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血殭屍城堡 - 布朗堡

巴爾幹半島（九國） 17天 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
黑山共和國．馬其頓．阿爾巴尼亞．
波斯尼亞 (薩拉熱窩)．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CJR17N

． 首選土耳其航空公司，羅馬尼亞入，斯洛文
尼亞走，不走回頭路，省車程


斯洛文尼亞
盧比安娜
札格勒布
克羅地亞

羅馬尼亞

． 全程提升七晚五星級酒店住宿
． 全程晚餐包紅酒或飲料，享受更佳
增遊景點，無需自費 :

鍚納亞

波斯尼亞

貝爾格萊德

薩拉熱窩

． 布加勒斯特包壽西斯古宮門票

布加勒斯特

． 奧赫里德湖區包船河

茲拉蒂博爾

． 薩拉熱窩包希望隧道博物館門票

塞爾維亞
黑山共和國
波德戈里察

． 斯洛文尼亞有近二百多年歷史的餐廳品嚐馳
名地道菜

索菲亞
保加利亞

地拉那

． 貝爾格萊德「史卡達爾斯卡區」晚膳，感受
前南斯拉夫式的蘭桂坊風情

馬其頓
奧赫里德

阿爾巴尼亞

． 「薩拉熱窩」市內舊城觀光區，品嚐地道特
色「私房菜」

香港 

香港



杜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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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伊斯坦堡 (土耳其)  布加勒斯特 (羅馬尼亞)
Hong Kong  Istanbul (Turkey) 
Bucharest (Romania)
團友於晚上集合，在本公司專業領隊陪同下乘搭客機
經土耳其 ─ 伊斯坦堡轉機飛往羅馬尼亞首府「布加
勒斯特」。
早餐
-

午餐
航機上

晚餐
航機上

第二天
布加勒斯特～吸血 屍城堡「布朗堡」(包入場)～
巴索夫～黑教堂(包入場)～鍚納亞
Bucharest～Bran Castle (incl Entrance Fee)～
Brasov～Black Church～Sinaia

鍚納亞

是日參觀「吸血 屍古堡」 ─ 布朗堡，城堡是斯托
克 (BRAN STOKER) 筆下吸血鬼故事發生地點，每年
吸引無數旅客慕名而來。接著往巴索夫的黑教堂，教
堂收藏世界第二大管風琴，亦見證昔日奧地利軍隊燒
城的損害，繼而前往鍚納亞。
早餐
航機上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 : NEW MONTANA 或同級

第三天
鍚納亞修道院～佩勒斯城堡 (UNESCO)(包入場)～
布加勒斯特～凱旋門～革命廣場～
人民宮 (包壽西斯古宮門票)～舊王宮
Sinaia Monastery～
Peles Castle (UNESCO) (incl Entrance Fee)～
Bucharest～Arch of Triumph～Revolution Square
～Princely Court (incl Entrance Fee)～
Palace of Parliament
參觀建於17世紀的錫納亞修道院，內部裝修古樸而莊
嚴優雅，接著參觀昔日卡羅爾國王與個性怪僻的皇后
所居住的夏宮「佩勒斯城堡」。城堡環境優美，美國
總統尼克遜、福特都曾被安排在古堡渡假。遊覽完畢
後返回布加勒斯特，參觀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
而建的凱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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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

第四天
布加勒斯特～維力高塔盧夫 (保加利亞)～市內觀光～
索菲亞
Bucharest～Veliko Turnovo (Bulgaria)～
City Tour～Soﬁa
是日往維力高塔盧夫，曾是保加利亞第二王國首都，
由多瑙河支流，揚特拉河流貫此城。整個山城依山、
河谷兩岸而建，屋頂均為全紅色的瓦磚，像愛琴海小
白屋。市中心是以亞瑟王紀念碑為地標，繼而前往索
菲亞。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地道民族餐
住宿 : 五星級 INTER CONTINENTAL GRAND 或同級

第五天
索菲亞～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聖尼達亞教堂～
聖格奧爾格教堂～斯哥比亞 (馬其頓)
Soﬁa～Alexander Nevski Church～
Sveta Nedelya～Rotunda St. George～
Skopje (Macedonia)
保加利亞首府索菲亞市內觀光，參觀巴爾幹半島最美
教堂「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這座教堂是為紀念
俄、土戰爭中戰死的20萬名俄兵而建造，於1882年動
工，經歷40年才完工。接著前往木造的小型教堂「聖
尼達亞教堂」，之後參觀於羅馬帝國時期所建造的聖
格奧爾格教堂，繼而前往斯哥比亞。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廳
住宿 : 五星級 MARRIOTT 或同級

第六天
斯哥比亞市內觀光～奧赫里德～包船河遊湖區觀光
Skopje City Tour～Ohrid Boat ride Lake Tour
於斯哥比亞參觀馬其頓廣場、斯哥比亞城堡、聖救世
主大教堂及聖克萊蒙大教堂。是日於奧赫裡德湖區觀
光，曾是馬其頓最偉大統治者「撒母耳國王」的首都
。而昔日拜占庭時期有365座教堂和修道院，見證奧
赫里德當時的繁榮富強。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住宿 : GRANIT 或同級

晚餐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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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奧赫里德～地拉那 (阿爾巴尼亞)～斯坎德培廣場～
時鐘塔～埃塞姆貝清真寺～
國立歷史博物館 (包入場)～波德戈里察 (黑山共和國)
Ohrid～Tirana (Albania)～Skanderbeg Square～
The Clock Tower～Et Hem Bey Mosqu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incl Entrance Fee)～
Podgorica (Montenegro)
是日參觀阿爾巴尼亞 ─ 地拉那的斯坎德培廣場，觀
看阿爾巴尼亞民族英雄像、埃塞姆貝清真寺，繼而途
經建於1822年之舊鐘樓。之後參觀前身是警員總局的
國家歷史博物館。接著前往黑山共和國 ─ 波德戈里
察。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住宿 : RAMADA 或同級

晚餐
酒店

府。登上古城牆，於圓型防禦塔上飽覽城內風光。下
午自由活動，團友可到杜邦力的港口感受其地中海風
情，令你有如置身於希臘小島上。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酒店
住宿 : 五星級 SHERATON / CROATIA 或同級

第十天
杜邦力～莫斯塔爾 (波斯尼亞)～老橋 (UNESCO)～
薩拉熱窩
Dubrovnik～Mostar (Bosnia)～
Old bridge (UNESCO)～Sarajevo
是日前往莫斯塔爾，遊覽於16世紀建成的老橋，橋上
的跳水表演更是百年來的傳統。另外，莫斯塔爾特別
之處是老橋將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人分隔，互不侵犯
。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廳
酒店
住宿 : 五星級 RADON PLAZA 或同級

第八天
波德戈里察～巴杜華古城～
高塔爾古城 (UNESCO) (包入場)～
杜邦力古城 (UNESCO) (克羅地亞)
Podgorica～Budva～
Kotor (UNESCO) (incl Entrance Fee)～
Dubrovnik (UNESCO) (Croatia)

杜邦力古城

參觀有近二千年歷史的古城巴杜華古城，沿岸護城的
堡壘古樸而堅固，團友可參觀城內縱橫交錯的窄街內
塔樓、聖瑪利教堂和精緻的小商店。再前往黑山共和
國的高塔爾遊覽其此城歷史建築物，例如教堂、羅馬
式建築及聖像壁畫都別具特色。接著往克羅地亞的城
市，被譽為「亞德里亞海上明珠」的杜邦力古城。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品嚐地道青口
酒店
住宿 : 五星級 SHERATON / CROATIA 或同級

第九天
杜邦力古城市內觀光～古城牆 (包入場)
Dubrovnik City Tour～
Old City Wall (incl Entry Fee)
遊覽杜邦力古城 (UNESCO)，參觀著名的歐諾弗里歐
噴泉、歐洲最古老藥房、大教堂、史邦扎宮殿及總督

第十一天
薩拉熱窩～市內觀光～希望隧道博物館 (包入場)～
維舍格勒古城 (UNESCO)～索科羅維奇古橋～
茲拉蒂博爾
Sarajevo～City Tour～
Saragevo Tunnel + Museum (incl Entrance Fee)～
Visegrad (UNESCO)～
Mehmed Pasha Sokolovic Bridge～Zlatibor
前往薩拉熱窩遊覽於16世紀修建的阿齊清真寺，參觀
著名的手抄本「哈加達」等珍貴文物。接著遊覽拉丁
橋，古橋是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被弒的地點並因
此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具歷史意義。是日前往維
舍格勒古城參觀索科羅維奇古橋，古橋建於1755年，
曾因兩次世界大戰受損，經修復後回復原貌。
早餐
酒店

午餐
波斯尼亞地道餐
住宿 : MONA 或同級

晚餐
酒店

第十二天
茲拉蒂博爾～貝爾格萊德 (塞爾維亞)～市內觀光～
共和國廣場～聖沙華大教堂～卡里麥坦城堡
Zlatibor～Belgrade (Serbia)～City Tour～
Republic Square～St Sava Church～
Kalemegdan Fortress
是日於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前往沙華河與多瑙河交
匯處，參觀卡里麥坦城堡，繼而前往共和廣場和勝利
柱。聖沙華教堂的舊教堂內有彩繪壁畫；新教堂外型
雄偉，仿照伊斯坦堡的聖索菲亞教堂為藍本而建。繼
而往塞爾維亞首府貝爾格萊德內的「史卡達爾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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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南斯拉夫式的蘭桂坊風情並享用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地道餐館
住宿 : 五星級 HYATT REGENCY 或同級

第十三天
貝爾格萊德～札格勒布 (克羅地亞)～市內觀光～
杜密斯拉夫皇廣場～聖母昇天大教堂～聖馬可教堂～
石門～耶拉齊洽廣場
Belgrade～Zagreb (Croatia)～City Tour～
Tomislav Square～Cathedral～St. Mark’s Church～
Stone Gate～Jelacic Square
是日於扎格勒布市內觀光，參觀杜密斯拉夫皇廣場，
而廣場的焦點就是威風凜凜的騎馬像。及後前往聖母
昇天大教堂、石門、耶拉齊洽廣場。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當地餐館
住宿 : INTERNATIONAL 或同級

第十四天
札格勒布～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十六湖) (UNESCO)(包入場)～
盧比安娜 (斯洛文尼亞)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UNESCO) (Croatia)
(incl Entrance Fee)～Ljubljana (Slovenia)

Bled Lake Castle (incl Entrance Fee)
是日前往有七億年歷史的布斯當娜「鐘乳洞」，終年
氣溫 7至 10度，團友可乘小火車進入鐘乳洞參觀奇形
怪狀的鐘乳石。繼而遊覽碧湖，碧湖區內景色秀麗，
古堡、教堂與湖水互相輝映。
早餐
酒店

午餐
晚餐
當地餐館
斯洛文尼亞地道餐
住宿 : PARK 或同級

第十六天
碧湖～盧比安娜～市內觀光  伊斯坦堡 (土耳其) 
香港
Lake Bled～Ljubjana～City Tour 
Istanbul (Turkey)  Hong Kong
早上驅車返回盧比安娜，遊覽外形獨特的「三道橋」
、巴洛克為主的建築及市內觀光。繼而前車往機場乘
坐航機，經伊斯坦堡轉機後返香港。
早餐
酒店

午餐
酒店

第十七天
安抵香港
Arrival Hong Kong
是日航機安抵香港國際機場。

晚餐
自理

祝君旅途平安愉快!

註:
回程尾站停留附加費HK$2100起，以航空公司確定機位時為準，機位一經確定，不
能更改，(如出機票前不能確定，則須隨團返港)。如團友不隨團返港，則須自行安
排交通工具往機場。
凡單人或單數(如三人)報名而未能安排同房, 須繳單人房附加費。
如12歲以下小童與父母同房(不佔床)，可按成人價減HK$300，旺季或假期出發，
或略有調整。
團費已包括機場稅，機場建設稅及領隊、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
團費並未包酒店行李費及餐飲。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十六湖)

是日前往克羅地亞著名的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 十六
湖國家公園。公園建於1949年，面積超過二萬九千公
頃。公園主要有16個湖泊，各湖泊由一條水路相連，
由於存在較大的落差，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瀑布，因
此又稱為「歐洲九寨溝」。團友除了漫步欣賞以湖泊
、森林、瀑布、河流之外，乘坐觀光小船遊覽公園。
接著前往斯洛文尼亞首都 ─ 盧比安娜。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館
住宿 : HOTEL JAMA 或同級

晚餐
酒店

第十五天
盧比安娜～布斯當娜 (天幕鐘乳洞)(包入場)～
碧湖古堡(包入場)
Ljubljana～Postojna Cave (incl Entrance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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