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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春夏 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 北山湖海 在地小旅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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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純淨的國家公園極致風光，蘊含多彩傳統鄉土民情 

好友相約 說走就走，避開擁擠觀光人潮，從容品味寧靜的奢華 

 

• 六人(含)以上成行 出發日期自主有彈性 

• 安排專屬當地合格司機／安全舒適車輛，安心輕鬆，毋須看路找路兼迷路 

• 有團體旅遊的好處，所有行李跟著座車抵達精選住宿（飯店內享用早餐） 

• 有自助旅行的自在，部分推薦特色餐飲／部分自行選用午晚餐。 

• 費用包含特定★景點門票／推薦特色餐點 

• 維也納國際機場來回接送 順利延續下一段旅程 

• 特別贈送 墨刻出版【地球步方】最佳工具旅遊書（二人一本） 

• 每位再贈送 歐洲跨國 Sim Card 3G+500 分鐘通話費 一張 

《行程安排 最舒適 ／ 特別企劃 最經典》 

➢ 順遊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北部最精華，特別規劃 伊斯特利亞半島全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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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炙北國風情 

➢ 安排入住克羅埃西亞最美桃花源水上村莊—羅斯托克(Rastoke)，聆聽潺潺天籟流水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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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別安排入住歐洲知名 暢貨園區(Outlet) 精選飯店，輕鬆滿足購物的需求 

  2019/5 ~ 2019/10 隨時出發 說走就走 

報價不含機票款、小費 最少成團人數 6 人 

團費每人 NT$64,500.- （七、八月暑假期間 ＆單人房價差，請另洽） 

報名&諮詢 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專線：02-7719 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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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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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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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屬駕駛會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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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入內景點: 搭乘登山纜

車至格拉茲城堡山（城堡免門票，纜車費用約 3.5 歐

元，請自理) 飽覽市區全景 

隨後進入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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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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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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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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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atian Zagorje 札格列山區中的美麗小鎮，吸引

許多虔誠教徒前來朝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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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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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莉雅比斯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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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瑪麗亞·比斯特查—札格里布 Zagreb—羅斯托克 Rast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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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a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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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效果 

札格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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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入內景點:  全世界最短程纜車 66M/64 secs (纜車費用約 KN4 請自理) 

羅斯托克 Rastoke 克羅埃西亞最美桃花源水上

村莊，以瀑布與水車聞名。因喀斯特地形的關

係，住家與河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溪流由

木屋中穿過，保留讓水通過的地方，形成大大

小小的瀑布；當地人利用特殊地質特性，搭建

許多水車、磨坊，織劃出分外耀眼的田園風光 

今晚入住與此，享受潺潺流水聲與如畫美景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請自理     晚餐：飯店晚餐 

四星級 Hotel Mirjana & Rastoke 或同等級 

羅莉雅比斯特查—40KM 札格里布—104KM 羅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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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羅斯托克—十六湖國家公園—里耶卡 Rij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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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伊斯特力亞半島；活力十足的海港城市／克羅埃西亞第三大城 里耶卡 Rijeka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請自理     晚餐：精選當地風味料理  

四星級 Hotel Jadran Rijeka 或同等級 

羅斯托克—33km 十六湖國家公園—191KM 里耶卡  

 

Day 4 里耶卡－普拉 Pula—羅溫 Rovinj—莫托溫 Motovun—烏瑪格 

伊斯特里亞 Istria 半島 沿岸欣賞浪漫指數爆表的濱海紅瓦古城、逛逛老建築和舊城小巷，搭配鬼

斧神工的無敵迷人海景 

普拉 Pula 伊斯特利亞半島最南端／

島上最大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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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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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入內景點: 羅馬圓形競

技場 (門票約 KN43 請自理) 

羅溫 Rovinj 克羅埃西亞沿海城鎮最

浪漫與最具義大利風情的小鎮，古

城內有令人愉悅的彎曲巷道，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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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充滿歷史的美麗的古房，還有滿滿生命力的港口，整體就像是建立在山丘上的小威尼斯，處

處都有威尼斯的影子，停滿船隻的港口和貼近海邊興建的一排排色彩繽紛的樓房，小巷弄盡頭就

是海邊，居民在自家門口停泊著白色小船，任在藍色海灣隨波盪漾，眼裡盡是美麗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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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排★享用精緻松露晚餐，眺望橄欖、葡萄園與遠

處山城美景，閒適暢快！ 

烏瑪格 Umag 特別安排入住與義大利威尼斯遙

遙相望、近克斯邊界的海濱秘境渡假飯店，遠離

塵囂，享受靜逸度假氛圍，欣賞最美夕陽海景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請自理     晚餐：松露套餐 

四星級 Hotel Sol Umag for Plava Laguna 或同等級   

里耶卡—106KM 普拉—36KM 羅溫—47KM 莫托溫—45KM 烏瑪格 

 

Day 5 烏瑪格—皮蘭—強盜男爵城堡－波斯托伊納溶洞—盧比安納 

今日進入斯洛維尼亞國境  皮藍 Piran  

斯洛維尼亞全國短短 47 公里的海岸線中，皮蘭

是最美麗的焦點。整個小鎮位於小半島，蜿蜒

小徑爬上山丘，紅瓦白牆的古城盡入眼底。@

圓形的廣場中豎有著名作曲家兼小提琴家塔蒂

尼的銅像，他的傳世精品是小提琴曲《魔鬼的

顫音》；巴洛克式＠聖喬治教堂，始建於 12 世

紀。1808 年建成鐘樓，仿造威尼斯聖馬可鐘樓

所建。小鎮中充滿歷史韻味的建築物所塑造出

來的寧靜氛圍，加上亞得里亞海清澈見底的海

水拍岸，帶給旅人無比安適、流連忘返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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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托伊納溶洞 Postojna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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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黑騎士蹤跡＠強盜男爵城堡

(Predjama Castle)，全世界唯一建造在山洞中的城堡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請自理     晚餐：中餐七菜一湯  

四星級 Radisson Blu Hotel, Ljubljana 或同等級   

羅溫—80KM 皮蘭—75KM 波斯托伊納溶洞—55KM 盧比安納 

 

Day 6 盧比安納—布列德湖 Lake Bled—盧比安納 

盧比安納 Ljubl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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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信步登高或建議自費搭乘@城堡纜車，登上

高聳小丘上的@城堡（可免費入內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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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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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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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德城堡 Lake Bled 斯洛維尼亞最著名的景點＠布列德城堡（推薦入內景點，門票€11 請自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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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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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KM 波欣湖—20KM 布雷德湖—盧比安納 

 

Day 7 盧比安納—維也納 

今日前往維也納規模最大的暢貨園區—潘多夫名牌購物城(McArthur Glen Designer Outlet Parndorf ) 

宛若歐洲迷小鎮，超過 140 個知名設計師品牌，犒賞自己、採買紀念品，一站購足。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簡餐     晚餐：Outlet 自理餐 

四星級 Pannonia Tower Hotel Parndorf, Vienne 或同等級   

Day 8 維也納國際機場 

早餐後赴維也納國際機場，期待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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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063 桃園機場 維也納 23:40 06:15 12h35 

CI 064 維也納 桃園機場 11:35 05:35 12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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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桃園機場 維也納 23:40 07:30+1 13h50 

BR-066 維也納 桃園機場 13:30 07:05+1 11h35 

http://goo.gl/Rk8g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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