，著名的北城門、南城門、主教堂廣場及舊堡壘，每一處都值得讓您相機喀喳聲不斷，經過
具時代意義的敞廊與鐘塔，耗時 2 世紀完工，有《城市之光》美稱的聖羅倫斯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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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羅吉爾此地帶來歷久不衰的盛名。 
午餐後前往前往山上築有長城石牆屏障的【石城 STON】，此處是該地寶貴的財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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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漁業發達，盛產牡蠣和蚌類，不僅是旅遊的理想之地
更是美食的天堂。 
隨後前往【杜布羅尼克】，一個美麗的城市，一個充滿歷史與文化的古城，這裹曾經孕育了無數個歷史名
人、文化創新和世界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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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 
孤立於海中岬角的個海港小城，融合了許多文化於一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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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位於亞得里亞海濱、達爾馬提亞海岸的半島上，面積只有 979 平方公里，
依山傍海，風景優美，氣候溫和，有《亞得里亞海明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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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時分散步在
主廣場，這是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天！ 
【下車參觀照像】特羅吉爾北城門、南城門、主教堂廣場及舊堡壘、聖羅倫斯教堂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烤雞風味餐(三道式)／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晚餐 

住宿：五星 SUN GARDENS DUBROVNIK 或 五星 RIXOS LIBERTAS DUBROVNIK 或 五星 SHERATON 或 五星 

CROATIA CAVTAT 或 五星 ARISTON 或 五星 HOTEL MORE 或 同級旅館 

第 5天  杜布羅尼克 Dubrovnik273km斯普利特 Split 
【杜布羅尼克】被稱為《亞德里亞海上明珠》又稱《城市博物館》。年均溫 19℃,夏季氣溫約 26℃，冬季
氣溫約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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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是列強的必爭之地。
15 世紀建立了杜布羅尼克共和國。直到拿破崙軍隊侵略，杜布羅克共和國時代結束。  
西元 1667 年發生的大地震，讓大部份房屋受創，為保持房子的整齊外觀，重建時將所有屋頂以同樣的材
料人工搭建而成。197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儘管如此，杜布羅尼克仍在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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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適合散步並眺望亞得里亞海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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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布其中的
樂趣，只有親臨才能體會。城牆的各個重要位置都設有稜堡、碉堡、堡壘、古土耳其式監禁、高塔等，興
建城牆主要目的是為了要抵禦土耳其人。城牆以不規則的形狀包圍古城，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碉堡包括：



位於北方的閔闕達守望塔 Tvrdava Minceta 是老城區裡的最高地標；聖約翰碉堡 Tvrdava Sv. Ivana 則位
於東南方的海角上。 
位於西方的【波克爾碉堡 Tvrdava Bokar】，在此您可以看到更西邊矗立於 37 公尺高的懸崖上的維里耶納
克碉 Lovrjenac Fort 從 1018 年開始建造，一直到 16 世紀才完成，當時碉堡是的興建是為了防禦威尼斯
艦隊。 
我們從派勒門進入杜布羅尼克城參觀，派勒門是杜布羅夫尼克的主要入口之一，有內外兩層，外城門建造
於西元 1537 年，屬於文藝復興式的建築，內城門則是歌德式建築，兩個城門上方均有守護神聖布雷瑟(St. 
Blaise；Sv. Vlaha)的雕像，聖布雷瑟也是杜布羅夫尼克城的守護神。 
杜布羅夫尼克城裡共有兩個【大小歐費瑞歐水池】，位於主要大街普拉卡史萃當大道Placa-Srudun的兩端，
靠近派勒門的這個是大歐費瑞歐水池，，歐費瑞歐水池是由那普勒斯(Naples)的水利工程師歐費瑞歐
(Onofrio della Cava)設計的，水池共有 16 面，每一面都有一個石雕面具。水池於 1438 年建造完成，是
為了供給公眾用水而建造，是城內的主要供水系統。水池的雕刻原有兩層，上層在 1667 年的大地震被震
毀了，所以現在只剩下層的 16 個雕刻。 
【普拉卡史萃當大道】的另一端盡頭就是小歐費瑞歐水池與大歐費瑞歐水池都是 15 世紀時，杜布羅夫尼
克的供水系統之一，也是那不勒斯水利工程師歐費瑞歐(Onofrio della Cava)所設計。小歐諾佛里耶水池完
工於 1446 年，石雕則由來自米蘭的 Pietro di Martino 所作。 
【努那廣場(l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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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 年大地震時鐘塔亦有受損，經過多次的修建，
目前的鐘塔是於 1929 年重新整建。 
位於努那廣場(luza)的聖布雷瑟教堂 Crkva sv. Vlaha, St. Blaise`s Church 與附近的王宮官邸，都是遊客不
可錯過的熱門景點。城內完好地保存著 14 世紀的教堂，中午時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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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米尼克修道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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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內建築有羅馬式的、哥德式的、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的，全
是一排又一排紅瓦屋頂的古歐洲建築，街道都是中世紀的模樣，活生生的古城.讓你置身其中，如時光倒流
一般。隨後前往克羅埃西亞第二大城也是著名港口～斯普利特。 
【下車參觀】派勒門、大歐費瑞歐水池、小歐費瑞歐水池、鐘塔、聖布雷瑟教堂、王宮官邸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亞德里亞海鮮風味餐(三道式)／ 晚餐：海鮮義大利麵+披薩風味餐 

住宿：五星 ATRIUM HOTEL 或 五星 LE MERIDIEN LAV 或 五星 PRESIDENT SOLIN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6天  斯普利特 Split 258km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早餐後展開【斯普利特】之旅，這也是昔日羅馬皇帝戴奧克里齊安的故宮所在，迄今宮殿完善的被保存，
在 1979 年成為克羅埃西亞第一批的世界遺產，所有宮殿建築中最值得一看的【聖多米努斯教堂】，曾是羅
馬皇帝的陵寢，後來被改為天主教堂，八角形的建築，別樹一格，教堂旁仿羅馬式的鐘樓，則是斯普利最
鮮明的地標；教堂另一面的列柱中庭位於昔日皇宮的正中央，穿過中庭前往地下宮殿如今小店林立，遊客
可在此選購充滿當地特色的紀念品。  
午餐後前往造訪有歐洲九寨溝美譽及世界自然遺產的【普利特維斯國家公園】。此地建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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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 1979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 UNESCO列為世界自然遺產，它是克羅埃西亞人最值得驕傲的自然景觀。 
【下車參觀】斯普利特城區、聖多米努斯教堂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當地風味料理 ／ 晚餐：飯店內西餐(鱒魚餐+巧克力薄餅) 

住宿：國家公園內 三星 JEZEREO HOTEL 或 國家公園入口區 四星 DEGENIJA HOTEL 或 國家公園內 三星 PLITVICE 

HOTEL 或 (備註：十六湖國家公園內旅館間數僅三間，若遇旺季國家公園內飯店客滿，則改住國家公園區域 30-40分

鐘車 或 同級旅館) 

第 7天 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138km札格雷布 Zagreb  

今早搭乘電動車到【上湖區】，隨後搭乘渡輪遊覽上湖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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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您可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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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湖區遊覽順序將視當日狀況安排，於正常交通狀況下，將於十六湖國家公園內停留約 3-4 小時，但
如因交通、氣候等因素影響停留時間，敬請了解。) 
下午前往首都展開【札格雷布之旅】。札格雷布這城市的面積並不大，大致分為上城及下城，此城有著複
雜的奧匈帝國的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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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洋溢悠閒的氣氛使
這個城市更像典型地中海城市，令人陶醉的咖啡香、新哥特式的教堂和中世紀的古鎮，又被稱為小維也納。
首先前往位於卡普脫區的大教堂，欣賞著名的歌德式的立面建築。隨後前往在 1731 年的一場大火中唯一
保留下來的石門。接著前往位於上城區的聖馬可教堂，屋頂上色彩繽紛的馬賽克磁磚拼貼已成為克羅埃西
亞最具代表性的色彩與圖案。 
【門票入內參觀】普利特維斯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札格雷布市區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黃金烤乳豬風味餐(三道式)／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住宿：五星 THE WESTIN ZAGREB HOTEL 或 五星 SHERATON ZAGREB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８天 札格雷布Zagreb 370km潘朵芙購物村Parndorf Outlet維也納Vienna 

早餐後隨後驅車前往維也納郊區的【潘朵芙購物村 Parndorf Outlet】為奧地利境內最大購物村，來自



McArthur Glen Group 集團之一，超過 170 家豪華設計名品匯集，提供折扣幅度最高至 70% OFF的過季
商品優惠，絕對是時尚消費者的完美選擇。 
【自由活動】Parndorf Outlet。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自理(方便逛街)／ 晚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或 發放餐費 10 歐 

住宿：NH AIRPORT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9天 維也納 VIENNA 桃園 

早餐後，把滿滿的回憶與浪漫全部打包裝入行李，當然還包括一路採購的紀念品，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
往維也納國際機場搭機飛返回桃園國際機場。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此晚夜宿機上。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
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更改，
請您見諒。 
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機上午餐／ 晚餐：機上晚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0天 桃園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辛勞
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今日抵達家園，互道珍重再見，結束此次難忘的克羅埃西亞浪漫十天之旅，下次再見。 
早餐：飛機上／ 午餐：X／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

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

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

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

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Ｂ.簽證： 
申根免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歐盟申根國享有免簽證優惠。(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
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
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歐元*10天=100歐元。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10.13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