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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品                 旅                遊 

        南斯拉夫戀曲 克羅埃西亞系列(D)十四日(土耳其航空) 
         【波士尼亞 &黑山共和國 &克羅埃西亞 & 斯洛維尼亞 】 

出發日期：2022 年 

           費    用：          (本費用已含括各項小費，諸如導遊、領隊、司機、餐廳) 

        

◆光榮事項通告：國家地理雜誌票選克羅埃西亞為 2006 年全球最值得旅遊國家第一名 

◆光彩事項通告：極品旅遊因品質優異，業績卓越，因此吳總經理在 2014 年榮獲當時克羅埃西亞

觀光部長 Mr.Darko Lorencin 的接見並表揚，此為台灣第一人也是迄今為止的 only one，我們

深感榮幸。  

◆殊榮事項通告：本公司是全台唯一連續兩年獨家獲得克羅埃西亞觀光部邀請於台灣最大旅展— 

台北旅展（ITF—每年 11 月舉辦）共同行銷克羅埃西亞觀光旅遊行程。 

◆榮耀事項通告(雙桂冠)：本公司之克羅埃西亞豪華全覽遊十三日榮獲旅遊界最崇高獎項— 

2012 年東歐區金質旅遊獎  

        本公司之南斯拉夫戀曲克羅埃西亞全覽遊十三日榮獲旅遊界最崇高獎項— 

2018 年東歐區金質旅遊獎  

 

 

 

 

 

 

 

 

 

 

 

 

 

 

 

 

 

 

 

 

 

 

 

 
(上列圖片為第五天行程—杜布洛尼克古城及第八天行程—十六湖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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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鳥優惠方案： 

※凡於出發前四個月報名並每人繳交訂金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壹萬元之優惠。(平均每人可減少新台幣伍仟元) 

※凡於出發前三個月報名並每人繳交訂金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捌仟元之優惠。(平均每人可減少新台幣肆仟元) 

※凡於出發前二個月報名並繳交訂金每人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陸仟元之優惠。(平均每人可減少新台幣叁仟元) 

※凡於出發前一個月報名並繳交訂金每人新台幣貳萬元者，兩人同行其第二人享有團費減少新台幣  

  肆仟元之優惠。(平均每人可減少新台幣貳仟元) 

 

揪團好康優惠： 

如果您有 4 位以上的好友一起參團則可享有揪團好康優惠，計算方式如下: 

  12 位好友  NTD300 X ( 12 – 2 ) = NTD 3, 000.  或 

  20 位好友  NTD300 X ( 20 – 2 ) = NTD 5, 400.  

原始團費 – (早鳥優惠  + 揪團優惠 ) = 實際參團團費 

 

【設計理念】 

搭乘土耳其航空新型大客機經由伊斯坦堡轉機飛往巴爾幹半島，拜訪波士尼亞、黑山共和國、

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四國重要景點。此行程最大特色即是去除比較不重要的次級景點而且不

疾不徐讓我們有充裕的時間暢遊每一個精華景點而非走馬看花並且在重要的城市皆留有足夠的自

由活動時間，讓大家可以深入體驗城市風華或者是盡情自由購物，當然也有時間讓您品嘗一杯香

醇的咖啡，在街邊欣賞來來往往的俊男美女，渡過浪漫休閒的時光。 

旅行，就是享受人生美好的事與物並為自己創作人生的傳奇～ 

    克羅埃西亞超越時空的美，傳承二千年前古羅馬人的璀璨文化，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帶來文藝復

興的藝術花朵，現在更是追逐度假時尚的美好國度，駐足在亞得里亞海湛藍天空下，享受鄉野靜謐

氛圍，愛戀南斯拉夫克羅埃西亞，就是這麼簡單～ 

慢遊，漫遊，沈浸在浪漫的旅程  

慢遊，漫遊，這是旅遊的新趨勢，極品旅遊不以看似豐富的行程自居或自豪，讓我們以專業的操作，

為您選擇最精彩的景點，保留充足的自由時間，讓您細細品味旅遊藝術饗宴，悠閒地擁抱人間美景。  

嚴選住宿地點與品質  

極品旅遊突破傳統，嚴選住宿的地點與品質，讓大家享有舒適的休息居所，讓住宿環境成為旅遊行

程的延續。本公司並自 2003 年起首創把住宿 HOTEL 及其網站詳列在行程表(請參閱極品旅遊網站)

且是全台唯一不使用”同等級”之模糊字眼來混淆客戶的優質旅行社。 

體驗多樣化的飲食文化  

極品旅遊堅持讓大家品嚐多樣化的當地料理，因為豐富的飲食文化，是深入瞭解人文風俗的好方法。

本行程之西式料理的午餐及晚餐皆是四道式料理或是自助餐且每天皆有一餐是含贈酒水。 

真誠相待，玩出品味與尊嚴 

羊毛出在羊身上，是每人皆知的道理，極品旅遊不花無謂而自吹自擂的廣告費，我們靠的是專業的

品質和一顆熱誠服務的心贏得客人口耳相傳的好口碑，誠如我們的公司文化標竿(SLOGAN)： 

＂自信的風格來自豐富的內涵，NOT JUST BETTER BUT DIFFERENT＂，而在旅途中我們不以繁多

的購物點和高價的自費活動來彌補團費的不足，我們認真地運用團費的每一分錢，在專業熱誠的領

隊帶領下，讓您玩出旅遊的品味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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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品旅遊推薦景點】 

杜布洛尼克古城 (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七大王國首都君臨城的拍攝地)                    

1979 世界文化遺產城市，猶如一顆珍珠扇貝灑落在亞德里亞海上，中世紀因航海貿易而繁盛的海

上孤島(現已成小半島)，見証穿越時空的人文采蘊，今日猶如鳳凰浴火重生，再次顯現輝煌的奇蹟。 

慢遊！我們漫步在堅固堡壘的城牆上，享受悠閒歲月…… 

斯普利特 

曾經被遺忘在地圖上，世界上碩果僅存的羅馬帝國皇宮，自從被名列 1979 世界文化遺產後，已是

旅遊雜誌的常客。昔日臨海而建的皇宮，彩繪了藍色的大海；而今其旁的現代化濱海大道，卻以咖

啡香迷惑遊人的味蕾 

漫遊！夕陽下駐足在浪漫的濱海大道，耹聽海風的呢喃……  

十六湖國家公園 

放慢腳步，欣賞大地的四季變化，遍地的小野花、熱情奔放的小瀑布群、亂中有序的山毛櫸聚落，

這就是十六湖的天際線。各式各樣傳統的新鮮食材，佐伴著熱情的友善鄰里，造就出當地有媽媽味

道的私房料理，這就是克羅埃西亞的味蕾。  

慢遊！我們駐足在滿天星斗的夜空下，夏季在螢火蟲閃爍中憶及童年歲月…… 

布雷德湖 

詩情畫意的湖畔情懷，舞在風中旋轉律動，斯洛維尼亞唯一的島嶼不在海中而是坐落在布雷德湖， 

漫遊！讓我們結婚吧，就選擇在此度蜜月，九九階梯是我倆海誓山盟的最佳見證 

皮蘭 

一個突出於岬角的濱海小鎮，充滿濃濃的義大利古城風韻，不僅是海鹽生產重鎮，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讓我們僅駐足一點便可眼覽三國(義大利、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噢！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有人說：迷失在蜿蜒曲折小徑中，就是浪漫邂逅的開始，何不許自己一個忘情大地的完美戀曲？  

【兩大保證】 

壹、我們會在出發前一個月即告知您團體出發與否，否則將賠償每位貴賓多一倍訂金，意即您已繳

交兩萬訂金給極品旅遊則極品旅遊會退還肆萬台幣給您，此條例將會列入雙方契約書中。 

貳、極品旅遊保證在所有行程中的旅館部分不使用”同等級”之模糊字眼來混淆客戶，確保客戶權益

是我們基本準則。 

 

符號表示： ★－購票入場 ◎－下車參觀 △－乘車經過 

第一天 奔向亞得里亞海綺麗浪漫的懷抱  

桃園機場 / 伊斯坦堡 ISTANBUL【土耳其】     TK-025  21:50/05:05+1 

  今日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腦海中充滿無限的憧憬，背負著輕便的行囊齊聚於桃園機場，

搭乘土耳其航空大型客機飛往歐亞交界大城伊斯坦堡，沿途享受土耳其航空的精緻招待，連經濟艙

都有個人專屬的電視螢幕，夜宿航機上。 

【說明】：土耳其航空是前往東南歐非常便捷的航空公司，班機經由伊斯坦堡飛往塞拉耶佛，省時

又輕鬆(飛行時間僅需 14 個小時多，而在伊斯坦堡僅停留 2 小時)。 

 早餐：X 午餐：X 晚餐：航機上 

宿：航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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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巴爾幹半島為何是歐洲的火藥庫?今日謎底將揭曉                                   

伊斯坦堡 / 塞拉耶佛 SARAJEVO－114Km(2.5hrs)－莫斯塔爾 MOSTAR【波士尼亞】 

TK-1021  07: 05 / 07 : 55  【 20:00 CHECK IN HOTEL】 

    上午在空姐親切的早安聲中抵達塞拉耶佛，出關時一聲的"Dobro Jutro" (斯拉夫語－早安)才發

覺世界是如此的近，才經過一夜的飛行，我們已然來到這偉大又美麗的區域－歐洲。塞拉耶佛以其

悠久的歷史、宗教及文化多樣性，而被稱為「歐洲的耶路撒冷」或者「巴爾幹的耶路撒冷」。直到

今天，塞拉耶佛都還是歐洲僅有的清真寺、天主教堂、東正教堂和猶太教堂可以比鄰共存的大都市。

塞拉耶佛曾經是 1984 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地，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引爆點—1914 年奧匈

帝國皇儲斐迪南公爵夫婦正是在此被暗殺而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上午市區觀光 : ◎斐迪南公

爵夫婦被刺殺的地點拉丁橋、◎莊嚴典雅的清真寺、◎飽經戰火蹂躪的國家圖書館以及充滿土耳其

風情的◎大市集等。之後自由活動，恣意享受逛大市集的樂趣，令人流連忘返。下午前往波士尼亞

世界文化遺產城市(2004)—莫斯塔爾，拜訪舉世聞名猶如懸掛在空中的彩虹—◎美麗的老橋。越過

橋墩來到迴異於一般歐洲景象而進入回教世界，◎清真寺、◎喚拜樓、◎回教市集歷歷在目，這是

在歐洲嗎？迷惘!沉思!晚餐享用波士尼亞最著名的料理"CEVAPCICI"。 

【說明】：波士尼亞的餐食及住宿條件較差，敬請見諒。 

早餐：航機上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及茶水   晚餐：波士尼亞風味料理加酒水(牛肉條) 

宿：(市區高級★★★★★) HOTEL ME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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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舊貌換新顏，撫平了南斯拉夫歷史的傷口 

莫斯塔爾－180Km(3.5hrs)－TREBINJE－46Km(1.5hr)－峽灣區 PERAST－22Km(45min)－布

德瓦 BUDVA【蒙特尼哥羅－黑山共和國】【08:00 CHECK OUT HOTEL , 17:00 CHECK IN HOTEL】 

拜訪最後的南斯拉夫，在繁華五百年的老港古城、峽灣懷抱中，蒐集古老回憶........ 

    今日將拜訪蒙特尼哥羅－黑山共和國。上午沿途觀賞波士尼亞美麗的田園風光、純樸的人民和

農舍。午餐後越過波黑邊界前往科托爾海灣又號稱是全歐洲最南端之峽灣（FJORD），在 PERAST

小鎮安排★遊船觀賞峽灣風光和其中的雙子小島(聖喬治島及聖女石島)，之後前往黑山最富庶也是

濱海度假名城布德瓦，傍晚進駐五星豪華濱海渡假大酒店。 

【說明】：聯合國大會在 2006 年 5 月 28 日通過決議，接納黑山共和國―蒙特尼哥羅（塞爾維亞語：

黑山之意）為聯合國第 192 個成員國，黑山的獨立及獲得國際承認，不但正式結束了塞爾維亞及

黑山維持了 88 年的聯盟，更意味著黑山共和國為南斯拉夫共和國當中最後獨立的共和國。南斯拉

夫解體是繼前蘇聯解體後第二個前共產主義國家由多個民族聯合走向各民族獨立。 

【備註】：如遇風浪太大或船班停駛，雙子島搭船可能被迫取消，則每人退費五歐元，敬請見諒。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波士尼亞鮮魚料理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或主廚料理加酒水 

第四天   人間美景何處有？就讓亞得里亞海來告訴您 

布德瓦 BUDVA－12Km(30min)－公主島－45Km(1.2hrs)－科托爾 KOTOR－87 Km(2hrs)－卡

夫塔特 CAVTAT－9Km(0.5hr)－杜布洛尼克【克羅埃西亞】 

【08:30 DEPART FROM HOTEL  16:30 ARRIVE AT HOTEL】 

    早餐後來到△斯圖凡半島(公主島)略事參觀拍照，之後前往★科托爾古城，它在 15-18 世紀時

屬於威尼斯共和國，故深受威尼斯建築文化之影響，其環城古城牆仍保存良好，並為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 UNESCO 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午餐後越過邊界來到克羅埃西亞，沿途海風輕拂，景色綺麗

令人動容，今日我們會早點來到住宿的五星濱海酒店讓大家享受高檔的休閒設施如健身房、三溫暖、

宿：(豪華濱海★★★★★)SPLENDID CONFERENCE & SPA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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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等。黃昏時分特別安排在卡夫塔特風光明媚的海濱餐廳享用頂級龍蝦大餐。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黑山墨魚燉飯及淡菜等 

         海鮮風味料理 
晚餐：頂級全隻龍蝦大餐加酒水 

宿：(豪華濱海★★★★★) HOTEL SHERATON  

 

 

 

 

 

 

 

 

 

 

第五天   艷麗的嬌陽和綻藍的海洋是克羅埃西亞的驕傲 

杜布洛尼克－54Km(1.3hrs)－石城－57Km(1.3hrs)－歐瑞比克 OREBIC－3Km－科楚拉島

KORCULA   【08:30 CHECK OUT HOTEL , 18:00 CHECK IN HOTEL】 

  雖然歷史已成過往雲煙，但珍貴的世界遺產、精緻的古城小鎮，和那浪漫的海天寄情，處處皆

值得我們慢慢觀賞。上午遊覽這個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風采，雅緻的★法蘭西斯修道院、熱鬧的◎

布拉卡大道、文藝復興風格的◎宮殿迴廊與拱門，歲月似乎不曾為她改變什麼。漫步在★固若金湯

的城牆上，緊緊守護著亞得里亞海上這顆珍珠，更為城市增添幾許神祕，幾分嬌貴；另外安排大家

搭乘★巨型纜車登高遠眺杜布洛尼克古城之壯麗奇景，令人驚艷不已。之後驅車來到歐瑞比克★搭

乘渡輪前往科楚拉島，造訪馬可波羅的故鄉。傍晚時分您可好整以暇漫步在科楚拉海島的幽靜小巷

中追尋馬可波羅的遺跡。 

【說明】：馬可波羅的故鄉科楚拉島是此次旅遊絕對不可錯失的重要景點。有人或許會問:極品旅遊

為何安排科楚拉島而不安排赫瓦爾島，其理由為何?基本上海島的差異性不大，環島周遭皆圍繞著

清澈湛藍的海水，島上的城鎮規模皆不大(科楚拉島還較大些)，兩者知名度皆很高，科楚拉島以馬

可波羅的故鄉馳名全球，而赫瓦爾島則以陽光時數最長而被西方人票選為世界十大島嶼之一，問題

是台灣人真有如西方人那麼會想要迎接並享受炙熱的驕陽嘛 ? 答案恐怕是未必；君不見一個個台

灣人不是躲在陰涼處就是撐起五顏六色的洋傘(達爾馬提亞海岸因屬於地中海型氣候，每年五月到

十月幾乎不太下雨，天天天藍) ，而教人整天在艷陽下不暈倒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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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由於科楚拉島的道路並不寬敞，對於大型遊覽車較為不便，因此今日請大家準備一件過

夜手提袋，感謝您的配合。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海鮮披薩及義大利麵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料理加酒水 

宿：(濱海★★★★) HOTEL LIBURNA 或 HOTEL MARKO POLO 或 HOTEL PORT 9 

 

第六天   世界文化遺產的古風光影，述說著輝煌的往日情懷 

科楚拉島－ 3Km－歐瑞比克－ 55Km(1.3hrs)－石城 STON－ 76Km(2hrs) －馬克爾斯卡

MAKARSKA【08:30 CHECK OUT HOTEL , 17:00 CHECK IN HOTEL】 

    克羅埃西亞素有千島之國的美譽，在萬頃碧波的達爾馬提亞海岸，羅列著古老靜謐的港灣小鎮，

每座小島上更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傳奇，期待您來探巡。上午跟隨導遊踏上古城狹窄的街弄巷道造訪

斑駁的◎馬可波羅故居、中世紀威尼斯時代殘存的建築，瀰漫著瑞麗的拜占庭風味，鮮活了每位到

訪者的心靈。午前搭船返回歐瑞比克，經過在山上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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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特別安排克

羅埃西亞著名的地中海鮪魚料理及享譽歐洲的藍牡蠣美食，之後便前往亞得里亞海重要的度假港

口城市－馬克爾斯卡 MAKARSKA。傍晚時分可在清澈湛藍的海水中愜意享受游泳的樂趣。 

【說明】：今明行程為達爾馬提亞海岸的世界文化遺產之旅，讓您觀賞美麗的亞得里亞海的悠美景

緻之餘，也能深入文化的寶藏地。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地中海鮪魚及藍牡蠣美食風味料理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加酒水 

宿：(濱海高級★★★★) HOTEL VALAMAR METE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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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瑰麗的古城風采，深深悸動著你我的心靈 

馬克爾斯卡 MAKARSKA【克羅埃西亞】－56Km(1.5.hrs)－斯普利特 SPLIT－29Km(47min)          

－克爾卡國家公園 KRKA－75Km(1.5hr) －達爾馬提亞海岸區域   

 【08:30 CHECK OUT HOTEL , 17:30 CHECK IN HOTEL】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著世界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雖然時光已逝，但他們依然屹立著見証昔

日輝煌的歷史、是我們永恆的珍寶。上午前往斯普利特參觀世界上羅馬帝國唯一尚存的★皇宮遺址

(世界文化遺產 1979)。穿過地窖上皇宮殘餘的建築，斑駁的城牆、精美的雕刻，再再難掩羅馬帝

國皇宮的絕代風華，之後可在這個克羅埃西亞第二大城也是濱海觀光大城，恣意享受自由活動的樂

趣。午餐後前往★克爾卡國家公園，她雖然與普利特維切國家公園同樣屬於喀斯特地形而形成的河

流、峽谷、瀑布、湖泊景觀，但卻各有千秋。尤以 SKRADINSKI BUK 大瀑布大水直洩而下，銀帘

交纏堆疊、濺水成霧，壯觀美哉。傍晚天氣晴朗時，可在達爾馬提亞海岸觀賞全世界最美麗的落日

及夕陽餘暉。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達爾馬提亞海鮮拼盤料理 晚餐：酒店內西式料理或自助餐加酒水 

宿：(濱海★★★★) HOTEL PINI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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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人間美景何處有？就讓克羅埃西亞來告訴您 

達爾馬提亞海岸區域－30Km(0.5hrs)－札達爾 ZADAR－135Km(2hrs)－普利特維切國家公園

(十六湖國家公園)PLITVICKA JEZERA【08:30 CHECK OUT HOTEL  18:00 CHECK IN HOTEL】 

上午來到克羅埃西亞宗教氣氛濃厚的古城－札達爾，走進城門漫步在石板路上，廢墟殘垣的◎

羅馬廣場、風格獨特的◎教堂鐘樓、舉世無雙的◎海風管風琴及充滿宇宙感的◎城市光廊，處處烙

印著悠然歷史的痕跡訴說著你我未悉的過往封塵。之後驅車前往有歐洲九寨溝美譽及世界自然遺產

(1979)的普利特維切國家公園。斯拉夫民族雖經過戰火的洗煉，但上蒼依然把群山打扮得峰巒疊翠

氣象萬千。大地覆上莽莽的森林、如茵的草地、湍急的溪流瀑布，碧綠的湖泊，彷如人間的一處絕

色美景。波光潾潾的湖泊，在陽光的照射下，猶如電影美夢成真的虛擬化身。難怪多少詩人訴不盡

心中的感動，多少畫家和攝影家更為這天然絕色美景悸動不已。您的照相機準備好了嗎？讓我們出

發吧！在眾多的湖泊裡，我們從★下湖區開始遊覽。沿著湖區步道，在清澈的流水瀑布聲伴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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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趟純淨的心靈 SPA。 

【說明】：十六湖國家公園內的渡輪及遊園車皆已含在門票內。因日照時間的長短及陽光的強弱關

係拍攝照片的亮麗與否，當地導遊將會根據當日之情況而決定先遊上湖區或下湖區。 今晚保證住

宿十六湖國家公園內唯一的三星高級酒店(有三溫暖、按摩泳池、網球場等及薄型電視和免費 WI-FI

設施)，國家公園內僅有三家酒店，另兩間(HOTEL BELLEVE、HOTEL PLITVICE)皆為兩星的酒店(房

間空間較小又無任何休閒設施)，由於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達千萬人次，而園區酒店的房間數目

有限，因此如不是在一年前就已付出定金訂妥房間，每年五月到十月旺季期間是不太可能進駐園區

內的酒店，所以台灣絕大多數旅行社在此期間幾乎無法住宿在國家公園內(雖然他們也會把這家高

級三星酒店名字列入其住宿的名單之一，但通常以同等級來敷衍顧客)，因此他們只能被迫住宿在

園區外圍的酒店或民宿(幾無任何高級設備或休閒設施，其房價只需園區的三分之一)，且因為此一

世界級國家公園占地極為寬廣，從園區外圍要進入到十六湖國家公園購票入口處，單趟車程少則半

小時多則一小時，極為不便又浪費寶貴時間，而且在湖區每人參觀的時間長短不一，較早參觀完畢

者由於無法回酒店房間休息而等得超級不耐煩(因必須團體全員到齊才能搭車回酒店)，而對於想要

慢慢參觀拍照者又迫於集合時間的壓力而無法盡興，雙方皆是輸家。尤其清晨的光線是最佳攝影時

刻，因此一旦住宿國家公園外，勢必被迫放棄清晨最佳拍攝時光，可謂損失不眥。 

(本公司在此特別聲明，今晚如不是讓貴賓們住宿 HOTEL JEZERO，將賠償每位貴賓新台幣伍千元，

一室兩人則賠償新台幣壹萬元)。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克羅埃西亞豬排風味料理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加酒水 

宿 : (國家公園高級★★★) HOTEL JEZERO 

 

第九天  天上來的水，是她的柔情，妍麗的色彩，是上帝的恩賜 

普利特維切國家公園－228Km(3.5hrs)－歐帕提亞 OPATIJA【克羅埃西亞】 

【08:30 CHECK OUT HOTEL  17:30 CHECK I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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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繼續遊覽★上湖區的天成美景，就讓久居都市叢林的你我，懈下勞碌的重擔，沈浸在大自

然的樂章裡並在美如仙境的國家公園裏享受身心舒暢的樂活。午餐後驅車前往歐帕提亞，嬌貴繁麗

的歐帕提亞，在芬芳的花香中，夾帶幾分優雅閒適的貴族氣息，亦是藝術家們心怡的勝地。而濱臨

其畔的亞得里亞海擁有舉世聞名之清澈湛藍海水，令人神往躍躍欲泳！我們就在◎此城充份感受歐

洲不凡的渡假旅情。 

【說明】：普利特維切國家公園由 16 座大小湖泊及無數瀑布組成，又稱為十六湖國家公園。是由

水和石灰岩層變化而形成特殊的石灰華地形 Travert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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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即被列入聯合國自然遺產，是克羅埃西亞最重要的自然資產。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高級燒烤羊肉料理 晚餐：酒店內豐盛自助餐加酒水 

宿：(濱海豪華★★★★★) HOTEL AMBASADOR 

 

第十天   奔向伊斯特利亞半島美麗的風光 

歐帕提亞－90Km(1.5hrs)－普拉PULA－50Km(1hr)－松露村MOTOVUN－30Km(1hr)－烏瑪格

UMAG 【08:15 CHECK OUT HOTEL , 17:00 CHECK IN HOTEL】 

上午前往伊斯特利亞半島最南端的大城普拉，參觀羅馬時期遺留下來的◎凱旋門及★媲美羅馬

鬥獸場的競技場等，令人發出思古之幽情。午餐特別安排於克羅埃西亞最著名的松露村享受松露美

食(真正松露片而非松露醬，一字之差價格差很大)。伊斯特利亞半島所產的松露香氣濃郁更是頂級

食材，舉世聞名！之後來到伊斯特利亞半島著名的度假勝地烏瑪格，進駐當地最高級的五星級豪華

酒店，傍晚漫步於美麗的海灘享受浪漫的悠閒，天氣晴朗時可觀賞絢麗落日餘暉彩霞滿天。 

【說明】：極品旅遊在 2012 年首創且是全台第一個將伊斯特利亞半島美麗的風光排進旅遊行程，

佳評如潮，並因此榮獲旅遊界最崇高獎項—金質旅遊獎，結果屢獲多家旅行社競相仿冒抄襲，我們

深感榮幸。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高級松露片牛排風味料理加酒水 晚餐：酒店內豐盛自助餐 

宿：(濱海豪華★★★★★) HOTEL MELIA C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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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   拜訪歐洲最大的鐘乳石洞 

烏瑪格－27Km(1hr)－皮蘭 PIRAN－55Km(1.5hrs)－波斯托納 POSTOJNA－110Km(2hrs)－布

雷德湖 BLED【斯洛維尼亞】 

【08:00 CHECK OUT HOTEL , 20:00 CHECK IN HOTEL】 

早餐後告別克羅埃西亞來到斯洛維尼亞濱海的美麗城鎮亦是歐洲少數有名的海鹽生產地◎皮

蘭，漫步於美麗的海港及狹窄的巷弄也是一種悠閒。之後前往波斯托納參觀全歐洲最大的★鐘乳石

洞。巨大豐富多變的溶岩洞窟地形，還有瀕臨絕種的人魚在此生存，讓造訪者無不讚嘆稱奇（終年

溫度為 9-10 度，請準備一件保暖外套）。傍晚來到布雷德湖，一座美得令人感動的湖濱小鎮， 

【說明】：上午有趣的事項是，當我們站在皮蘭的最高點—聖喬治大教堂前，右方望去是義大利，

左方望去是克羅埃西亞，而我們卻是腳踏在斯洛維尼亞，霎時之間盡攬三國，實在是太神奇了。 

【備註】：波斯托納鐘乳石洞的門票已含括洞內小火車之旅。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斯洛維尼亞鮮魚風味料理 晚餐：酒店內自助餐加酒水 

宿：(湖畔高級★★★★) HOTEL PARK 或 HOTEL RIKLI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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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  詩情畫意的湖畔情懷，舞在風中旋轉律動 

布雷德湖－10Km(0.5hr)－文特加峽谷 VINTGAR GORGE－10Km(0.5hr)－布雷德湖 

【08:30 DEPART FROM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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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這個蕞爾小國增添無限魅力。上午我們搭乘★人力划船遊湖，登上湖中之島拜訪★聖母教堂聆聽

傳奇的故事，周遭晶瑩清澈的湖水，倒映著環繞的群山風姿；而位在崖壁上的布雷德城堡，總是吸

引旅者的目光。之後特別安排一段★文特加峽谷健行，瀑布、峽谷、溪流、小橋、森林混合著芬多

精及大量的負離子，讓我們一起來為健康努力為延年益壽加持(沿途風光猶勝過日本著名的奧入瀨

溪)，之後返回布雷德湖自由活動，可在湖區周邊健行或自行租借腳踏車環湖一周，當然也可在酒

店內泳池游泳。傍晚惜別晚宴特別安排★城堡內享用浪漫晚餐加酒水(豬肋排)。 

【說明】：今日我們會有充分時間讓大家在湖區自由活動拍照，可在湖區周邊健行或自行租借腳踏

車環湖一周，當然也可在酒店內泳池游泳。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加茶水 晚餐：城堡內浪漫晚餐加酒水(豬肋排) 

宿：(湖畔高級★★★★) HOTEL PARK 或 HOTEL RIKLI BALANCE 

 



2022 南斯拉夫戀曲系列(D)十四日/ 第 14 頁，共 18 頁 

 

 

 

 

 

 

 

 

 

 

 

 

 

 

第十三天  拜訪克羅埃西亞首都 
 

布雷德湖－200 Km(3hrs)－薩格勒布 ZAGREB【克羅埃西亞】／伊斯坦堡 ISTANBUL【土耳其】 TK 

1056  20:20/23:25 【09:00 CHECK OUT HOTEL】 

    早晨漫步於湖濱畔，清涼的晨風夾著淡淡的草香和花香，令人駐足良久不捨離開。之後前往克

羅埃西亞首都薩格勒布市區觀光，這裡曾經孕育出無數個歷史名人、文化創新和世界發明。目前整

個城市由三個區域組成：即由教堂、市政廳等古建築組成的老城，也稱◎上城區，和由廣場、商業

區、歌劇院組成的新區，又稱下城區，以及戰後發展起來的現代化市區。走在古城純樸的街巷中，

中古世紀的◎老城門、哥德式建築的◎大教堂、巴洛克風格的△歌劇院，整個市容散發出不同時期

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息。傍晚懷抱著滿籮筐的回憶及爽朗的笑聲來到薩格勒布國際機場搭機前往土耳

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轉機飛返台灣。 

早餐：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加茶水 晚餐：航機上 

宿：航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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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天  我心留在亞得亞里海的浪漫夢幻裏 

伊斯坦堡 / 桃園機場                                          TK 024  01 : 45 / 17:55 

班機於今日傍晚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愉快又令人懷念不已的南斯拉夫戀曲之旅。 

早餐：航機上 午餐：航機上 晚餐：甜蜜的家 

宿：甜蜜的家 

 

＊＊＊＊＊  本行程特色  ＊＊＊＊＊ 

自 信 的 風 格 來 自 於 豐 富 的 内 涵 

NOT JUST BETTER BUT DIFFERENT 

1. 搭乘聲譽優良的土耳其航空客機，安全舒適。 

2. 全程使用豪華空調巴士(約 49 人座)，寬敞舒適，極品旅遊為著讓貴賓們享有高級的旅遊品質，

本行程客戶人數不超過 28 位。 

3. 提供免費 SIM 卡(每人一張)或 WI-FI 機(兩人一台)。 

4. 全程住宿四星(共五晚)〜豪華五星(共五晚)HOTEL(但在十六湖國家公園如住宿在園區內最好的

HOTEL 則為三星(一晚)，體貼安排、溫馨舒適，令人回味無窮（詳如行程表），體貼安排、溫

馨舒適，令人回味無窮（詳如行程表），本公司並自 2003 年起首創把住宿 HOTEL 及其網站詳

列在行程表(請參閱極品旅遊網站)且是全國唯一不使用”同等級”之模糊字眼來混淆客戶的優質

旅行社。極品旅遊突破傳統，嚴選住宿的地點與品質，讓大家享有舒適的休息居所，並讓住宿

環境成為旅遊行程的延續。 

5. 贈送每人一件酒店行李搬運小費。 

6. 全程在酒店內享用豐盛的自助式早餐。 

7. 安排最多且有名的風味餐（詳如行程表），本公司全程之西式料理為四道式料理或是豐盛自助

餐，一般旅行團多為三道式料理，而中式料理則是高級七菜一湯加水果，不僅讓您吃的健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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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享受當地的美食。出國享受當地美酒佳餚本是旅遊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也不是每餐皆

大魚大肉，這樣反而有礙健康，本公司有鑑於此，除安排當地有名的風味餐之外也精心策畫安

排幾餐特殊的料理以饗貴賓，諸如 CAVTAT 的頂級全隻龍蝦大餐加酒水、STON 的鮪魚排加藍

牡蠣料理、松露村的高級松露片牛排風味料理加酒水及布雷德城堡內浪漫晚餐加酒水(主食為豬

肋排)等，希望您會滿意我們的安排。極品旅遊堅持讓大家品嚐多樣化的當地料理。因為豐富的

飲食文化，是深入瞭解人文風俗的好方法。 

8. 每人每天供應一瓶礦泉水，搭長途飛機日除外，並且每日午餐皆提供礦泉水或飲用水而每日皆

有一餐提供酒水 (酒水的定義是可選一種酒精性飲料一杯，如白酒或紅酒，也可點啤酒一瓶或

軟性飲料一瓶或一杯如各類果汁飲料等或礦泉水一瓶或氣泡水一瓶。當然如果您不選擇上述的

酒水而要點選飯後的咖啡或茶也是可以的)。 

9. 含括最多的門票景點（詳如行程表）而且在塞拉耶佛、莫斯塔爾、科托爾、杜布洛尼克、科楚

拉島、斯普利特、札達爾、十六湖國家公園、普拉、皮蘭、布雷德湖、薩格勒布，不惜花費鉅

資聘請當地資深英文導遊為我們做詳細的導覽及解說。 

10. 每人贈送行李綁帶一條。 

11. 全程安排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精巧導覽耳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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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新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2：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領隊。 

12. 全程專業領隊貼心服務－專業、熱誠、服務佳。 

 

☆☆☆☆☆ 備    註 ☆☆☆☆☆ 

a. 本團費已含括下列小費（司機、導遊、領隊及餐廳），價值壹佰伍拾歐元！ 

b. 土耳其航空如欲升等商務艙者，每人加價約 NT$85,000～125,000【根據航空公司之規定，但 

一般而言越早訂位越便宜】。 

c. 本團費已含括三佰萬旅遊責任險及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不過 70 歲以上及 14 歲以下只能投

保二佰萬旅遊責任險，但仍有包括二十萬意外醫療給付。 

d.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其它團員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必

須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報名，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e. 如指定住宿單人房則須加價 NT$ 30,000。 

※單人房為一人房(Single for Single use)，非雙人房供一人使用(Double for Single use)，單人 

  房較雙人房小，請旅客諒察。 

※許多以歐式建築為主的房間大小不一，團體房均由住宿酒店主導安排，非本公司所能掌控，

亦無差別待遇，敬請諒察。 

f. 行程表列的 CHECK IN 和 CHECK OUT 的時間僅供參考，一切以領隊之決定為準，感謝大家

的合作與支持。 

g. 行程表內的公里數及拉車時間皆已考慮到當地的地形，諸如山地、丘陵、平原等和各種最新

的路況，如行駛在高速公路、省道、鄉間小路等以及通過邊界查核的時間(約 30 分鐘)，當然

更包括上廁所的時間(約 2 小時〜2 .5 小時上一次廁所，每次以 20 分鐘計算)。 

h. 本行程採用土耳其航空團體機票，不得脫隊或延回，當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即無退票價值；

因此若旅客繳訂金後反悔解除契約，依據觀光局旅遊定型化契約第廿八條規定，本公司將收

取必要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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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行程行前說明會將於出發日前廿五天舉行，並於當日收取團費尾款。 

j.   報名方式 : 1. 繳交護照影本  2.預訂機票  3. 繳交訂金貳萬元  4.簽訂旅遊契約書 

 住宿酒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如同行親友擬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極品旅遊會

向住宿酒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住宿酒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

額。原則上極品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員共用一室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

親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土耳其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因懷孕、

生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旅遊權益，

若有慢性疾病、年滿 70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

方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

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蓋有爭議國

家之入出境章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變更等...旅客有義務自行檢查並告知旅

行社，如在團體出發前未告知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趟旅程的

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

款或估算已實付的費用，向您收取該部分費用並退回剩餘訂金或團費。 

 

          敬  祝     旅  途  愉  快    事  事  如  意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9 號 7 樓之 1 TEL：(02)25177155(總機) 

網址：www.yoyotours.com.tw yoyotours@hotmail.com / yoyotourstw@gmail.com  

本行程服務專線：(02) 25181075〜6 傳真 FAX：(02) 25090305 

假日聯絡人：吳志仁先生 0925503987 黃于芳小姐：0913395857 或 0978803963 

公司帳戶：永豐銀行台北分行   戶名：吉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 : 021-001-91000352 

 

◆◆◆克羅埃西亞常用語彙 ◆◆◆ 

1.對—Da  2.不對—Ne  3.早安—Dobro jutro  4 .日安—Dobar dan  5 .謝謝—Hvala  

6.再見—Do videnja  7.請—Molim  8.晚安—Dobro vece  9.對不起—Oprostite  10.您好—Bok  

11.水—Voda  12.啤酒—Pivo  13.酒—Vino  14.牛奶—Mljeko  15.左—Lijevo  16.右—Desno  

17.咖啡—Kava  18.女廁—Toalet za dame  19.男廁—Toalet za gospodu  20.壹—Jedan 

21.貳—Dva  22.叁—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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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