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全新行程 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 健康靓旅行 13 天
在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 旅行的日子應該是自在而隨興
亞得里亞海環抱絕美伊斯特力亞半島，片片紅屋瓦、灰白牆織成傳世名畫
原始純淨國家公園、絕美老城極致風光，蘊含多彩傳統鄉土民情
深度慢遊 健康靓旅行，從容品味寧靜的奢華

《獨家行程安排 最舒適》
➢ 可安排搭乘國營華航／長榮航空，內陸中段搭乘飛機北返，

免除長程拉車辛勞。
➢ 順遊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最精華，特別規劃伊斯特利亞
半島行程，獨家安排利比札白馬原生地馬術表演，業界唯一
➢ 獨家安排克羅埃西亞朝聖秘境 Zagorje 札格列山區，體驗北歐
式健走 Nordic Walking，親炙北國秀麗山景風情
➢ 特別安排波赫聯邦絕美老城 Mostar 莫斯塔爾 品味歐式鄂圖曼風情
➢ 貼心安排盧比安納、史普利特、杜布洛夫尼克三城市連泊，
免除天天打包換飯店的煩惱，節省 check in & out 的時間

《景點安排 最精采》
➢ 慢遊十六湖國家公園、喀斯特地形溶洞探險、布列德遊湖賞

景、三纜車登高望遠
➢ 輕鬆跳島—全球十大美麗島嶼之一賀瓦爾島
➢ 全程安排資深領隊 深度陪同導覽
➢ 維也納國際機場 相見歡，精緻小團 10 人即可成行
➢ 團費已含小費、全程豪華巴士、飯店住宿餐食及特定★景點門票

出發日期
團費
(不含機票款)

2019/05/27 NT$ 89,800

2019/06/10

NT$ 89,800

2019/06/24 NT$ 89,800

2019/07/08

NT$ 99,800

2019/07/22 NT$ 99,800

2019/08/12

NT$ 99,800

2019/08/26 NT$ 99,800

2019/09/16

NT$ 89,800

2019/09/30 NT$ 89,800

★2019/10/07

NT$ 89,800

已確定成團

2019/10/21 NT$ 89,800
以上報價 不含機票款 & 單人房須補價差 請另洽

越早訂機票、越有機會享有優惠票價

訂金請繳交：每人 TWD 30,000

報名 & 諮詢 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專線：02-7719 9129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每日行程》
Day 1

台北

★表示團費已含門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維也納

依旅人各自預定班機，飛往維也納 國際機場

Day 2

維也納—格拉茲—馬里博—瑪莉亞·比斯特查

上午於 維也納 國際機場 與 AlphaGoTour 領隊會合，隨即驅車南下前往 奧地利 格拉茲
格拉茲 Graz, Austria 奧地利第二大城／@舊城區於
1999 登錄為世界遺產，最熱鬧的赫普特 Hauotplatz
廣場聚集了特色店家與人潮。格拉茲與斯洛維尼亞
東部均屬於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完整保留中世紀繁
華時代的古老街道景致。安排搭乘★纜車登上城堡
山欣賞這座歐洲文化之都，山上的@木造時鐘塔是
格拉茲最顯著的地標
隨後進入 斯洛維尼亞 國境 馬里博 Maribor,
Slovenia 羅馬時代建城，斯洛維尼亞的第二大城市
／歐洲文化之都。德拉瓦河 (Drave River) 流經馬里
博，將城市分為舊城與新城區，河岸邊高低錯落的
紅瓦紅牆舊房舍，非常吸睛。穿過老城的石板路，
『荖藤之家』(Stara Trta)是座＠葡萄酒博物館，牆邊
用欄杆圍起的荖藤，就是巳被列為金氏世界紀錄 —
世界上最老的葡萄藤，超過 400 年的樹齡，代表著
斯洛維尼亞這個國家悠久的酒鄉文化。
隨後進入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國境 瑪莉亞‧比斯特
查 Marija Bistrica (AlphaGoTour 獨家行程) 克羅埃西亞境內最重要的聖母朝聖地，位於克羅埃西
亞重要酒區 Zagorje 札格列山區中的美麗小鎮，吸引許多虔誠教徒前來朝聖，沿途山景與葡萄園
區景色煞是迷人。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朝聖者常會購買此地最有名的 Licitar（通稱為心型薑餅）為家人或是
自己留作長途跋涉後的紀念品，自 16 世紀起至今，Licitar 心型薑餅
已成為克羅埃西亞最有名氣的伴手禮，也列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
類非物質文化遺產。AlphaGoTour 特別安排 Licitar 心型薑餅體驗行
程，聽聽當地人述說此地心型薑餅的起源、軼事與製作過程。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香草烤雞餐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四星級 Blusun Hotel Kaj 或同等級
維也納—200KM 格拉茲—70KM 馬里博—93KM 瑪莉亞·比斯特查

Day 3

瑪麗亞·比斯特查—札格里布 Zagreb—盧比安納 Ljubljana

AlphaGoTour 獨家行程 特別安排當地專業響導以北
歐式健行方式，以不同的角度欣賞這個安靜美麗的
教堂小鎮、以及環繞四周 Zagorje 札格列純淨山區之
美。小知識：源自芬蘭的北歐式健行 Nordic
Walking，有助四肢協調、校正姿勢、增強心肺功
能，不僅比普通的健行能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還能
活絡肩胛骨，對消除肩膀酸痛，據說有很好的效果
札格里布 Zagreb Croatia 克羅埃西亞首都 整個城市可分為：山丘上的卡普托 Kaptol；由教堂、市
政廳等古建築組成的老城，也稱上城區 Gorni Grad；由廣場、商業區、歌劇院組成的下城區 Donji
Grad；以及二次大戰後發展起來的現代化市區。@耶拉齊查廣場正銜接了卡普托、上城及下城三
個區域，不僅是城市的地理中心，又譽為札格里布的「時代廣場」。位於卡普托高丘上@聖母升
天大教堂與二座高達 105 公尺的哥德式尖塔，是城市的指標與精神象徵。上城區的@石門、@聖
馬可教堂、@國會與總督府、@警盜鐘之塔及＠多拉茲市場，非常適合徒步欣賞這座城市之美。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義式千層麵

晚餐：烤豬肋排餐佐啤酒

四星級 Radisson Blu Hotel, Ljubljana 或同等級
羅莉亞·比斯特查—40KM 札格里布—147KM 盧比安納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Day 4 盧比安納—布列德湖 Lake Bled—盧比安納
盧比安納 Ljubljana, Slovenia
斯洛維尼亞首都／一次大戰後由修
復布拉格城堡的首席建築師普雷契
尼克重建規劃，賦予首都以後現代
主義、新古典主義、直線派風格的
建築新形象。
安排搭乘★城堡纜車，登上高聳小
丘上的@城堡，俯瞰盧比安納河由
山腳下流過，右岸是巴洛可式建築
的@舊城區、@市政廣場、@羅巴水
池、@中央市場與@普雷契尼克拱
廊，跨越最知名的地標@三重橋或
是 2010 年新建@愛情鎖鍊橋，欣賞@普雷雪倫廣場上的雕像、歷史悠久的@中央藥局、@聖方濟
各報喜教堂、屹立穩固@郝普特曼之屋。沿著河畔有許多露天咖啡廳與顏色鮮豔的房屋，值得漫
步探索其間，駐足細品這座城市的脈動。
布列德湖 Lake Bled, Slovenia 被譽為「阿爾卑斯之眼」的布列德湖自然景色，是自 17 世紀以來的
渡假勝地。清澈如鏡般的湖面，倒映朱利安阿爾卑斯山脈群峰。
體驗由當地世襲船伕手划搖櫓，搭乘傳統★【Pletna Boat】純手工打造無龍骨平底渡船，劃過湖
面上岸到島中@聖母昇天教堂，由南岸碼頭到教堂前有段石造階梯，據說有新郎抱著新娘爬上天
梯，通過考驗，期許幸運象徵的傳統。品嘗馳名＠布列德蛋糕，悠遊自在享受美好時光。

布列德城堡 Lake Bled 斯洛維尼亞最著名的景點★布列德城堡，由高懸陡峭山壁的城堡俯瞰湖
心小島及群山環繞的美麗湖泊，360 度的絕美景色，是代表斯洛維尼亞對外宣傳的經典鏡頭。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布列德湖區鮮魚套餐

四星級 Radisson Blu Hotel, Ljubljana 或同等級
盧比安納—62KM 布列德湖—盧比安納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Day 5 盧比安納—波斯托伊納溶洞－利比札馬術村—玫瑰港 Portoroz
波斯托伊納溶洞 Postojna Cave, Slovenia 全歐洲規模最大、洛維尼亞世界級的自然奇景★波斯托
伊納溶洞，長約 27 公里的洞窟、溶洞內終年約攝氏八度。搭乘黃色的軌道列車，展開驚呼連連
的洞穴之旅，進入喀斯特地形的奇幻世界，感受超越時空的大自然神秘力量。還能在巴爾幹半島
最低地的商店購買明信片，記錄與分享這令人想像力破表的奇景巨觀。

利比札 Lipica Slovenia —自 16 世紀以來極受皇室喜愛、歐洲白色純種馬 The Lipizzan 的故鄉。
Lipica Stud Farm 馬場，保留著逾 400 年飼養白色利比紮馬的傳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馬場之一，
也是白色利比查馬重要的繁育地。
特別安排於 1996 年入選為世界自然及文化遺產、孕育歐洲最古老最有歷史的純種馬單一品種莊
園中的★馬術表演。

玫瑰港 Portoroz Croatia 特別安排入住濱亞得里亞海、十九世紀以來即吸引無數歐美觀光客、斯
洛維尼亞最高級的海濱度假勝地，充滿現代感與活力的城市。在海灘步道上散步，享受此地的悠
閒與自在。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喀斯特雞排餐

晚餐：飯店內用餐

四星級 Hotel Life Class 或同等級
盧比安納—60KM 斯托伊納溶洞—39KM 馬術村—56KM 玫瑰港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Day 6

玫瑰港－普拉—莫托溫 Motovun—土澤蘭—羅斯托克 Rastoke

普拉 Pula 沿路欣賞浪漫指數爆表的濱海紅瓦古城，搭配鬼斧神工的無敵迷人海景，造訪伊斯特利
亞半島最南端／島上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城市，保有世界上僅存六座完整★羅馬圓形競技場之一，老
城內許多古羅馬人的文化建築古蹟，歷經政權更迭，仍保有羅馬人所規劃的城市格局，諸如羅馬廣
場上美麗的＠奧古斯都神殿，令人有置身義大利羅馬的氛圍。

莫托溫 Motovun 位於 300 公尺高的山丘
上，建築物沿山坡而建的莫托溫，是最浪
漫的中古世紀山城，以稀有珍貴的黑白松
露享譽於饕客之間，沿石板山徑徒步而上，
飽覽山城。安排★享用精緻松露午餐，眺
望橄欖、葡萄園與遠處山城美景，閒適暢
快！
土蘭澤 (Turanj) 參觀克羅埃西亞露天＠
戰爭博物館，略窺克羅埃西亞獨立戰爭的
史蹟與當年的軍備。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松露套餐

晚餐：克式鱒魚餐

四星級 Hotel Mirjana & Rastoke 或同等級
玫瑰港—85KM 普拉—72KM 莫托溫—191KM 土澤蘭—46KM 羅斯托克 Rastoke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Day 7 羅斯托克—十六湖國家公園—札達爾 Zadar, Croatia
普利特維采湖群國家公園
Plitvice National Park （十
六湖國家公園）
克羅埃西最具知名度的景
點、於 1979 年列入 UNESCO
世界自然遺產（參觀上或下
湖區，請依領隊視園區及天
氣情況安排）。湖區由 16
座湖泊與無數的瀑布組成，
是石灰岩與水石交互作用所
形成，屬於喀斯特地形與水
文地質景觀，徒步或搭乘觀
光船穿梭翠綠彩湖與森林之
間，欣賞大自然的藝術傑作
今晚入住 亞德里亞海最美夕陽城市＿札達爾，漫步於海濱＠城市光廊，嬉戲於七彩霓虹光芒中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園區自理餐

晚餐：飯店內用餐

四星級 Hotel Kolovare, Zardar 或同等級
羅斯托克—33km 十六湖國家公園—158KM 札達爾

Day 8 札達爾—史普利特 Split, Croatia
札達爾 Zadar 克羅埃西亞 達爾
瑪提亞地區極具經濟與地理重
要中心城市，幾經政權與戰火
更迭，舊城區以＠聖多納教堂
與鐘樓 為中心的各式建築與羅
馬時期留下的斷柱殘牆遺跡，
真實記錄這個城市的過往。
近年來，舊城外的公共藝術引
起全球觀光客的目光，港邊的
＠海管風琴，藉海浪拍打與空
氣的推送，以現代科技彈奏大
自然的另樣天籟聲，搭配長
灘、夕陽與無敵海景，令旅人
流連忘返。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史普利特 Split 克羅埃西亞第
二大城，西元 293 年，因羅馬
皇帝戴克里先在此建造奢華皇
宮而開始發展，皇城外聚集羅
馬人形成聚落，逐漸發展成重
要城市。★戴克里先皇宮、十
六湖國家公園與杜布洛夫尼克
老城於 1979 年一起列為世界
遺產的名單中。皇宮城牆里的
原始建築、因政權、戰爭與歷
代居民需求，有各式的破壞與
重建迄今，歷史遺跡、神殿、鈴木、教堂、商店與現居民的氣息共聚於同一空間之中，乍看混
雜，細品後卻有餘韻無窮的趣味。如同街頭偶遇欣賞傳統克拉帕 Klapa 的無伴奏人聲合唱，優美
且饒具韻味。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烤鮮魚餐

晚餐：達爾瑪琪亞窯爐披薩

四星級 Hotel Ora, Split 或同等級
札達爾—33km 史普利特

Day 9 史普利特—賀瓦爾島 Hvar—史普利特
輕裝搭乘★渡輪前往全球票選十大美麗島嶼之一_赫瓦爾島(Hvar)。
賀瓦爾島 Hvar 點綴於亞
德里亞海中、以野性薰
衣草聞名、克羅埃西亞
最熱門的度假島嶼。賀
瓦爾城是島上最繁華的
城鎮，依山而建的紅瓦
小屋直至北方山丘上＠
赫瓦爾堡壘，＠史特亞
波納廣場、＠史特亞波
納教堂、＠軍械庫等建
築展現這座小島曾有的
風華；深凹的港灣周
邊，水岸咖啡座、餐
廳、商攤、威尼斯風格建築、綠意盎然的樹林與光影變幻的海景，交織成美麗神奇的畫作。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海島風味餐

晚餐：中式八菜一湯

四星級 Hotel Ora, Split 或同等級
史普利特—賀瓦爾島—史普利特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Day 10 史普利特—莫斯塔爾 Mostar—史東 Ston—杜布洛夫尼克
莫斯塔爾 Mostar 隸屬於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聯邦的莫斯塔爾(Mostar)
一直以其古老的土耳其房舍和老拱
橋聞名。完工於 16 世紀的老拱橋曾
經是世界上橋面最寬的人工建造拱
橋，矗立了四百多年後，於廿世紀
末戰爭期間被摧毀，經聯合國多方
奔走，盡可能使用同樣的技術和材
料，依原貌重建。於 2005 年舊城和
舊橋地區(Old Bridge Area of the Old
City of Mostar) 列入 UNESCO 世界文
化遺產。
史東 Ston 經濟與戰略地位重要雙子城＠史東(Ston)，因為產鹽，自古以來經濟地位重要。自 14
世紀起建築綿延 5.5 公里的防禦工事，被稱為克羅埃西亞的長城。附近的海域非常潔淨，是著名
的藍寶石~生牡蠣的重要產地。
晚餐後，順著公路跨過高聳＠圖季曼斜張大橋(Tudjman Bridge)進入最受歡迎的世界遺產城市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藍寶石鮮魚餐

五星級 Sheraton Dubrovnik Hotel Riviera 或同等級
史普利特—186KM 史東—62KM 杜布洛夫尼克

Day 11 杜布洛夫尼克 Dubrovnik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杜布洛夫尼克 Dubrovnik 克羅
埃西亞最受歡迎的世界遺產城
市／亞得里亞海的珍珠／近年
來最夯的世界級旅遊景點 搭
乘★纜車登瑟爾德山，由制高
點俯瞰，強大厚實的米白色城
牆包圍著舊城紅牆磚瓦與清澈
的亞的里亞海、附近島嶼浮沉
於閃亮亮的菁藍海水、各式豪
華郵輪與私人遊艇羅布於蜿蜒
海岸。＠普羅切城門為舊城之
旅的起點之一，＠歐諾弗利歐
水池、＠方濟會修道院、巴洛
可式石屋林立＠史特拉敦大道筆直貫穿二邊城門、＠羅日廣場上的＠鐘樓、＠奧蘭多石柱及精緻
雕刻的＠行政長官官邸都是注目的焦點。安排慢步★老城城牆 Gradske zindin 由西元八世紀開始
修建，歷經地震仍屹立不搖地保護老城，站在城牆上以不同的角度再次欣賞亞得里亞海及舊城區
的紅牆屋瓦。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古城海鮮餐

晚餐：特色小牛餐

五星級 Sheraton Dubrovnik Hotel Riviera 或同等

Day 12 杜布洛夫尼克

維也納

台北

察夫塔特(Cavtat) 位於杜布洛夫尼克近郊一個美麗的小城鎮，沿著峽灣岸邊漫步在清幽的松樹環
島步道，作為道別亞得里亞海的唯美句點。前往杜布洛夫尼克國際機場，準備搭乘豪華客機轉機
返回台灣，期待再相會。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自理餐

晚餐：機上用餐

夜宿機上

Day 13 台北
今日抵達台北
《航班參考》

僅供參考，航班依出發日期不同而有變動

航班編號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當地)

抵達時間(當地)

飛行時數

BR-061

桃園機場

維也納

22:30

08:35+1

13h50

OS-732

杜布洛夫尼克

維也納

14:55

16:25

1h30

BR-066

維也納

桃園機場

18:35

16:30+1

14h20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客服專線：02-7719 9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