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證加拿大出發 2019年5月28日，6月12日，9月21日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阿爾巴利亞、黑山共和國、波斯尼亞、

克羅地亞、塞爾維亞 、 匈牙利

☆羅馬尼亞: 昔日鐵幕國家揭開的神秘面紗，參觀吸血殭屍古堡及壽西斯古宮。

☆保加利亞: 參觀古都維力高塔盧夫及沙皇城堡，感受昔日的光輝。

☆馬其頓: 有「東歐小瑞士」之稱，山清水秀的自然國度，參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阿爾巴尼亞: 神秘國度，鐵幕後喚醒之睡美人，尋求美麗的原始。

☆黑山共和國:  歷年來成為歐美旅客的度假天堂，熱情擁抱這顆【巴爾幹半島的明珠】。

☆波斯尼亞: 一個國度，三個民族，三種宗教，共冶一爐。

☆克羅地亞: 阿德里亞海沿岸, 有中世紀情懷的度假天堂杜布洛夫尼克。

☆塞爾維亞: 位於多瑙河及沙華河交匯點，遺留下很多前南斯拉夫民族歷史文化。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有「多瑙河上的明珠」美譽。

全程高级西餐，品嘗特色當地美食

羅馬尼亞特色晚餐燒羊扒
保加利亞民族晚餐
馬其頓奧赫里德特色燒鳟魚餐
克羅地亞杜布洛夫尼克：燒魚+海鮮意粉
黑山共和國布德瓦傳統特色餐：
燒烤魷魚

行 程 亮 點  T O U R  H I G H L I G H T S

特 色 自 費 節 目 全 程 特 色 美 食

起
團
費 4868

包稅包機票

羅馬尼亞: 吸血彊屍古堡“布朗城堡” 入場

保加利亞: 沙皇城堡入場

克羅地亞: 杜布洛夫尼克古城牆入場

波斯尼亞: 隧道博物館                                                                                                                                                                                                                                                                                                                                                                  

浪漫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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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原居地 - 布格勒斯特 (羅馬尼亞)
Home City- Bucharest (Romania)
各團友請於指定時間在機場集合︐由專業領隊陪同代辦行李過磅及

出境手續後︐乘搭豪華客機經轉機前往羅馬利亞首都布格勒斯特︒

DAY 2  布格勒斯特   特色晚餐（免費贈送啤酒）(SD)
Bucharest (City Tour) ~ House of the people (Parliamnet 
Palace)  
抵達布格勒斯特后︐特別贈送進行市內觀光 (航班正點抵達下)【國

會大廈】(外觀) 是棟地上8 樓︑地下5 樓的建築物︐最底部的地下

樓層是防核避難所︐裡頭總共有3107 間房間︒在世界各地的政府

機關︑宮殿等建築物中︐其規模之大僅次於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廈

︒宮殿內部連天花板︑牆壁︑窗框都是黃金裝飾︒支撐著宮殿的大

柱是白︑紅︑黑︑粉紅︑淺茶色的大理石︐據說是從羅馬尼亞各地

收集而來的︒隨后外觀【雅典娜音樂廳】︐【勝利街】︐ 【聯盟

廣場】 以及紀念羅馬尼亞於1918 年統一的【 凱旋門】︒旁晚︐享

用聯誼假期特色啤酒屋晚餐（免費贈送啤酒）

DAY 3  布格勒斯特 ~ 布拉索夫   早/午/晚  B/L/D
Bucharest-Sinaia Monastery-Peles Castle-Bran 
Castle-Black Church-Brasov City Tour
早餐后︐ 參觀【鍚納亞修道院】 修道院以精巧的壁畫最出名︐是典

型的摩爾多瓦風格︒【佩萊斯城堡】是羅馬尼亞統一後第一位君主卡

羅爾一世(King Carol I  1839-1914)所建的避暑山莊︒聽說卡羅爾一世就

是喜歡這山區美景才決定在此建夏宮︒午餐后︐專業導游將帶大家入

內參觀位於布拉索夫30 公里遠︐是傳說中的吸血鬼的聚集地【吸血

彊屍古堡“布朗城堡”】, 也正是著名電影Twilight「暮光之城」的拍攝

地點︒這裏原是匈牙利國王於1377 年開始興建的︐本是用來抵禦土

耳其人的防禦工事︒隨后前往被稱為新布拉格的布拉索夫︐參觀【黑

教堂】 ︐它是聞名全國的古建築︒1689 年被焚毀︐石牆被煙熏黑︒

重建後︐外牆仍呈黑色︐“黑教堂”由此得名︒

DAY 4   布拉索夫 ~ 維力高塔盧夫  (保加利亞)  早/午/晚 
B/L/D  Bucharest-Veliko Turnovo (Bulgaria)-Tsarevets 
Fortress-Cathedral Rozhdestvo Bogorodichno
早餐后前往保加利亞︐參觀【維力高塔盧夫山城】 12 至14 世紀曾是

保加利亞首都的山城︒建於甄達河谷西岸山崗︐氣勢非凡︒山城分成

新城區︑舊城區及三座山丘三個地區︒隨后參觀【聖誕教堂】 建於17 

世紀的聖誕教堂︐內裡璧畫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和歐洲一般教堂古典

壁畫全然不同︐令人嘆為觀止︒【沙皇城堡】又叫查雷威茲城堡︒維

力高塔盧夫山城位於恩達河(RiverYantra)西岸的山上︐是12-14世紀︐

這裏是保加利亞第二帝國的首都︒不過鄂圖曼入侵時︐將這個古城大

部份建築物摧毀︐現已只淨城牆保存得比較好︒

DAY 5   維力高塔盧夫  ~ 索菲亞  早/午/特色晚餐  B/L/SD
Veliko Turnov o- Sofia City Tour -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 - 
Folklore Party 
早餐后︐前往索菲亞 參觀【亞歷山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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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參觀【索菲亞紀念碑】建於2001 年的索菲亞紀念碑

︐金光閃閃的【聖尼哥拉斯教堂】 均列入著名景點內︒

DAY 6   索菲亞 ~ 斯科普里 (馬其頓)  早/午/晚  B/L/D  
Sofia - Rila Monastery - Skopje (Macedonia)-Memorial of 
Mother Teresas-Old Bazaar-St. Pantelejmon Church
早餐后︐前往坐落在索菲亞以南的山谷裡的【里拉修道院】︐是保加

利亞最著名的修道院︐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為保存保加利亞文化和

語言立下赫赫功勞︒博物館內裡有聖像畫及舊聖經等︐這裡最值得一

看的是19 世紀初所製作的「拉法埃洛的十字架」︒隨后前往馬其頓首

都 【斯科普里】在前南斯拉夫統治期間︐斯科普里得以迅速發展︐並

成為巴爾幹半島南部的主要的工業中心︒1991 年南斯拉夫聯盟瓦解︐

成為了獨立後的馬其頓首都︒︑午餐后︐外觀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德蘭修女”的【德蘭修女紀念館】︐她在生時致力於人道主義︐她

羅馬尼亞: 吸血彊屍古堡“布朗城堡” 入場

保加利亞: 沙皇城堡入場

克羅地亞: 杜布洛夫尼克古城牆入場

波斯尼亞: 隧道博物館                                                                                                                                                                                                                                                                                                                                                                  

的一生奉獻給教會︐為最貧窮及卑微的人服務︐此地正是德蘭修女的

第一個故鄉︒

DAY 7  斯科普里 ~ 奧赫里德 (東歐小瑞士之美譽) 早/午/
晚  B/L/D Skopje - Ohrid 
早餐后︐前往馬其頓最為繁華時尚的城市【奧赫里德】︐城裏有令人著

迷的拜占庭教堂︐鵝卵石鋪就的狹窄街道︐美術館︐還有風景如畫的鵝

卵石海灘︒在拜占庭時代︐奧德裏赫是馬其頓的宗教中心︒有超過365

座教堂遺址︐被稱為是「巴爾干半島的耶路撒冷」︒參觀馬其頓和阿爾

巴尼亞共有的一個天然湖泊【奧赫里德湖】︐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

之一︐也是巴爾幹地區最深的湖泊 (294米)︐享有“陽光與水的天堂”之美

稱︒

DAY 8 奧赫里德 ~ 地拉那 ( 阿爾巴尼亞) ~ 布德瓦 
（黑山共和國）早/午/晚  B/L/D  Ohrid - Tirana 
(Albania) - Skanderbeg Square - Sevti Stephen Island - 
Budva (Montenegro)
早餐后︐前往阿爾巴尼亞︐參觀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市中心的重要

地標之一【 斯堪德爾貝格廣場】︐廣場命名於1968年︐以阿爾巴尼亞

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命名︐總面積約40.000平方米︐斯堪德培紀念碑在

廣場中央︒而廣場中央有一座斯坎德培騎馬的銅像︐以及周邊有【地

拉那國際大酒店】︑【文拉宮文化宮】︐【阿爾巴尼亞國家歌劇院和

國家歌劇院國家歌劇院】︑【國家圖書館】︑【國家銀行】︑【

Ethem Bey清真寺】︑【鐘樓市政廳】以及【國家歷史博物館】皆位

於斯堪德培廣場範圍附近︒隨后前往黑山共和國︐途徑【 聖斯特凡島

】它是 電影“新鐵金剛之皇家賭場”的拍攝地︒隨后參觀近兩千年歷史

的【布德瓦古城】︒沿岸的護城堡壘古樸堅固︐城內縱橫交錯的窄街

︐塔樓︐聖瑪麗亞教堂和精緻的小商店︐洋溢著地中海風情︒

DAY 9  布德瓦(黑山共和國)  - 科托爾 –杜布洛夫尼克 (
克羅地亞) 早/午/晚  

Budva ~ Kotor (City Tour) ~ Dubrovnik (City Tour) (Croatia) 
早餐后︐參觀黑山共和國國境科【托爾古城】︐曾是威尼斯屬土的高

塔爾古城︒建於內海灣的古城︐被高山環繞著︐只有一個入口︐故被

稱為「神秘小國」︒是南歐地區最深的海港︐城市的歷史建築別具特

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參觀建於1602 年的【鐘

樓】︐它的前面矗立的高大的金字塔頸手枷︐是用於處罰當時死囚和

小偷︒下午前往克羅地亞的杜布洛夫尼克︒

DAY 10 杜布洛夫尼克 ~  莫斯塔爾 (波斯尼亞)    早/午/晚  
B/L/D  Dubrovnik (City Tour) ~ Rector’s Palace ~ Donminican 
Monastery ~ Old Franciscan Pharmacy ~ Mostar (City Tour) 
(Bosnia) ~ Old Bridge 
早餐后︐前往充滿度假氣氛之海岸古城【杜布洛夫尼克】︐可媲美地

中海希臘小島︐與意大利為毗鄰︐隔海相望︒早於1979 年已被聯合國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古城內密密麻麻的象牙白色小屋︐建有鮮橙色屋

頂︐加上藍藍的海岸︐編織成一幅優美的構圖︒走進古城內︐仿似時

光倒流至中世紀︐寬闊的石板道兩旁︑每所教堂︑鐘樓︑修道院︑噴

泉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川流不息︒隨后︐上【古城牆】可欣賞古

城全貌以及可觀賞藍天碧海港口美景︒午餐后︐前往波斯尼亞的 【莫

斯塔爾】︐這是一座美麗的中世紀古城︐它的名字取自一座橫跨在綠

寶石般的內雷特瓦河上的優雅的拱橋(MOST)︒城市被內雷特瓦河和重

建後的舊橋分為兩半︐西岸為克羅埃西亞人區︐有著高聳的教堂鐘樓

︔東岸為波斯尼亞穆斯林區︐佈滿清真寺和喧禮塔︐雙方互不往來︐

也互不侵犯︒參觀【舊橋】此橋建於16世紀︐是典型的鄂圖曼式建築

︐1993年被槍林彈雨擊跨︐直到2004年才完成修復工作︒

DAY 11  莫斯塔爾(波斯尼亞)  ~ 薩拉熱窩 (波斯尼亞)   
 早/午/晚  B/L/D   Mostar ~ Sarajevo (City Tour) ~ Arabian 
Market  ~ Bascarsija ~ Latin Bridge (World War I Site) – Suada 
and Olga Bridge - War Tunnel Museum
早餐后︐前往波斯尼亞之首府 【薩拉熱窩】土耳其語為〝蘇丹總督的

杜 布 洛 夫 尼 克 宮殿〞曾被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統治︐故融合多種族文化︐

宗教︐獨特匯聚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建築︐甚為獨特︒隨后市

內觀光 ︓【 阿拉伯市場】 ︐【舊城區】該區建於土耳其統治時期︐

石塊鋪成的老街︐兩側的建築都呈現出波士尼亞民族風俗和土耳其風

格︒一排排的手工藝品商店︐咖啡館︐烤肉館和清真寺也別具特色︒ 

【國家圖書館】(外觀) ︐隨后參觀16 世紀之阿齊亥斯陸貝克清真寺及

1914 年奧匈帝國王儲被弒之【拉丁橋】︐因而引發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深具歷史價值之城市︐【蘇雅達及奧爾加橋】 以及【 隧道博物館

】內戰其間薩拉熱窩人為了安全獲取由世界各地運來的物資和武器︐

並避開敵方攻擊︐在機場附近挖掘了一條長約１公里︑高 1.5 米和寬 1 

米的隧道︐現時館內還陳列了不少當時使用的軍用品等︒

DAY 12   薩拉熱窩(波斯尼亞)  ~ 斯雷布雷尼察 ~ 貝爾格
萊德 (塞爾維亞)  早/午/晚  B/L/D   Sarajevo ~ Srebrenica ~ 
Belgrade 
早餐后︐途徑位於距離薩拉熱窩西北部的村落波托卡尼(Potocari)的

小村莊【斯雷布雷尼察】︒午餐后︐前往塞爾維亞的首都【貝爾格萊

德】它是塞爾維亞首都和最大城市︐位於塞爾維亞北部薩亙河和多瑙

河匯合處︒貝爾格萊德市原是前南斯拉夫地區最大的城市︒位於薩瓦

河和多瑙河之間的丘陵中︐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兵家必爭之地︒

在建城2300年的歷史中︐城市被摧毀和重建達40餘次︒

DAY 13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早/午/晚  B/L/D
Belgrade (City Tour) ~ Kalemegdan Castle ~ Church of Saint 
Sava
早餐后︐進行【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 首先前往沙華河與多瑙河交匯

處︐昔日守握此重要流域︐保衛古城之卡萊梅格丹城堡︐繼而途經【

共和廣場】︑【勝利柱】︑【聖沙華教堂】︐舊教堂內彩繪壁畫︐充

份表現藝術幣華︐而新教堂外型雄偉︐仿效伊斯坦堡之聖索菲亞教堂

為藍本而建︒ 隨后參觀【卡萊梅格丹城堡】它由巨大的石塊建成︐自

凱爾特人統治時代就是軍事重地︒它的主體始建於17世紀︐但是內部

也有一些中世紀的大門︐伊斯蘭風格的墳墓和土耳其浴室︒ 

DAY 14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諾域鍚 - 布達佩斯 (匈牙
利) 早/午/晚  B/L/D  Belgrade ~ Novi Sad ~ Budapest 
(Hungary)
早餐后︐前往享有「塞爾維亞雅典」美譽的【諾域鍚】︐參觀【自由

廣場】︑【市政廳及主教堂】︒隨后前往匈牙利首都 布達佩斯︐此地

因多瑙河流域分隔東西兩岸︐原為兩個城市「布達」及「佩斯」︐及

後合併為現今的布達佩斯︐有「多瑙河上的明珠」美譽︒
 
DAY 15   布達佩斯 原居地  早 （B）  Budapest ~  Home City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返回原居地︒



DAY 1  原居地 - 布格勒斯特 (羅馬尼亞)
Home City- Bucharest (Romania)
各團友請於指定時間在機場集合︐由專業領隊陪同代辦行李過磅及

出境手續後︐乘搭豪華客機經轉機前往羅馬利亞首都布格勒斯特︒

DAY 2  布格勒斯特   特色晚餐（免費贈送啤酒）(SD)
Bucharest (City Tour) ~ House of the people (Parliamnet 
Palace)  
抵達布格勒斯特后︐特別贈送進行市內觀光 (航班正點抵達下)【國

會大廈】(外觀) 是棟地上8 樓︑地下5 樓的建築物︐最底部的地下

樓層是防核避難所︐裡頭總共有3107 間房間︒在世界各地的政府

機關︑宮殿等建築物中︐其規模之大僅次於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廈

︒宮殿內部連天花板︑牆壁︑窗框都是黃金裝飾︒支撐著宮殿的大

柱是白︑紅︑黑︑粉紅︑淺茶色的大理石︐據說是從羅馬尼亞各地

收集而來的︒隨后外觀【雅典娜音樂廳】︐【勝利街】︐ 【聯盟

廣場】 以及紀念羅馬尼亞於1918 年統一的【 凱旋門】︒旁晚︐享

用聯誼假期特色啤酒屋晚餐（免費贈送啤酒）

DAY 3  布格勒斯特 ~ 布拉索夫   早/午/晚  B/L/D
Bucharest-Sinaia Monastery-Peles Castle-Bran 
Castle-Black Church-Brasov City Tour
早餐后︐ 參觀【鍚納亞修道院】 修道院以精巧的壁畫最出名︐是典

型的摩爾多瓦風格︒【佩萊斯城堡】是羅馬尼亞統一後第一位君主卡

羅爾一世(King Carol I  1839-1914)所建的避暑山莊︒聽說卡羅爾一世就

是喜歡這山區美景才決定在此建夏宮︒午餐后︐專業導游將帶大家入

內參觀位於布拉索夫30 公里遠︐是傳說中的吸血鬼的聚集地【吸血

彊屍古堡“布朗城堡”】, 也正是著名電影Twilight「暮光之城」的拍攝

地點︒這裏原是匈牙利國王於1377 年開始興建的︐本是用來抵禦土

耳其人的防禦工事︒隨后前往被稱為新布拉格的布拉索夫︐參觀【黑

教堂】 ︐它是聞名全國的古建築︒1689 年被焚毀︐石牆被煙熏黑︒

重建後︐外牆仍呈黑色︐“黑教堂”由此得名︒

DAY 4   布拉索夫 ~ 維力高塔盧夫  (保加利亞)  早/午/晚 
B/L/D  Bucharest-Veliko Turnovo (Bulgaria)-Tsarevets 
Fortress-Cathedral Rozhdestvo Bogorodichno
早餐后前往保加利亞︐參觀【維力高塔盧夫山城】 12 至14 世紀曾是

保加利亞首都的山城︒建於甄達河谷西岸山崗︐氣勢非凡︒山城分成

新城區︑舊城區及三座山丘三個地區︒隨后參觀【聖誕教堂】 建於17 

世紀的聖誕教堂︐內裡璧畫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和歐洲一般教堂古典

壁畫全然不同︐令人嘆為觀止︒【沙皇城堡】又叫查雷威茲城堡︒維

力高塔盧夫山城位於恩達河(RiverYantra)西岸的山上︐是12-14世紀︐

這裏是保加利亞第二帝國的首都︒不過鄂圖曼入侵時︐將這個古城大

部份建築物摧毀︐現已只淨城牆保存得比較好︒

DAY 5   維力高塔盧夫  ~ 索菲亞  早/午/特色晚餐  B/L/SD
Veliko Turnov o- Sofia City Tour -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 - 
Folklore Party 
早餐后︐前往索菲亞 參觀【亞歷山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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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參觀【索菲亞紀念碑】建於2001 年的索菲亞紀念碑

︐金光閃閃的【聖尼哥拉斯教堂】 均列入著名景點內︒

DAY 6   索菲亞 ~ 斯科普里 (馬其頓)  早/午/晚  B/L/D  
Sofia - Rila Monastery - Skopje (Macedonia)-Memorial of 
Mother Teresas-Old Bazaar-St. Pantelejmon Church
早餐后︐前往坐落在索菲亞以南的山谷裡的【里拉修道院】︐是保加

利亞最著名的修道院︐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為保存保加利亞文化和

語言立下赫赫功勞︒博物館內裡有聖像畫及舊聖經等︐這裡最值得一

看的是19 世紀初所製作的「拉法埃洛的十字架」︒隨后前往馬其頓首

都 【斯科普里】在前南斯拉夫統治期間︐斯科普里得以迅速發展︐並

成為巴爾幹半島南部的主要的工業中心︒1991 年南斯拉夫聯盟瓦解︐

成為了獨立後的馬其頓首都︒︑午餐后︐外觀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德蘭修女”的【德蘭修女紀念館】︐她在生時致力於人道主義︐她

的一生奉獻給教會︐為最貧窮及卑微的人服務︐此地正是德蘭修女的

第一個故鄉︒

DAY 7  斯科普里 ~ 奧赫里德 (東歐小瑞士之美譽) 早/午/
晚  B/L/D Skopje - Ohrid 
早餐后︐前往馬其頓最為繁華時尚的城市【奧赫里德】︐城裏有令人著

迷的拜占庭教堂︐鵝卵石鋪就的狹窄街道︐美術館︐還有風景如畫的鵝

卵石海灘︒在拜占庭時代︐奧德裏赫是馬其頓的宗教中心︒有超過365

座教堂遺址︐被稱為是「巴爾干半島的耶路撒冷」︒參觀馬其頓和阿爾

巴尼亞共有的一個天然湖泊【奧赫里德湖】︐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

之一︐也是巴爾幹地區最深的湖泊 (294米)︐享有“陽光與水的天堂”之美

稱︒

DAY 8 奧赫里德 ~ 地拉那 ( 阿爾巴尼亞) ~ 布德瓦 
（黑山共和國）早/午/晚  B/L/D  Ohrid - Tirana 
(Albania) - Skanderbeg Square - Sevti Stephen Island - 
Budva (Montenegro)
早餐后︐前往阿爾巴尼亞︐參觀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市中心的重要

地標之一【 斯堪德爾貝格廣場】︐廣場命名於1968年︐以阿爾巴尼亞

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命名︐總面積約40.000平方米︐斯堪德培紀念碑在

廣場中央︒而廣場中央有一座斯坎德培騎馬的銅像︐以及周邊有【地

拉那國際大酒店】︑【文拉宮文化宮】︐【阿爾巴尼亞國家歌劇院和

國家歌劇院國家歌劇院】︑【國家圖書館】︑【國家銀行】︑【

Ethem Bey清真寺】︑【鐘樓市政廳】以及【國家歷史博物館】皆位

於斯堪德培廣場範圍附近︒隨后前往黑山共和國︐途徑【 聖斯特凡島

】它是 電影“新鐵金剛之皇家賭場”的拍攝地︒隨后參觀近兩千年歷史

的【布德瓦古城】︒沿岸的護城堡壘古樸堅固︐城內縱橫交錯的窄街

︐塔樓︐聖瑪麗亞教堂和精緻的小商店︐洋溢著地中海風情︒

DAY 9  布德瓦(黑山共和國)  - 科托爾 –杜布洛夫尼克 (
克羅地亞) 早/午/晚  

Budva ~ Kotor (City Tour) ~ Dubrovnik (City Tour) (Croatia) 
早餐后︐參觀黑山共和國國境科【托爾古城】︐曾是威尼斯屬土的高

塔爾古城︒建於內海灣的古城︐被高山環繞著︐只有一個入口︐故被

稱為「神秘小國」︒是南歐地區最深的海港︐城市的歷史建築別具特

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參觀建於1602 年的【鐘

樓】︐它的前面矗立的高大的金字塔頸手枷︐是用於處罰當時死囚和

小偷︒下午前往克羅地亞的杜布洛夫尼克︒

DAY 10 杜布洛夫尼克 ~  莫斯塔爾 (波斯尼亞)    早/午/晚  
B/L/D  Dubrovnik (City Tour) ~ Rector’s Palace ~ Donminican 
Monastery ~ Old Franciscan Pharmacy ~ Mostar (City Tour) 
(Bosnia) ~ Old Bridge 
早餐后︐前往充滿度假氣氛之海岸古城【杜布洛夫尼克】︐可媲美地

中海希臘小島︐與意大利為毗鄰︐隔海相望︒早於1979 年已被聯合國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古城內密密麻麻的象牙白色小屋︐建有鮮橙色屋

頂︐加上藍藍的海岸︐編織成一幅優美的構圖︒走進古城內︐仿似時

光倒流至中世紀︐寬闊的石板道兩旁︑每所教堂︑鐘樓︑修道院︑噴

泉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川流不息︒隨后︐上【古城牆】可欣賞古

城全貌以及可觀賞藍天碧海港口美景︒午餐后︐前往波斯尼亞的 【莫

斯塔爾】︐這是一座美麗的中世紀古城︐它的名字取自一座橫跨在綠

寶石般的內雷特瓦河上的優雅的拱橋(MOST)︒城市被內雷特瓦河和重

建後的舊橋分為兩半︐西岸為克羅埃西亞人區︐有著高聳的教堂鐘樓

︔東岸為波斯尼亞穆斯林區︐佈滿清真寺和喧禮塔︐雙方互不往來︐

也互不侵犯︒參觀【舊橋】此橋建於16世紀︐是典型的鄂圖曼式建築

︐1993年被槍林彈雨擊跨︐直到2004年才完成修復工作︒

DAY 11  莫斯塔爾(波斯尼亞)  ~ 薩拉熱窩 (波斯尼亞)   
 早/午/晚  B/L/D   Mostar ~ Sarajevo (City Tour) ~ Arabian 
Market  ~ Bascarsija ~ Latin Bridge (World War I Site) – Suada 
and Olga Bridge - War Tunnel Museum
早餐后︐前往波斯尼亞之首府 【薩拉熱窩】土耳其語為〝蘇丹總督的

莫 斯 塔 尔 宮殿〞曾被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統治︐故融合多種族文化︐

宗教︐獨特匯聚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建築︐甚為獨特︒隨后市

內觀光 ︓【 阿拉伯市場】 ︐【舊城區】該區建於土耳其統治時期︐

石塊鋪成的老街︐兩側的建築都呈現出波士尼亞民族風俗和土耳其風

格︒一排排的手工藝品商店︐咖啡館︐烤肉館和清真寺也別具特色︒ 

【國家圖書館】(外觀) ︐隨后參觀16 世紀之阿齊亥斯陸貝克清真寺及

1914 年奧匈帝國王儲被弒之【拉丁橋】︐因而引發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深具歷史價值之城市︐【蘇雅達及奧爾加橋】 以及【 隧道博物館

】內戰其間薩拉熱窩人為了安全獲取由世界各地運來的物資和武器︐

並避開敵方攻擊︐在機場附近挖掘了一條長約１公里︑高 1.5 米和寬 1 

米的隧道︐現時館內還陳列了不少當時使用的軍用品等︒

DAY 12   薩拉熱窩(波斯尼亞)  ~ 斯雷布雷尼察 ~ 貝爾格
萊德 (塞爾維亞)  早/午/晚  B/L/D   Sarajevo ~ Srebrenica ~ 
Belgrade 
早餐后︐途徑位於距離薩拉熱窩西北部的村落波托卡尼(Potocari)的

小村莊【斯雷布雷尼察】︒午餐后︐前往塞爾維亞的首都【貝爾格萊

德】它是塞爾維亞首都和最大城市︐位於塞爾維亞北部薩亙河和多瑙

河匯合處︒貝爾格萊德市原是前南斯拉夫地區最大的城市︒位於薩瓦

河和多瑙河之間的丘陵中︐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兵家必爭之地︒

在建城2300年的歷史中︐城市被摧毀和重建達40餘次︒

DAY 13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早/午/晚  B/L/D
Belgrade (City Tour) ~ Kalemegdan Castle ~ Church of Saint 
Sava
早餐后︐進行【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 首先前往沙華河與多瑙河交匯

處︐昔日守握此重要流域︐保衛古城之卡萊梅格丹城堡︐繼而途經【

共和廣場】︑【勝利柱】︑【聖沙華教堂】︐舊教堂內彩繪壁畫︐充

份表現藝術幣華︐而新教堂外型雄偉︐仿效伊斯坦堡之聖索菲亞教堂

為藍本而建︒ 隨后參觀【卡萊梅格丹城堡】它由巨大的石塊建成︐自

凱爾特人統治時代就是軍事重地︒它的主體始建於17世紀︐但是內部

也有一些中世紀的大門︐伊斯蘭風格的墳墓和土耳其浴室︒ 

DAY 14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諾域鍚 - 布達佩斯 (匈牙
利) 早/午/晚  B/L/D  Belgrade ~ Novi Sad ~ Budapest 
(Hungary)
早餐后︐前往享有「塞爾維亞雅典」美譽的【諾域鍚】︐參觀【自由

廣場】︑【市政廳及主教堂】︒隨后前往匈牙利首都 布達佩斯︐此地

因多瑙河流域分隔東西兩岸︐原為兩個城市「布達」及「佩斯」︐及

後合併為現今的布達佩斯︐有「多瑙河上的明珠」美譽︒
 
DAY 15   布達佩斯 原居地  早 （B）  Budapest ~  Home City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返回原居地︒

啤 酒 屋

佩 莱 斯 城 堡



DAY 1  原居地 - 布格勒斯特 (羅馬尼亞)
Home City- Bucharest (Romania)
各團友請於指定時間在機場集合︐由專業領隊陪同代辦行李過磅及

出境手續後︐乘搭豪華客機經轉機前往羅馬利亞首都布格勒斯特︒

DAY 2  布格勒斯特   特色晚餐（免費贈送啤酒）(SD)
Bucharest (City Tour) ~ House of the people (Parliamnet 
Palace)  
抵達布格勒斯特后︐特別贈送進行市內觀光 (航班正點抵達下)【國

會大廈】(外觀) 是棟地上8 樓︑地下5 樓的建築物︐最底部的地下

樓層是防核避難所︐裡頭總共有3107 間房間︒在世界各地的政府

機關︑宮殿等建築物中︐其規模之大僅次於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廈

︒宮殿內部連天花板︑牆壁︑窗框都是黃金裝飾︒支撐著宮殿的大

柱是白︑紅︑黑︑粉紅︑淺茶色的大理石︐據說是從羅馬尼亞各地

收集而來的︒隨后外觀【雅典娜音樂廳】︐【勝利街】︐ 【聯盟

廣場】 以及紀念羅馬尼亞於1918 年統一的【 凱旋門】︒旁晚︐享

用聯誼假期特色啤酒屋晚餐（免費贈送啤酒）

DAY 3  布格勒斯特 ~ 布拉索夫   早/午/晚  B/L/D
Bucharest-Sinaia Monastery-Peles Castle-Bran 
Castle-Black Church-Brasov City Tour
早餐后︐ 參觀【鍚納亞修道院】 修道院以精巧的壁畫最出名︐是典

型的摩爾多瓦風格︒【佩萊斯城堡】是羅馬尼亞統一後第一位君主卡

羅爾一世(King Carol I  1839-1914)所建的避暑山莊︒聽說卡羅爾一世就

是喜歡這山區美景才決定在此建夏宮︒午餐后︐專業導游將帶大家入

內參觀位於布拉索夫30 公里遠︐是傳說中的吸血鬼的聚集地【吸血

彊屍古堡“布朗城堡”】, 也正是著名電影Twilight「暮光之城」的拍攝

地點︒這裏原是匈牙利國王於1377 年開始興建的︐本是用來抵禦土

耳其人的防禦工事︒隨后前往被稱為新布拉格的布拉索夫︐參觀【黑

教堂】 ︐它是聞名全國的古建築︒1689 年被焚毀︐石牆被煙熏黑︒

重建後︐外牆仍呈黑色︐“黑教堂”由此得名︒

DAY 4   布拉索夫 ~ 維力高塔盧夫  (保加利亞)  早/午/晚 
B/L/D  Bucharest-Veliko Turnovo (Bulgaria)-Tsarevets 
Fortress-Cathedral Rozhdestvo Bogorodichno
早餐后前往保加利亞︐參觀【維力高塔盧夫山城】 12 至14 世紀曾是

保加利亞首都的山城︒建於甄達河谷西岸山崗︐氣勢非凡︒山城分成

新城區︑舊城區及三座山丘三個地區︒隨后參觀【聖誕教堂】 建於17 

世紀的聖誕教堂︐內裡璧畫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和歐洲一般教堂古典

壁畫全然不同︐令人嘆為觀止︒【沙皇城堡】又叫查雷威茲城堡︒維

力高塔盧夫山城位於恩達河(RiverYantra)西岸的山上︐是12-14世紀︐

這裏是保加利亞第二帝國的首都︒不過鄂圖曼入侵時︐將這個古城大

部份建築物摧毀︐現已只淨城牆保存得比較好︒

DAY 5   維力高塔盧夫  ~ 索菲亞  早/午/特色晚餐  B/L/SD
Veliko Turnov o- Sofia City Tour -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 - 
Folklore Party 
早餐后︐前往索菲亞 參觀【亞歷山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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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參觀【索菲亞紀念碑】建於2001 年的索菲亞紀念碑

︐金光閃閃的【聖尼哥拉斯教堂】 均列入著名景點內︒

DAY 6   索菲亞 ~ 斯科普里 (馬其頓)  早/午/晚  B/L/D  
Sofia - Rila Monastery - Skopje (Macedonia)-Memorial of 
Mother Teresas-Old Bazaar-St. Pantelejmon Church
早餐后︐前往坐落在索菲亞以南的山谷裡的【里拉修道院】︐是保加

利亞最著名的修道院︐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為保存保加利亞文化和

語言立下赫赫功勞︒博物館內裡有聖像畫及舊聖經等︐這裡最值得一

看的是19 世紀初所製作的「拉法埃洛的十字架」︒隨后前往馬其頓首

都 【斯科普里】在前南斯拉夫統治期間︐斯科普里得以迅速發展︐並

成為巴爾幹半島南部的主要的工業中心︒1991 年南斯拉夫聯盟瓦解︐

成為了獨立後的馬其頓首都︒︑午餐后︐外觀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德蘭修女”的【德蘭修女紀念館】︐她在生時致力於人道主義︐她

特 約 旅 行 社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雙人房)  5星酒店5晚免費升級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門票: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 + 領隊

費 用 包 括  P R I C E  I N C L U D E D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自費節目
小費: EURO 150/人，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excluding luggage tip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团费已于原价扣除 3 %，如需用信用卡付款，请付原价。

費 用 不 包 括  N O T  I N C L U D E D

的一生奉獻給教會︐為最貧窮及卑微的人服務︐此地正是德蘭修女的

第一個故鄉︒

DAY 7  斯科普里 ~ 奧赫里德 (東歐小瑞士之美譽) 早/午/
晚  B/L/D Skopje - Ohrid 
早餐后︐前往馬其頓最為繁華時尚的城市【奧赫里德】︐城裏有令人著

迷的拜占庭教堂︐鵝卵石鋪就的狹窄街道︐美術館︐還有風景如畫的鵝

卵石海灘︒在拜占庭時代︐奧德裏赫是馬其頓的宗教中心︒有超過365

座教堂遺址︐被稱為是「巴爾干半島的耶路撒冷」︒參觀馬其頓和阿爾

巴尼亞共有的一個天然湖泊【奧赫里德湖】︐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

之一︐也是巴爾幹地區最深的湖泊 (294米)︐享有“陽光與水的天堂”之美

稱︒

DAY 8 奧赫里德 ~ 地拉那 ( 阿爾巴尼亞) ~ 布德瓦 
（黑山共和國）早/午/晚  B/L/D  Ohrid - Tirana 
(Albania) - Skanderbeg Square - Sevti Stephen Island - 
Budva (Montenegro)
早餐后︐前往阿爾巴尼亞︐參觀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市中心的重要

地標之一【 斯堪德爾貝格廣場】︐廣場命名於1968年︐以阿爾巴尼亞

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命名︐總面積約40.000平方米︐斯堪德培紀念碑在

廣場中央︒而廣場中央有一座斯坎德培騎馬的銅像︐以及周邊有【地

拉那國際大酒店】︑【文拉宮文化宮】︐【阿爾巴尼亞國家歌劇院和

國家歌劇院國家歌劇院】︑【國家圖書館】︑【國家銀行】︑【

Ethem Bey清真寺】︑【鐘樓市政廳】以及【國家歷史博物館】皆位

於斯堪德培廣場範圍附近︒隨后前往黑山共和國︐途徑【 聖斯特凡島

】它是 電影“新鐵金剛之皇家賭場”的拍攝地︒隨后參觀近兩千年歷史

的【布德瓦古城】︒沿岸的護城堡壘古樸堅固︐城內縱橫交錯的窄街

︐塔樓︐聖瑪麗亞教堂和精緻的小商店︐洋溢著地中海風情︒

DAY 9  布德瓦(黑山共和國)  - 科托爾 –杜布洛夫尼克 (
克羅地亞) 早/午/晚  

Budva ~ Kotor (City Tour) ~ Dubrovnik (City Tour) (Croatia) 
早餐后︐參觀黑山共和國國境科【托爾古城】︐曾是威尼斯屬土的高

塔爾古城︒建於內海灣的古城︐被高山環繞著︐只有一個入口︐故被

稱為「神秘小國」︒是南歐地區最深的海港︐城市的歷史建築別具特

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參觀建於1602 年的【鐘

樓】︐它的前面矗立的高大的金字塔頸手枷︐是用於處罰當時死囚和

小偷︒下午前往克羅地亞的杜布洛夫尼克︒

DAY 10 杜布洛夫尼克 ~  莫斯塔爾 (波斯尼亞)    早/午/晚  
B/L/D  Dubrovnik (City Tour) ~ Rector’s Palace ~ Donminican 
Monastery ~ Old Franciscan Pharmacy ~ Mostar (City Tour) 
(Bosnia) ~ Old Bridge 
早餐后︐前往充滿度假氣氛之海岸古城【杜布洛夫尼克】︐可媲美地

中海希臘小島︐與意大利為毗鄰︐隔海相望︒早於1979 年已被聯合國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古城內密密麻麻的象牙白色小屋︐建有鮮橙色屋

頂︐加上藍藍的海岸︐編織成一幅優美的構圖︒走進古城內︐仿似時

光倒流至中世紀︐寬闊的石板道兩旁︑每所教堂︑鐘樓︑修道院︑噴

泉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川流不息︒隨后︐上【古城牆】可欣賞古

城全貌以及可觀賞藍天碧海港口美景︒午餐后︐前往波斯尼亞的 【莫

斯塔爾】︐這是一座美麗的中世紀古城︐它的名字取自一座橫跨在綠

寶石般的內雷特瓦河上的優雅的拱橋(MOST)︒城市被內雷特瓦河和重

建後的舊橋分為兩半︐西岸為克羅埃西亞人區︐有著高聳的教堂鐘樓

︔東岸為波斯尼亞穆斯林區︐佈滿清真寺和喧禮塔︐雙方互不往來︐

也互不侵犯︒參觀【舊橋】此橋建於16世紀︐是典型的鄂圖曼式建築

︐1993年被槍林彈雨擊跨︐直到2004年才完成修復工作︒

DAY 11  莫斯塔爾(波斯尼亞)  ~ 薩拉熱窩 (波斯尼亞)   
 早/午/晚  B/L/D   Mostar ~ Sarajevo (City Tour) ~ Arabian 
Market  ~ Bascarsija ~ Latin Bridge (World War I Site) – Suada 
and Olga Bridge - War Tunnel Museum
早餐后︐前往波斯尼亞之首府 【薩拉熱窩】土耳其語為〝蘇丹總督的

宮殿〞曾被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統治︐故融合多種族文化︐

宗教︐獨特匯聚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建築︐甚為獨特︒隨后市

內觀光 ︓【 阿拉伯市場】 ︐【舊城區】該區建於土耳其統治時期︐

石塊鋪成的老街︐兩側的建築都呈現出波士尼亞民族風俗和土耳其風

格︒一排排的手工藝品商店︐咖啡館︐烤肉館和清真寺也別具特色︒ 

【國家圖書館】(外觀) ︐隨后參觀16 世紀之阿齊亥斯陸貝克清真寺及

1914 年奧匈帝國王儲被弒之【拉丁橋】︐因而引發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深具歷史價值之城市︐【蘇雅達及奧爾加橋】 以及【 隧道博物館

】內戰其間薩拉熱窩人為了安全獲取由世界各地運來的物資和武器︐

並避開敵方攻擊︐在機場附近挖掘了一條長約１公里︑高 1.5 米和寬 1 

米的隧道︐現時館內還陳列了不少當時使用的軍用品等︒

DAY 12   薩拉熱窩(波斯尼亞)  ~ 斯雷布雷尼察 ~ 貝爾格
萊德 (塞爾維亞)  早/午/晚  B/L/D   Sarajevo ~ Srebrenica ~ 
Belgrade 
早餐后︐途徑位於距離薩拉熱窩西北部的村落波托卡尼(Potocari)的

小村莊【斯雷布雷尼察】︒午餐后︐前往塞爾維亞的首都【貝爾格萊

德】它是塞爾維亞首都和最大城市︐位於塞爾維亞北部薩亙河和多瑙

河匯合處︒貝爾格萊德市原是前南斯拉夫地區最大的城市︒位於薩瓦

河和多瑙河之間的丘陵中︐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兵家必爭之地︒

在建城2300年的歷史中︐城市被摧毀和重建達40餘次︒

DAY 13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早/午/晚  B/L/D
Belgrade (City Tour) ~ Kalemegdan Castle ~ Church of Saint 
Sava
早餐后︐進行【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 首先前往沙華河與多瑙河交匯

處︐昔日守握此重要流域︐保衛古城之卡萊梅格丹城堡︐繼而途經【

共和廣場】︑【勝利柱】︑【聖沙華教堂】︐舊教堂內彩繪壁畫︐充

份表現藝術幣華︐而新教堂外型雄偉︐仿效伊斯坦堡之聖索菲亞教堂

為藍本而建︒ 隨后參觀【卡萊梅格丹城堡】它由巨大的石塊建成︐自

凱爾特人統治時代就是軍事重地︒它的主體始建於17世紀︐但是內部

也有一些中世紀的大門︐伊斯蘭風格的墳墓和土耳其浴室︒ 

DAY 14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諾域鍚 - 布達佩斯 (匈牙
利) 早/午/晚  B/L/D  Belgrade ~ Novi Sad ~ Budapest 
(Hungary)
早餐后︐前往享有「塞爾維亞雅典」美譽的【諾域鍚】︐參觀【自由

廣場】︑【市政廳及主教堂】︒隨后前往匈牙利首都 布達佩斯︐此地

因多瑙河流域分隔東西兩岸︐原為兩個城市「布達」及「佩斯」︐及

後合併為現今的布達佩斯︐有「多瑙河上的明珠」美譽︒
 
DAY 15   布達佩斯 原居地  早 （B）  Budapest ~  Home City
酒店早餐後乘車前往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返回原居地︒

海 鲜 大 餐
BPCPA#76109/76110/76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