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戀戀亞德里亞海  
造訪克羅埃西亞、 16湖國家公園、蒙特內哥羅、斯洛維尼亞10日
＄2,900 出發日期： 10/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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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巴爾幹火藥庫，如今歐洲人最愛的渡假勝

地。這次的旅程，我們一起來探索脫離前南斯拉夫

而獨立的亞得里亞海沿岸的三個共和國：克羅埃西

亞-歐洲最美麗的國度，蒙特內哥羅-原黑山王國，

斯洛維尼亞-中歐的綠寶石。

精選行程：造訪五處UNESCO世界遺產

1. 科托爾地區

2. 杜布羅尼克舊城

3. 斯普利特戴奧克里堤安皇宮

4. 特洛吉爾古城

5.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精選住宿:

全程入住4-5星級或當地最優質豪華的旅館，保

證您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特別安排入住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內唯一旅館。

精選餐食: 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一饗其

傳統餐食文化。

特色安排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 海鮮燉飯

 � 特色肋排

 � 海鮮意大利麵配生蠔

 � 布萊德獨有的Kremna蛋糕

 � 香煎鮪魚排

 � 烤鱒魚

 � 經典牛排

特優待遇:（全程巴士上設有Wi-Fi服務，讓您隨

時隨地更新您的旅途心得。）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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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10/19  
美國USA 杜布羅尼克Dubrovnik,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今日搭機飛往克羅埃西亞的杜布羅尼克，夜宿飛

機上。

第2天 10/20 
杜布羅尼克Dubrovnik
今日班機抵達杜布羅尼克，轉往飯店休息以消除

長途飛行之勞頓。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Hotel Dubrovnik Palace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10/21  
杜布羅尼克Dubrovnik  Cavtat 卡弗塔特  
Kamenari  Lepetane  科托爾Kotor  布德瓦
Budva  Lepetane  杜布羅尼克Dubrovnik

 ▲卡弗塔特Cavtat:早在4世紀羅馬殖民時期就已

經開始發展的小鎮。

 ▲科托爾Kotor:15-18世紀時屬於威尼斯共和

國，1979年被UNESCO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天主教堂The Cathedral of Saint Tryphon: 建於

12世紀的一座羅馬天主教的教堂。

 �杜布羅夫尼克城牆Citadela Fortress: 位於克羅埃

西杜布羅夫尼克的城牆系統。1979年，作為杜

布羅夫尼克老城的一部分，杜布羅夫尼克城牆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Hotel Dubrovnik Palace同等級酒店 
Dubrovnik –(20 km)– Cavtat –(45 km)– Kamenari –(ferry) – Lepetane (11 km) – Kotor – (35 
km) – Budva – (24 km) – Lepetane – (98 km) – Dubrovnik

第4天 10/22 
杜布羅尼克Dubrovnik  史東Ston  斯普利特
Split
搭乘Cable Car遊杜布羅尼克舊城Old City of 
Dubrovnik: 於1979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主教皇宮 Rector’s Palace: 14世紀至1808年，拉

古薩共和國總督的辦公地點。

 �多明尼克修道院Dominican Monastery: 建於

1315年，幾乎全部石頭建成。

 �法蘭西斯科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 建於

14世紀，內有歐洲最古老的藥房。

 ▲史東石墻小鎮Ston (Walls of Ston): 世界第二

長的城墻，在此將*★品嘗美酒wine and oyster 
tasting。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Le Mderidien Lav Split或同等級酒店 
Dubrovnik –(53 km)– Ston –(163 km)– Split

第5天 10/23  
斯普利特Split  特羅吉爾Trogir  扎達爾Zadar
 �戴奧克里堤安皇宮Palace of Diocletian: 於1979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斯普利特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Saint Domnius: 
修建於西元前305年，世界第二古老的座堂。

 ▲特羅吉爾古城Trogir: 1997年被UNESCO列入世

界遺產名單。古城內有著名的▲北城門North 
Gate, ▲南城門South Gate, ▲主教堂廣場Cathe-
dral Central Plaza以及▲舊堡壘Old Kalemegdan 
Fortress等。

 ▲聖羅倫斯教堂The Cathedral of St. Lawrence (Tro-
gir Cathedral): 耗時2世紀完工的“ 城市之光“ 。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Falkensteiner Diadora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Split –(28 km)– Trogir –(125 km)– Zadar



第6天 10/24  
扎達爾Zadar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扎達爾Zadar: 300年前人們建了克羅埃西亞的第一

所大學及出版了第一份報紙，歷史中十分先進的

城市。探索石器文化的歷史，參觀▲羅馬遺址the 
Roman forum remains 和▲海鳳琴Sea Organ。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建於1949年，在1979年被UNESCO列為世界自然

遺產。在此，將搭乘★休閒遊船暢遊湖區leisure 
boat ride on Lake Kozjak。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Jezero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Zadar –(160 km)–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第7天 10/25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布萊德Bled, 斯洛維尼亞Slovenia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上湖區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Upper Lake area: 以精巧秀麗著稱，湖區最

長的瀑布坐落於此，高達78公尺。隨後前往布

萊德，享受下午茶，品嘗布萊德獨有的Kremna
蛋糕。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Park Hotel或同等級酒店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256 km)– Bled

第8天 10/26  
布萊德Bled  波斯托尼那Postojna  盧比安娜 
Ljubljana 
 �布萊德湖Lake Bled: 阿爾卑斯山區的一個冰蝕湖，

將搭乘當地世襲的★人工手搖船Pletna Boat暢遊

湖區。

 �布萊德城堡Bled Castle: 斯羅維尼亞最古老的城

堡，建於中世紀，俯瞰著布萊德湖。

 �聖瑪麗教堂St. Mary’s Church:據說在教堂裡敲鐘許

願便會夢想成真。

 �波斯托那山洞Postojnska Cave: 長達21120米，是斯

羅維尼亞的第二大洞窟群。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Austria Trend Ljubljana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Bled –(102 km)– Postojna –(54 km)– Ljubljana

第9天 10/27  
盧比安娜Ljubljana  札格雷布Zagreb
 �盧比安娜城堡Ljubljana castle:修建於16至17世
紀，位於盧比安娜城堡山上，城堡一帶在西

元前1200年就有建築存在。搭乘★纜車Castle 
Funicular登上這裡，俯瞰老城區。

 �聖史蒂芬大教堂Zagreb Cathedral (Cathedral of 
St. Stephen): 建於1094年，全國最高的建築。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當地美食

【住宿】Esplanade酒店或同等級酒店
Ljubljana –(142 km)– Zagreb



代理旅行社:

行程開始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團費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10/19/2019 $2,900 $700

第10天 10/228  
札格雷布Zagreb 美國USA
享用完飯店早餐後，趨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美國，

結束圓滿的克羅埃西亞十日探索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
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For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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