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受 ♥ 完 美 時 刻
沉寂已久的巴爾幹半島神秘面紗被逐漸揭開，質樸典雅的文化遺跡，

迷人的自然風光，默默散發著動人的光芒，仿佛訴說著它的覺醒，

不再是滄海遺珠，而是歐洲大陸的明珠。

   優 遊 精 粹
►保證入住巴爾幹半島之明珠 - 杜邦力夫5★級大酒店。

►暢遊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之勝地：

 索菲亞里拉修道院、斯科普里奧赫里德、比域治十六湖國家公園、

 杜邦力夫、布德瓦、科托爾、司碧特羅吉爾、布斯當娜鍾乳洞和城堡

►遊覽羅馬尼亞傳說中的吸血鬼城堡 - 布朗城堡和世界15大最壯觀城堡之一的佩麗斯城堡。

►悠遊「小威尼斯」古城 - 杜基。

►暢遊斯洛文尼亞著名的風景區，堪比人間仙境 - 碧湖。

►悠閒購物於意大利Outlets Mall，搜羅歐洲品牌，滿載而歸。

  異 國 滋 味
地道風味餐宴，回味無窮：啤酒豬手餐連民族歌舞表演、燒烤餐、湖區古堡餐宴。

   別 具 匠 心
► 提升多晚5★級酒店住宿，盡享各地特色美食。

► 漫遊杜邦力夫古城，城牆長達兩以里，被稱為「歐洲迷你萬里長城」，雖然迷你，但走上城牆繞

 圈也要不小時間。登上城牆遠眺橙色瓦頂小屋，亦可選擇乘坐遊覽船，欣賞古城兩岸醉人風光。

出發日期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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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 原居地 - 布加勒斯特
乘坐豪華客機前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第2天 // 布加勒斯特 - 市內觀光
早餐：-- 午餐：-- 晚餐：啤酒豬手餐

『布加勒斯特』曾經擁有「小巴黎」之稱的布加勒斯特最近幾十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各式古老建築、東正教遺跡和精美的綠地並存，散發著獨特花園城市的魅力。

『羅馬尼亞議會宮』舊名共和國宮，根據吉尼斯世界紀錄，議會宮是全世界僅次
於五角大樓的第二大建築物，也是最大的國會建築。19世紀初曾是羅馬尼亞大
公王宮所在地。

『革命廣場︑老城區』這裡有許多漂亮的建築物，遊覽別有風情的利浦斯卡尼大街、
羅馬尼亞的凱旋門、解放紀念碑及總牧修教堂。住宿：Crowne Plaza 或同級酒店。

第3天 // 布加勒斯特 - 佩麗斯城堡 - 布朗城堡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佩麗斯城堡』擁有東歐最美麗城堡之稱的佩麗斯城堡隱身在森林綠意之中，外
觀綜合了各種巴洛克、洛可可跟現代主義風格的裝飾，精雕細琢，美輪美奐。

『布朗城堡』此城堡為傳說中的吸血鬼城堡，也正是著名電影Twilight「暮光之城
」的拍攝地點。這座14世紀的古堡，現時週邊開設不少售賣德古拉羊毛外衣和吸
血殭屍酒的攤檔。住宿：Crowne Plaza 或同級酒店。

第4天 // 布加勒斯特 - 大特爾諾沃 - 索菲亞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大特爾諾沃』保加利亞最獨特的城鎮，第二大城市，也是三大古都之一，歷經
4代皇朝，故被稱為帝王之都，以獨特的建築及歷史吸引大量的遊客前來參觀遊覽。

『索菲亞』保加利亞有七處世界文化遺產及兩處自然遺產。玫瑰精油被稱為保加
利亞黃金。不要錯失良機購買些天然的玫瑰精油護膚品，物美價廉，天然可靠，
此地的玫瑰精油出口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住宿：Novotel 或同級酒店。

第5天 // 索菲亞 - 里拉修道院 - 亞歷山大教堂 - 斯科普里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里拉修道院』保加利亞著名的古修道院，是此修道院建於10世紀，是保加利亞
著名的文化、歷史及建築中心，其內的教堂建築群非常漂亮壯觀。

『亞歷山大教堂』東正教最大的教堂之一的教堂。此教堂可容納一萬人左右，教
堂外觀金碧輝煌，非常具有俄羅斯風格，也被譽為巴爾幹半島上最美的教堂。之
後乘車前往馬其頓共和國首都斯科普里。住宿：Marriott 或同級酒店。

第6天 // 斯科普里 - 奧赫里德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斯科普里』斯科普里的標誌 - 石橋，此橋建於十五世紀連接廣場和舊城區。

『德蘭修女紀念館』斯科普里是一代偉人德蘭修女度過童年的地方，她的一生奉
獻給教會，為最貧窮及卑微的人服務致力於人道主義。

『聖潘提雷蒙教堂』該教堂位於斯科普里市沃德諾半山腰上，建於12世紀，是馬
其頓現存最古老教堂之一，內有舉世聞名的12世紀壁畫 - 聖母的悲哀。

『奧赫里德』擁有悠遠文化的古老城市，對馬其頓民族和宗教具有重大意義。

住宿：Belvedere Granit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7天 // 奧赫里德 - 地拉那 - 布德瓦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地拉那』阿爾巴尼亞首府城市。這個國家被稱為「山鷹之國」「歐洲的北朝鮮」，
出產的電影、香煙在一代人的記憶上留下深深的印象。首都廣場斯坎德培見證了
國家的發展變化。

『布德瓦』超過2500年文化的歷史古城，以美麗的沙灘、豐富的夜生活和獨特的地中
海式而聞名於世，曾經被古希臘佔地為殖民地。住宿：Mastral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8天 // 布德瓦 - 市內觀光 - 科托爾 - 杜邦力夫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布德瓦』老城區眾多的古蹟、堡壘、寺院和教堂保存得相當完好，而且沒有科
托爾般商業化。

『科托爾』坐落在黑山美麗的海灣，沉浸在傳統和歷史的的海港。保留著城墻的
老城，擁有整個黑山最奇特的景色。鵝卵石鋪成的小路像迷宮一樣，將小廣場與
古老的教堂和昔日官員的豪宅連在一起。這座古城亦是南歐地區最深的海港。

『杜邦力夫』杜邦力夫是個中世紀古城，位於克羅地亞南部，古稱拉古薩，據說
最初由古羅馬人興建，在地中海貿易興盛的中世紀時代，其海岸貿易的地位僅次
於威尼斯。古城裏處處可見融合了羅馬、威尼斯及意大利文化的優美雕像與傳統建
築，彷彿向人們訴說著過往的繁榮和華貴。住宿：President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9天 // 杜邦力夫 - 司碧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杜邦力夫』由一點二四英哩的城牆及十六世紀的砲臺所包圍。城內的教區長皇
宮、修道院、救世者教堂、歐洲最古老之藥房等就彷佛是古老建築的藝術展覽。
登上古城牆欣賞整個古城的美麗景色及漫步沙灘欣賞美麗的港口景色，盡享藍天
白雲的亞德里亞海風情。

『司碧』亞德里亞海岸中古城市。住宿：Atrium 或同級酒店。

第10天 // 司碧 - 杜基 - 札格勒布  Split - Trogir - Zagreb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司碧』市內之戴克里宮殿為羅馬人建於公元二世紀，內裏珍藏著不同文化藝術
品；有羅馬鐘樓、黃金門、古埃及石像等。團友更可漫步於古城石板街上瀏覽當
地市集、市政廳及歌劇院等。

『杜基』位於亞德里亞海岸，素有小威尼斯的美譽。區內交通依靠一小橋連接內
陸及另一主島，於十四世紀被威尼斯人所據，城內建築深受文藝影響。漫步於古
城內欣賞由岩石建成之市政廳、其十三世紀古教堂及著名長老入口。還可購買特色
之手工打造的各種具殼串鍊、容器或相框。住宿：Sheraton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11天 // 札格勒布 - 比域治國家公園 - 札格勒布
早餐：酒店 午餐：燒烤餐 晚餐：當地餐廳

『比域治國家公園』以湖光山色聞名於世，1979年就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大小
不一的自然湖泊，湖水清澈見底，隨著季節的轉換，變化莫測，時而清綠，時而艷
紅，展現不同的風情，令人稱奇。而大大小小，無以數計的瀑佈在喀斯特地質上，
沖刷出特殊的景觀，奇美無比，令人疑為仙境。

『札格勒布』一座值得資深旅者細細品味的古老而神秘的城市，被評為「歐洲旅行
最佳城市」。卡普脫和果涅格拉德區，105米高雙塔聖瑪麗亞大教堂、耶拉齊洽廣
場，著名的石門、聖馬可大教堂、國會大夏、總督府都遊客影相留念之處。
住宿：Sheraton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12天 // 札格勒布 - 盧布安娜 - 布萊德湖區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湖區古堡餐宴

『盧布安娜』斯洛文尼亞首都城市，曾被「時代雜志」推崇為歐洲最美麗首都
之一。盧比安娜河圍繞著整座城區，處處以各式橋樑貫穿新舊城區。老城區古
跡眾多，巴洛克式的市政廳、十七世紀的羅馬噴泉、有趣的三橋、綠頂雙塔的尼
古拉斯大教堂、美麗的廣場及紅色的聖芳濟教堂，讓人流連忘返。

『布萊德湖區』斯洛文尼亞最著名的湖泊。位於斯洛文尼亞西北部的阿爾卑斯山
南麓，「三頭山」頂部積雪的融水不斷注入湖中，故有「冰湖」之稱。湖島上聖瑪
利亞古教堂橘紅色的建築與週邊大自然的色彩對比鮮明，湖岸峭壁上布萊德城堡
與碧綠的湖水和連綿的群山讓你無法忘懷。住宿：Park Hotel 或同級酒店。

第13天 // 布萊德湖區 - 布斯當那鍾乳洞 - 帕瑞德亞姆斯基城堡 -
  購物直銷店 - 威尼斯
早餐：酒店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布斯當那鍾乳洞』世界第二大的鍾乳洞，有七億年歷史。乘坐小火車入洞有如
進入奇妙地洞世界。龐大的洞內觸目皆是千姿百態的鐘乳石奇觀配以柔和的燈光，
交織成一幕幕天然奇景，嘆為觀止。

『帕瑞德亞姆斯基城堡』現今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山洞中的城堡。懸掛在百尺高
山崖上，最後的主人是位無人不知的強盜男爵，所以也被稱為強盜男爵城堡。
住宿：Move 或同級酒店。

第14天 // 威尼斯 - 原居地
早餐：酒店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原居地。

晨鳥優惠︓每位$1000起︐限前10名︐先到得到

多倫多 • 滿特利爾 • 渥太華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4天 $4398 $580 $4978 $880
溫哥華 • 卡爾加里 • 愛民頓出發
 雙人房 機場稅 雙人房(含稅) 單人房附加費
14天 $4998 $580 $5578 $880

收費按兩人一房計算。

小童收費適用於2-11歲且與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3成人同房不另加床(名額有限)。

出發前60天需繳清團費。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須以原價繳付。

報名條款及細則問題，請參閱歐洲及長線團詳細事項。

費用包括：
• 全程4/5★級酒店
• 來回原居地國際機票
• 行程內指定觀光旅遊節目及門票
• 行程指定膳食
• 專業華人領隊
• 全程豪華舒適巴士
• 海關離境稅、機場稅：CA$580

費用不包括：

• 旅遊保險及一切私人費用

• 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EUR€10）

• 簽證事項：加拿大、美國、香港特區護照免簽證；

 中國護照需申根多次入境簽證

• 行程額外旅遊節目及自費項目*

東岸旅遊熱線東岸旅遊熱線

905-882-2288905-882-2288

西岸旅遊熱線西岸旅遊熱線

604-270-3288604-270-3288

旅遊達人會客室旅遊達人會客室
時間/日期/方式由您定

1.最新潮安全『零』接觸視像會面
2.保持安全距離私人面對面介紹
旅遊預約熱線：905-787-8010

本公司分行遍布北美東西岸及中國：
美國三潘市、芝加哥

加拿大溫哥華、卡加利、多倫多、蒙特利爾
中國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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