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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訪漫遊【拜訪黑騎士】  

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 雙國深度之旅 13天 

《航班訊息》:  

航班 

編號 
起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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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航廈 

維也納 

國際機場 

4月 4日 

23:40 

4月 5日 

06:15 

12小時 

35分 

CI 064 
維也納 

國際機場 

桃園機場 

第一航廈 

4月 15日 

11:35 

4月 16日 

05:35 

12小時 

10分 

《行程特色》 

⋈  首推業界唯一布列德、史普利特、杜布洛夫尼克三個城市飯店連泊各二晚，五

夜五星級飯店住宿，尊榮漫遊，免除天天打包換飯店的煩惱。 

⋈  四大纜車體驗（獨家贈送奧地利第二大城格拉茲纜車之旅） 

⋈  黑騎士城堡晚餐、酒莊巡禮品酒佳餚、加贈品嚐史東藍寶石_生牡蠣 

⋈  貼心飯店行李收送服務 

⋈  團費不另外收取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服務不打折 

⋈  特別安排一段國內班機北返，節省拉車時間 

⋈  使用歐洲豪華巴士，車內提供 WIFI（郊、山區訊號傳輸若不穩定，敬請見諒） 

⋈  每人每天提供礦泉水一瓶  

⋈  二人同行，於出發日 60天前完成報名並繳交訂金，每人可折扣 NT$ 2,000元 
 
 

※ 最少成團人數 15人，團費每人 TWD115,000.-   

※ 報名訂金繳交：每人 TWD20,000  【收訂中】 

※ 報名請洽: 阿法國際旅遊  報名專線：02-7719 9129 

電子信箱：service@alphagotour.com.tw  

 

mailto:service@alphago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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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表示購票入內參觀  @表示下車外部參觀拍照或行車觀賞 

Day 1 台北 維也納 (Vienna) 

2018/4/4 今晚於桃園機場集合，搭乘華航 CI063 直飛維也納國際機場 

 12小時 35分鐘 

 晚餐：機上用餐  

 

Day 2 維也納—格拉茲(Graz)—布列德(Bled) 

2018/4/5 奧地利第二大城_格拉茲，@舊城區於 1999登錄為世界遺產。搭乘

★纜車登上城堡山欣賞這座歐洲文化之都，山上的@木造時鐘塔是

格拉茲最顯著的地標 ! ★布列德城堡(韓劇黑騎士拍攝地)俯瞰

湖心小島及群山環繞的美麗湖泊是代表斯洛維尼亞對外宣傳的經

典鏡頭。 

 奧地利 維也納—200KM格拉茲—210KM布列德 

 早餐: 機上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 湖區城堡晚餐  

 四星級 Hotel Golf Bled 或同等級 

 

Day 3 布列德—波欣湖區(Bohinjsko Jezero)—布列德 

2018/4/6 乘著手划搖櫓平底船★【Pletna Boat】劃過湖心上岸到島中@聖

母昇天教堂，藍天碧湖 360度環繞四周。★佛格山纜車眺望波欣

湖,將湖光水色盡收眼底! 午後在布列德湖區悠遊自在享受午後

時光。*湖區美景先睹為快： https://goo.gl/sdUvNS   影片來源：youtube 

 布列德—31KM 波欣湖 

 早餐: 機上   午餐: 西式料理    晚餐: 湖區西式套餐 

https://goo.gl/sdUv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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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級 Hotel Golf Bled 或同等級 

 

Day 4 布列德—波斯托伊納溶洞(Postojna)—盧比安納(Ljubljana) 

2018/4/7 世界級的自然奇景★波斯托伊納溶洞，洞內終年均溫約攝氏八

度，搭乘黃色的軌道列車進入喀斯特(Karst)地形的奇幻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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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比安納★城堡纜車登上高聳山丘上的@城堡，俯瞰

首都的景色。巴洛可式建築的舊城區內有@市政廣場、@羅巴水池、

@中央市場與@普雷契尼克拱廊，跨越@三重橋至新城區欣賞@普雷

雪倫廣場上的雕像、@聖方濟各報喜教堂、屹立穩固的@郝普特曼

之屋。沿著盧比安納河畔漫步或駐足露天咖啡廳細品這座城市的

脈動。*城市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Hx3NSz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布列德—102KM波斯托伊納—57KM盧比安納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餐七菜一湯   晚餐:西式套餐 

 四星級 Hotel Radisson Blu或同等級飯店 

 

Day 5 盧比安納－羅斯托克—十六湖國家公園(Plitivice National Park) 

2018/4/8 走進桃花源水上村莊★羅斯托克 Rastoke，聆聽瀑布與傳統水車交

織的樂章。★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ational Park 於 1979 年列

入 UNESCO 世界自然遺產。準備好相機跟著導遊穿梭湖與森林之

間，欣賞特殊的喀斯特地形景觀（參觀上／下湖區的先後順序，

https://goo.gl/Hx3N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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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導遊視園區情況安排）。 

*國家公園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SB1EAK   

影片來源：youtube. 2Cello official MV 

 盧比安納—123KM 羅斯托克—33KM 十六湖國家公園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水車村鮮魚餐   晚餐: 烤乳豬餐 

 四星級 Hotel Degenija 或同等級飯店 

 

Day 6 十六湖國家公園—史普利特(Split) 

2018/4/9 ★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ational Park湖區，用輕鬆的心情

健行於綠意、湖水與自然光線交織而成的美景中。克羅埃西亞第

二大城~史普利特 Split，亞得里亞海岸繁忙的港口城市。 

*城市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uFWPhX  

影片來源：youtube. 2Cello official MV 

 十六湖國家公園—247KM史普利特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西式套餐 t  晚餐: 飯店內用餐  

 五星級 Hotel Atrium Split 或同等級飯店 

 

Day 7 史普利特—赫瓦爾島(Hvar)—史普利特 

2018/4/10 搭乘★渡輪前往全球票選十大美麗島嶼之一_赫瓦爾島。依山而建

的紅瓦小屋直至@赫瓦爾堡壘，@史特亞波納廣場(Trg St. 

Stjepana)、@史特亞波納教堂、@軍械庫等建築展現這座小島曾有

的風華。*城市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eVdaFp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史普利特—赫瓦爾島，渡輪一小時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西式套餐    晚餐: 西式套餐  

 五星級 Hotel Atrium Split 或同等級飯店 

 

https://goo.gl/SB1EAK
https://goo.gl/uFWPhX
https://goo.gl/eVd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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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8 史普利特—史東(Ston)—杜布洛夫尼克(Dubrovnik) 

2018/4/11 走訪史普利特古城: 1979年列為世界遺產的@戴克里先皇宮遺跡、

@列柱廊中庭，★聖多米努斯大教堂，@仿羅馬式鐘塔，★聖約翰

洗禮堂。@史東鹽城，經濟與戰略地位重要，自 14世紀起建築綿

延 5.5公里的防禦長城。  

 史普利特—186KM史東—62KM杜布洛夫尼克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風味海鮮餐 

 五星級 Grand Villa Argentina 或同等級飯店 

Day 9 杜布洛夫尼克 

2018/4/12 克羅埃西亞最受歡迎的世界遺產城市—@杜布洛夫尼克。搭乘★纜

車登瑟爾德山，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皮勒城門為舊城之旅的起

點之一，@歐諾弗利歐水池、@方濟會修道院、自 1317年開始營業

屬歐洲第三古老的@藥房、@史特拉敦大道東西貫穿二邊城門、@羅

日廣場上的@鐘樓、@奧蘭多石柱及精緻雕刻的@行政長官官邸都是

注目的焦點。午後安排悠遊漫步★老城城牆。*城市美景先睹為快： 

https://goo.gl/xViTaY       影片來源：youtube 2Cello official MV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特色小牛餐 

 五星級 Grand Villa Argentina 或同等級飯店 

 

Day 10 杜布洛夫尼克 札格里布(Zagreb) 

2018/4/13 搭乘國內班機抵達首都—@札格里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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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xVi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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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象徵。上城區的@石門、@聖馬可教堂、@國會與總督府、@警盜

鐘之塔及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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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美景先睹為快：https://goo.gl/qtXJep  影片提供：Cities in 4K 

 杜布洛夫尼克—札格里布 國內班機 OU633 (12:55-13:50)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克式烤鴨餐  

 五星級 The Westin Zagreb或同等級飯店 

 

Day 11 札格里布—馬里博(Maribor)—維也納 

2018/4/14 札格里布的@多拉茲 Dolac市集，是體驗當地日常生活的最佳位

置。特別安排酒莊區★伊斯坦尼莊園品嘗當地的葡萄酒。@馬里博

尋找金氏紀錄裡最古老的葡萄藤。傍晚驅返維也納，整理行囊。 

 札格里布—104KM馬里博—264KM維也納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葡萄酒莊風味餐  晚餐:飯店內用餐  

 四星級 Hotel NH Airport Vienna或同等級飯店 

 

Day 12 維也納 台北 

2018/4/15 早餐後赴維也納國際機場，準備搭乘華航客機直飛返回台灣 

 12小時 10分鐘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 機上用餐    晚餐：機上用餐 

 

Day 13 台北 溫暖的家 

2018/4/16 於今晨約 5:45抵達桃園國際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售價說明與備註》 

https://goo.gl/qtXJ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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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有時會因天候狀況影響，或依實際旅館預訂情況，更動前後順序或修正選用餐

廳，正確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主。若遇特殊情況不可抗力之事件，本公司保留行程修改權利。 

2. 本團費用包含：全程機票、食(自理餐除外)、住宿、飯店行李收送服務、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機

場稅、燃油費、團體行程天數中 500萬旅遊契約責任險、20萬意外傷害醫療險。 

>>請詳閱「阿法國際旅行社 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說明」。 

3. 費用不包括：簽證費、機場來回接送、護照工本費、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私人費用等。外站參團的旅

客，團費請另洽服務專員。 

4. 訂金 NTD 20,000元，保留團位後請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

成報名手續。 ※ 提醒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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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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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證件需求與團體保險  

A. 報名必備三項資料：客戶基本資料表、護照正本或護照影本、訂金傳真刷卡確認單。 

>>詳細須知與表格下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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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

請詳閱「護照申請須知」。（外交部官網） 

C. 為避免旅客因出發當日未攜帶有效護照或因護照證件不符無法出境或入境歐洲，請旅客於行程出發七日前

將護照正本交付本公司，由專人預先檢查確認並由領隊攜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如不便配合，需簽具「護

照自帶切結書」交付本公司。 

D. 特殊身分者(如：軍警人員、役男) 請先自行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 

E. 多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合法有效護照；在台屬居留身分者，務必攜帶居留證出入境，

若需辦理簽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專員，以便提供相關資訊。 

F. 未成年子女(未滿 18歲) 獨自參團或未有父母雙方同行者，都必須配合法規填寫父母同意書。 

6. 簽證說明 

A. 自 2011年 1月 11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需有身分證字號之護照，無身分證字號如僑民，則不適用）

以觀光名義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可適用六個月內累計停留 90天免簽證優惠。 

B. 旅客若為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並「非」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旅客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

專員，並應自行查明所持護照所屬國家入境歐洲之相關簽證規定。 

7. 團體住房說明 

A. 若遇飯店客滿、當地節慶或天氣、交通突發狀況，本公司保留更換或調整飯店之權利，敬請 諒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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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 NTD15,000.-。

本公司將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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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三人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旅館只接受小孩(12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加床大多

為摺疊床、沙發床或行軍彈簧床，空間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宿三人

房。 

http://www.galilee.com.tw/chinese/04_explore/01_detail.aspx?PID=36
https://www.boca.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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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團體訂房以飯店所確認安排的房型、

樓層為主。倘獲飯店善意升等，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F. 為遵守消防法規，年滿 12歲者，不可加床三人(含以上)同室。2~12歲小孩皆需佔床，2歲以下嬰兒可不

佔床。 

8. 其他說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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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團體訂餐無法取消或退費，國外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特殊餐食

需求。 

C. 行程之景點與餐食照片，為專業攝影師拍攝，景色或菜色會隨時節、拍攝角度而有所不同，敬請諒察。 

D.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

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航空公司電腦作業系統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

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E. 重申歐盟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可處有期徒刑及罰鍰。 

F.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支實付)】；旅

客未滿 15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

支實付)】 

G. 脫隊規定：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脫隊，脫隊者請自行開立【個人票】，衍生費用請洽本公司服務

專員。 

H. 商務艙及豪華經濟艙，不同出發日報價不同，詳細銷售條件請另洽詢服務專員。 

I. 【退稅辦理】需遵守該旅遊國退稅各項規定，並檢附完整單據與簽名，依退稅規定辦理。領隊僅係協助旅

客辦理退稅之相關流程，並無法保證退稅與否，旅客應自行於離境前辦妥退稅相關手續。 

J. 歐洲各國之電壓均為 220–240伏特 / 雙圓孔插頭（惟英國地區大多為三扁孔)；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

電器等須於國外充電用品，請記得攜帶變壓充電器及轉換插頭。 

K. 歐洲地區之時差因日光節約時間而有所不同，夏季節約時間：歐洲慢台灣 6小時；非日光節約時間：歐洲

慢台灣 7小時。 

L. 各國國碼：克羅埃西亞（385）、斯洛維尼亞（386）、蒙特內哥羅（382）、奧地利（43）、捷克（420）、

匈牙利（36），其他查詢：https://goo.gl/2RSvQ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