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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特色一：選擇土耳其航空雙點進出，不使用國內線，節省在機場進出時間，不走回頭路。 

特色二：全程 5晚五星規劃 

1、莫斯塔爾  

2、杜布羅尼克(二連泊) 

3、斯普利特  

4、札格拉 

特色三：舌尖上的南斯拉夫 

1、達爾馬提亞生蠔+烤魚 

2、達爾馬提亞槍烏賊風味 

3、烤乳豬風味 

4、烤羊肉風味 

5、亞得里亞海淡菜風味 

6、布列德湖畔肋排風味，贈送品嚐布列德蛋糕 

7、炭烤花枝風味 

8、6次飯店內晚餐 

特色四：經典行程規劃搭配秘境拍照景點 

1、布列德湖湖心小島探秘 

2、16湖國家公園私房景點 

3、亞得里亞海跳島之旅 (哈瓦島) 

4、達爾馬提亞海岸名城探訪 

5、特別安排浪漫水都威尼斯住宿聖馬可島上 2晚、並安排參觀彩虹島秘境 



【行程內容】 

★入內參觀  ▲下車拍照◎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評定之人類文化遺產 

第一天  台北伊斯坦堡  參考航班：TPE／IST TK025 22:05/06:00+1 

每一趟旅行，都是一次心情的轉換，依照自己的節奏、尋找自己的品味體驗難忘的新奇感受，迎向美

好的旅程！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轉機點，準備轉機前往此行的啟程地，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夜宿機

上。 

餐食：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 機上 

 

第二天  伊斯坦堡塞拉耶佛 Sarajevo(波士尼亞)－莫斯塔爾 Mostar   

                                              參考航班：IST／SJJ TK1021 10:40/10:45 

沒有一座首都像塞拉耶佛這麼特別的，擁有全歐最早行駛地面電車，以宗教多樣性聞名於世，是歐洲

僅有的清真寺、天主教堂、東正教堂和猶太會堂可以比鄰共存的大都市。 

上午抵達塞拉耶佛後，前往土耳其區的▲塞比利噴泉廣場附近充滿著濃濃伊斯蘭風味，▲貝格清真寺

是在 1531年由建造伊斯坦堡蘇里曼清真寺的建築大師錫南所建造的，是塞拉耶佛最美麗的奧斯曼建

築。曾經是市政廳所在的▲國家圖書館，即使受戰火的襲擊，仍然是一座美麗的建築。▲拉丁橋上傳

出的槍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現場，橋旁的▲塞拉耶佛事件紀念碑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事

件。古城中不時可見「塞拉耶佛玫瑰」在在提醒世人戰爭的可怕。 

傍晚前往波士尼亞第二大城－莫斯塔爾。 

餐食： 早餐：機上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住宿： 5★ Mepas 或同級 

  

第三天  莫斯塔爾－杜布羅尼克 Dubrovnik(克羅埃西亞) 

莫斯塔爾的意思是「看守橋的人」。聶雷托巴河流經市區，獨立戰爭所毀壞的◎斯達瑞老橋在重建後，

已經成為當地的地標，2005年成為世界遺產，河的西岸是斯拉夫人的居住地，河的東岸是伊斯蘭教徒

的社區。兩座宗教建築物－▲聖彼得保羅教堂和▲考斯基清真寺各據河的二岸，遙遙相望，形成有趣

的景觀。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住宿： 5★Ariston 或 President 同級 

 

第四天  杜布羅尼克 

亞得里亞海的珍珠，杜布羅尼克 

杜布羅尼克曾經被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匈牙利統治過。文藝復興時期，杜布羅尼克的商船艦隊超過 500

艘船，富甲一方。由城牆環繞的老城區在內戰時期被重砲轟擊嚴重受創，所幸在聯合國及歐盟的協助

下，依照原來的建築樣式風格重建，紅瓦白牆的中世紀建築讓人彷彿穿越到中古時期的情境。老城區

的★王宮官邸被形容為達爾馬提亞地區最美的建築；歌德樣式的▲奧蘭多石柱、▲拜占庭式的大教

堂、▲歐諾弗利歐水池總是吸引旅客的目光；★聖方濟各教堂內的藥局歷史悠久是克羅埃西亞最古老

的藥局。一定要登上★城牆觀賞古城全景。 

午後自由漫步於舊城區選購紀念品或咖啡小座，細細品味老城風光。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亞得里亞海淡菜風味 晚餐：西式 

住宿： 5★Ariston 或 President 同級 

 



 

第五天  杜布羅尼克－德維尼克 Drvenik~~哈瓦島 Hvar Island (跳島之旅) 

上午專車前往德維尼克碼頭搭船前往素有薰衣草島之稱的陽光小島－哈瓦島，克羅埃西亞有千島之國

的美譽，The Traveler旅遊雜誌將哈瓦島列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島嶼前十名，沿著萬頃碧波的達爾馬提

亞海岸，灑落著許多美麗的小島，哈瓦島上的歷史悠久，讓◎史塔利格拉德平原也因此列入世界自然

遺產。哈瓦小鎮中的城牆和堡壘建於 13世紀，精湛的石雕及建築，令人留連忘返。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達爾馬提亞生蠔+烤魚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住宿： 4★Adriana 或同級 

 

第六天  哈瓦島~~斯普利特 Split 

上午搭船返回斯普利特，抵達後參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羅馬皇帝戴奧克里西安宮殿遺蹟、宙

斯神殿、曾經舉辦過歌劇「阿伊達」的大廣場等；中世紀時期建造在古代的陵墓上的大教堂。12到 13

世紀的羅馬式教堂、中世紀的防禦工事、15世紀的哥德式宮殿以及其他文藝復興時期和巴洛克風格的

宮殿構成了保護區的其他景點。斯布利特也是克羅埃西亞在亞得里亞海岸最大之城市。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亞得里亞海鮮魚風味 晚餐：義大利 Pizza+燉飯 

住宿： 5★Le Meridien Lav Split 或同級 

 

第七天  斯普利特－特吉爾 Trogir－科卡國家公園 Krka N.P.－札達爾 Zadar 

上午前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特吉爾，交錯縱橫的街道佈局可追溯到希臘時期，後來的統治者們

又興建了許多精美的公共建築、住宅以及防禦工事。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北門進入古城，可以欣賞到

巴洛克風格的▲城市博物館、文藝復興時期的▲聖羅倫斯教堂、希臘羅馬時期的▲法院、▲聖馬可堡

壘等等，讓這座迷你精巧的古城彷彿停留在中古時光。 

接著前往設立於西元 1985年的★科卡國家公園公園，面積 142平方公里，主要保護科卡河中下游地

區，由於河流切割石灰岩地形，可見落差極大的石灰華台階，形成數道美麗的瀑布景觀，尤其最大的

科卡瀑布，銀帘交纏堆疊，濺水成霧，是最著名的景觀。 

下午前往札達爾，參觀建於古希臘羅馬時期並於威尼斯共和國增建的城牆。以及 9世紀建造的圓柱形

▲聖多納教堂，教堂內部雖已廢棄，卻是夏日音樂節的最佳演奏場地。由新銳建築師 Nikola Basic 於

2005 年完工的▲海浪管風琴，隨著海浪起伏吹奏出浪漫悠閒的樂章，獲得當年的歐洲設計大獎！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炭烤花枝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住宿： 4★Kolovare 或同級 

 

第八天  札達爾－16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P. 

早餐後前往以瀑布與水車聞名的小鎮—羅斯托克水車磨坊小村。位於斯盧尼河及科拉納河交會的河

水，造成多條小瀑布，村莊雖然不大，但高低不平的地勢，綠草如茵，樹林間點綴著幾戶紅瓦房，細

緻小巧的瀑布流經房子、沿著懸崖落下，有遺世獨立的意境。 

之後前往歐洲可媲美四川九寨溝之前南斯拉夫最美麗的國家公園－◎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園內共有 16

個翠綠湖泊及無數飛瀑清泉，又稱 16湖國家公園，漫步其間，好不愜意！下午搭★電動車及★渡輪遊

覽上湖區，沐浴於鐘秀山林之間，大自然的美景，洗滌俗世的煩惱!               

【旅行。長知識】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是由石灰岩層所形成的地形，又稱為喀斯特地形。湖水會因礦物質及有機物質而變

化顯得美麗異常，1979年即被列入聯合國自然遺產，是克羅埃希亞最重要的自然資產。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烤羊肉風味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住宿： 3★Jezero 或同級 



第九天  16湖國家公園－札格拉 Zagreb 

上午繼續參觀下湖區，瀑布層層疊疊，頗有雷霆萬鈞之勢，卻也形成另一處世外桃源，陶淵明的桃花

源記大概就是這般吧！來個芬多精健行之旅，教人心曠神怡！我們「巷子內」的領隊將帶您前往私房

拍照景點，拍一張跟 16湖國家公園門票上一樣的瀑布全景照。 

下午前往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拉，舊城區分成上下雙城區，是座值得慢行的城市，★聖母升天教堂是

克羅埃西亞最高的宗教建築物，哥德式的尖塔高 105公尺，內部裝飾金雕細琢充滿肅穆的氛圍。▲多

拉茲鮮花蔬果市場是當地最熱鬧市集；沿著小巷弄慢慢向上城區前進，經過▲石門，這是通往上城區

少數保留下來未被戰爭破壞的建築，石門內的聖母聖子像，在 18世紀的一場火災中神奇的完好無缺，

也算是神蹟。上城區是權力中心，有彩色馬賽克屋頂的▲聖馬克教堂是札格拉的地標，會讓遊客眼睛

為之一亮。不遠處的▲瞭望塔是眺望市區景觀的最佳地點。下城區的▲共和廣場上矗立著民族英雄－

耶拉其恰總督，他主導克羅埃西亞脫離奧匈帝國統治，被視為克羅埃西亞的國父。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烤乳豬風味 晚餐：中式 7菜一湯  

住宿： 5★The Westin Zagreb 或同級 

 

第十天  札格拉－朱布雅納 Ljubljana(斯洛維尼亞)－布雷德湖 Lake Bled 

希臘神話傳說－希臘王子傑森與眾英雄搭乘「阿戈爾號」前往取金羊毛，回程時為躲避追補，阿戈爾

英雄就搭船從多瑙河口而上，經朱布亞尼卡河上游的沼澤地，在此遇到一隻兇殘的惡龍，傑森英勇地

殺死龍在此建立城市，並取名為朱布亞那，以飛龍為城市標誌。 

▲市政廳是歌德樣式建造的後來在 18世紀加上巴洛克裝飾風格，雖然不像一般歐洲國家的首都雄偉但

也算小巧精緻。▲聖尼古拉教堂是朱布雅納最著名的教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於 1996年造訪此地。

▲中央市場規劃在希臘列柱的「普列切尼長廊」中，是首都最漂亮的菜市場。▲三重橋連結市區最熱

鬧的廣場及代表城市的▲飛龍橋，★搭纜車前往參觀位於 80公尺高山崖之中世紀★古堡，從高處可以

眺望這座美麗的城市。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西式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住宿： 4★Rikli Balance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一天  布雷德湖－波士托納鐘乳石洞 Postojna－酒莊品酒-威尼斯 Venice (義大利) 

布列德湖是斯洛維尼亞最美的湖，有「上帝遺留在人間的翡翠｣美稱，湖中小島就是翡翠上鑲的珍珠，

★搭乘別緻的搖櫓船登上布列德湖中小島，至教堂許個願，敲個願望鐘，會讓你美夢成真哦！位於湖

畔懸崖上之★布列德城堡，是由德國國王於 11世紀建造，高聳於湖面上 100公尺，城堡上居高臨下是

拍攝布列德湖景的最佳地點。下午參觀歐洲最大的★波士托納鐘乳石洞，探訪規劃相當親民，搭乘別

具風味的特色的電動小火車，再沿著步道帶您深入地層參觀各形石筍、石柱，鐘乳石洞之大真的可謂

壯觀，還可以見到只生活在波士托納鐘乳石洞獨有的「人色魚」。 

★酒莊品酒，位於歐洲葡萄酒產區的正中心，斯洛維尼亞的葡萄酒 3大產區種植有不少於 52個葡萄品

種，以出產世界頂級品質葡萄酒而著稱。之後專車前往水都威尼斯。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城堡肋排風味+蛋糕 晚餐：飯店主廚晚餐 

住宿： 4★ Monaco Hotel 或同級 

 

第十二天  威尼斯 

水都威尼斯是座建立在潟湖上的城市，面向運河的建築立面都裝飾的美輪美奐。走訪拿破崙口中「歐

洲最美的客廳」威尼斯地標～▲聖馬可大廣場(Piazza San Marco)、中世紀建成的威尼斯★總督宮

(Palazzo Ducale)、前往知名的★嘆息橋並參觀中世紀地牢，當然不能錯過威尼斯最具特色的古典★

貢多拉(Gondola)！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義式 晚餐：西式  

住宿： 4★ Bonvecchiati Hotel 或同級 

 

第十三天  威尼斯-彩色島-威尼斯伊斯坦堡  參考航班：VCE／IST TK1870 20:25/23:50 

★彩色島：是威尼斯的離島（瀉胡群島）之一。這裡的建築物刷成彩色的是為了讓漁人在大海遠處可

以看到自己的家。雖然彩色島很小，但值得您花上稍許時間好好的遊覽遊覽，彩色島每個相鄰的房子

都顏色不同，水巷感覺很美，另外絲蕾花邊也是這個島特有的。彩色島的義大利語名字是 Burano，最

早讓彩色島出名的並不是這可愛的景致，而是蕾絲。手工蕾絲編織是彩色島的主要產業，所以很多人

把它叫蕾絲島。 

【門票安排】： 

1. 彩色島：「彩色島」除了比鄰建房、色彩艷麗、生動的屋子外，家家戶戶門前也停泊著五花八門的

小船。別以為是亂而無序的巧合，創造出「彩色島」像打翻調色盤般的美麗，其實島上的房屋的顏色

經過事先的規劃與持續的維護。嚮往童話中的繽紛建築或海中小島的場景嗎？那就一定要來一趟「彩

色島」呢！（PS.若遇到威尼斯水位過高導致船班無法啟航前往彩色島的話，則我們會將船票的費用挪

為更改前往威尼斯鐘樓門票參觀。諸多不便，敬請見諒。）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義式墨魚麵 晚餐：誤餐費 

住宿： 機上 

 

第十四天  伊斯坦堡台北   參考航班：IST／TPE TK024 01:35/17:55 

凌晨於伊斯坦堡轉機飛返台灣，完成精彩的波、克、 斯、 及威尼斯之旅。 

餐食：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