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團：ＷＨＡ日內瓦-克斯 14 天 
亞德里亞海 Adriatic Sea、斯洛維尼亞 Slovenia、克羅埃西亞 

Croatia、蒙地內哥羅 Montenegro 

旅遊活動報名表 

姓名 

Name/Surname 
 

出發日期:18.05.2018 

Departure Date 

聯絡地址 
Address 

 
 
 

住家電話 
Home 

Number 
 

手  機 
Cell Phone 

 

同房團員 
Roomemate 

姓   名 
Name of your roommate 

 出生年月日  

     

特殊 
要求 

Special 
request 

特殊餐食：Meal restriction  please circle 
 
□素食 Vegetarian 
 (請圈選：奶蛋素 Egg milk ok；全素 Full vegeterian；早齋 
Breakfast vegetarian)  
 
□不吃牛、羊、雞、其他__________； 

No beef  lamb  chicken   others: 
 
需求床型：         □一大床         □兩小床              
Type of rooming :  Double bed     Twin Bed 

其他需求： 
other 

Demands 
 

 

承辦：金鶴旅行社 

負責人：廖慈貞 Janice Liao 0919-131382 

Liao LINE ID：0919131382 

承辦人：許巧穎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 號 13 樓 

聯繫時間 Monday to Friday： 

台灣時間早上 9:15-12：00/下午 14:00-18:00 



金鶴 E-MAIL：chinhsins@yahoo.com.tw 

Liao E-MAIL：e0919131382@gmil.com 

 

台灣於 2/15 開始放春節 2/21.22.23.26.27 上班 如打電話無人接

聽  請用 email 或是用 Line 聯繫   謝謝 

  

 

 

 



日內瓦 GEVNA  Ad r i a t i c  S e a  1 4 天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克羅埃西亞 Croatia、蒙地內哥羅 

Montenegro 

建議航班 

去程 

MAY18 

MAY22 GVA(Geneva Airport) (Stop For 4 DAYS)  

MAY22 LJU(Ljubljana Airport)(Slovenia) 

MAY30 

回程 

MAY31   慕尼黑 Munich /洛杉磯 L.A 

 

團費不包含從日內瓦 Geneva(GVA)到盧比安娜

Ljubljana(LJU)(Slovenia)的機票，建議參加此團客人，於

購買機票時一起購買，此航班跟 UNITED AIRLINES和

LUFTHANSA 航空配合 

UA/LH 8900 

LAX(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磯) 

/FRA(Frankfurt Airport 法蘭克
福機場) 

1905 

(MAY18) 

1450+1 

(MAY19) 

UA/LH 9324 
FRA(Frankfurt Airport 法蘭克
福機場)/GVA(Geneva Airport 

日內瓦) 

1610 

(MAY19) 

1715 

(MAY19) 

JP 379 
GVA(Geneva Airport 日內瓦機
場) /LJU (Ljubljana Airport
盧比安娜機場) 

2020 

(MAY22) 

2135 

(MAY22) 

LH 1711 
DBV( Dubrovnik  Airport  杜布
羅尼克機場)/MUC (Munich 
Airport 慕尼黑機場) 

1635 

(MAY30) 

1810 

(MAY30)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克羅埃西亞 Croatia、蒙地內哥
羅 Montenegro 

 
 
 
 
 
 
 
 
 
 
 
 
 
 
 
 
 
 
 
 
 
 
 
 
 
 
 
 
 
 
 
 
 

出發日期：2018年05月18日 



■ 品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精緻之旅 

★科特自然保護區(Kotor)和文化歷史區這個天然港位於蒙地內哥羅的亞得裏

海岸。在 1979 年的一次地震中很多遺址被嚴重毀壞，其中包括兩座羅馬式
教堂和城牆。同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幫助下，該城恢復了原貌，並於同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造訪有亞得里亞海之珠美譽的杜布羅尼克古城中心(Dubrovnik)，美麗的海

岸島嶼風情交錯著古式建築，景觀獨具。於 1979/1994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
產。 
★難掩羅馬帝國皇宮絕代風華的斯普利特皇宮遺址＆古城中心(Split)，奢華的
石造戴奧克里西安宮殿耗時 10 年完工，於 1979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歐洲中世紀石城特洛吉爾古城(Trogir)，以小石橋連接克羅埃西亞本土，充滿  
中古世紀風味的古城，於 1997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斯班尼克(Sibenik)聖雅各教堂，是世界上最大一座完全由岩石打造而成的教
堂，於 2000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暢遊普萊維斯十六湖國家公園(Plitvice National Park)上下湖景區，於 
1979 年登錄世界自然遺產，並住宿公園內，感受與大自然共舞的樂趣。 
★格拉茲城歷史中心(Graz)，由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統治了幾個世紀。這

個古老的城市和 
諧地融合了自中世紀以來的各種建築風格和藝術運動的碩果，同時還受到了

周邊地區的文化影響。於 1999 年登錄世界自然遺產。 
斯洛伐尼亞 SLOVENIA 

素有歐洲綠寶石美稱的斯洛伐尼亞，是個人口約 200 萬，土

地面積只有台灣 2/3 大的小國.。美麗山水風景與友善的人

民是她的特產。長期的對外封閉（獨立後才開放），反而保
存下許多古雅天然的景觀及令世人驚艷的風貌！朱布亞那是
個色彩豐富、又清新脫俗的城市！布雷德是美景彷如仙境小
鎮，崖壁上城堡布萊德城堡、珍貴鐘乳石洞波斯托伊娜溶洞

皆是不可錯過的仙境。 

 

 
克羅埃西亞 CROATIA 

有人問我克羅埃西亞美嗎？ 讓我用幾句話來敘述這夢境中的
天堂。克羅埃西亞是如成串珍珠般耀眼動人的島嶼、有觸動
心弦的城市、有上天恩賜的自然美景、有隨處可見的歷史遺
跡、克羅埃西亞是筆墨難以形容的仙境， 她是上帝賜給人類

最完美的傑作。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的亞德里亞海岸線

上散落著 1 千多個小島，這裏風光秀麗、景色迷人，每個
小島都有獨特的味道，白色的沙灘與蔚藍海洋，它們的名氣
和愛琴海上的希臘小島一樣響亮，在咖啡座上曬太陽，看望
海的老人，讓時間無所事事地過…… 

 

http://blog.xuite.net/im_minijessica/TristaLoveTaiwan/77888279-%E3%80%8A%E5%85%8B%E7%BE%85%E5%9F%83%E8%A5%BF%E4%BA%9E+Croatia%E3%80%8B%E7%89%B9%E6%B4%9B%E5%90%89%E7%88%BE+Trogir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塞爾維亞語：Република Црна Гора/Republika Crna 

Gora，即「黑色的山」， 舊譯「門的內哥羅」，中國大陸、
新馬、港澳譯黑山，是位於巴爾幹半島西南部，亞得里亞海
東岸上的一個多山小國。其東北為塞爾維亞，東為科索沃
（2008 年 2 月 17 日單方面宣布獨立），東南為阿爾巴尼亞，

西北為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以及克羅埃西亞，西南則為亞
得里亞海（為地中海的其中一個部分）。原為南斯拉夫社會
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南斯拉夫的四個加
盟國（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馬其頓）在 1990 年代初獨立後，蒙特內哥羅和塞爾維亞成
為了南斯拉夫僅存的兩個加盟共和國。2003 年，南斯拉夫聯

盟共和國決定放棄「南斯拉夫」的國名，改稱塞爾維亞與蒙

特內哥羅。2006 年 5 月 21 日，蒙特內哥羅舉行公民投票，
獨立派以 55.50%的得票比例在投票中險勝；同年 6 月 3 日，
蒙特內哥羅國會正式宣佈獨立，恢復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前的獨立地位，同時成為世界第 193 個已獲承認的獨立國

家。 
■ 精心安排 情定亞得里亞 
 

 

 

 

 

 

 

★安排於美麗的小漁港～◎卡弗塔特(Cavtat)，享用綜合海鮮風味餐。 
★安排登上環繞杜布羅尼克(Dubrovnik)舊城中心的古城牆，彷如進入時空隧道，

置身在中古世紀的場景中，碧海藍天掩映紅瓦古城的美景，堪稱世界獨一無
二。 

★宗教氣氛濃厚的古城札達爾(Zadar)，處處烙印著悠然歷史的痕跡，述說著你  
   我未悉的過往封塵。 
★搭乘纜車，登上建於 15-16 世紀，盧比安娜城堡山(Ljubljana Castle)。 
★搭乘電車進入歐洲最大的波斯多茵娜山洞(Postojnska Jama)，巨大豐富的

溶岩地形，無不令人驚嘆。 
★帶您登上建於西元 1004 年，居高臨下的布萊德城堡(Bled Castle)。 
★安排『PLETNA 船』前往雷得湖湖心之島。 
★搭乘電梯登上宮殿山，欣賞格拉茲城美麗風光 
■ 多樣化的餐食搭配，道地的風味餐，讓您真正體驗巴爾幹半島的多變風情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A1%C5%BE%C3%A7%CB%86%C2%BE%C3%A7%C2%B6%C2%AD%C3%A4%C2%BA%C5%BE%C3%A8%C2%AA%C5%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4%C2%B8%C2%AD%C3%A5%C5%93%E2%80%B9%C3%A5%C2%A4%C2%A7%C3%A9%E2%84%A2%C2%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E2%80%93%C2%B0%C3%A5%C5%A0%C2%A0%C3%A5%C2%9D%C2%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E2%80%93%C2%B0%C3%A5%C5%A0%C2%A0%C3%A5%C2%9D%C2%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9%C2%A6%E2%84%A2%C3%A6%C2%B8%C2%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9%C2%A6%E2%84%A2%C3%A6%C2%B8%C2%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B7%C2%B4%C3%A7%CB%86%C2%BE%C3%A5%C2%B9%C2%B9%C3%A5%C2%8D%C5%A0%C3%A5%C2%B3%C2%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4%C2%BA%C5%BE%C3%A5%C2%BE%E2%80%94%C3%A9%E2%80%A1%C5%92%C3%A4%C2%BA%C5%BE%C3%A6%C2%B5%C2%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4%C2%BA%C5%BE%C3%A5%C2%BE%E2%80%94%C3%A9%E2%80%A1%C5%92%C3%A4%C2%BA%C5%BE%C3%A6%C2%B5%C2%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A1%C5%BE%C3%A7%CB%86%C2%BE%C3%A7%C2%B6%C2%AD%C3%A4%C2%BA%C5%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7%C2%A7%E2%80%98%C3%A7%C2%B4%C2%A2%C3%A6%C2%B2%C6%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7%C2%A7%E2%80%98%C3%A7%C2%B4%C2%A2%C3%A6%C2%B2%C6%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C3%A5%C2%B9%C2%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C3%A5%C2%B9%C2%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9%CB%9C%C2%BF%C3%A7%CB%86%C2%BE%C3%A5%C2%B7%C2%B4%C3%A5%C2%B0%C2%BC%C3%A4%C2%BA%C5%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C2%B3%C2%A2%C3%A5%C2%A3%C2%AB%C3%A5%C2%B0%C2%BC%C3%A4%C2%BA%C5%BE%C3%A8%CB%86%E2%80%A1%C3%A8%C2%B5%C2%AB%C3%A5%C2%A1%C5%BE%C3%A5%E2%80%9C%C2%A5%C3%A7%C2%B6%C2%AD%C3%A7%C2%B4%C2%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E2%80%A6%E2%80%B9%C3%A7%C2%BE%E2%80%A6%C3%A5%C5%B8%C6%92%C3%A8%C2%A5%C2%BF%C3%A4%C2%BA%C5%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4%C2%BA%C5%BE%C3%A5%C2%BE%E2%80%94%C3%A9%E2%80%A1%C5%92%C3%A4%C2%BA%C5%BE%C3%A6%C2%B5%C2%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4%C2%BA%C5%BE%C3%A5%C2%BE%E2%80%94%C3%A9%E2%80%A1%C5%92%C3%A4%C2%BA%C5%BE%C3%A6%C2%B5%C2%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5%93%C2%B0%C3%A4%C2%B8%C2%AD%C3%A6%C2%B5%C2%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8D%E2%80%94%C3%A6%E2%80%93%C2%AF%C3%A6%E2%80%B9%E2%80%B0%C3%A5%C2%A4%C2%AB%C3%A7%C2%A4%C2%BE%C3%A6%C5%93%C6%92%C3%A4%C2%B8%C2%BB%C3%A7%C2%BE%C2%A9%C3%A8%C2%81%C2%AF%C3%A9%E2%80%9A%C2%A6%C3%A5%E2%80%A6%C2%B1%C3%A5%E2%80%99%C5%92%C3%A5%C5%93%E2%8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8D%E2%80%94%C3%A6%E2%80%93%C2%AF%C3%A6%E2%80%B9%E2%80%B0%C3%A5%C2%A4%C2%AB%C3%A7%C2%A4%C2%BE%C3%A6%C5%93%C6%92%C3%A4%C2%B8%C2%BB%C3%A7%C2%BE%C2%A9%C3%A8%C2%81%C2%AF%C3%A9%E2%80%9A%C2%A6%C3%A5%E2%80%A6%C2%B1%C3%A5%E2%80%99%C5%92%C3%A5%C5%93%E2%8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8D%E2%80%94%C3%A6%E2%80%93%C2%AF%C3%A6%E2%80%B9%E2%80%B0%C3%A5%C2%A4%C2%AB%C3%A7%C2%A4%C2%BE%C3%A6%C5%93%C6%92%C3%A4%C2%B8%C2%BB%C3%A7%C2%BE%C2%A9%C3%A8%C2%81%C2%AF%C3%A9%E2%80%9A%C2%A6%C3%A5%E2%80%A6%C2%B1%C3%A5%E2%80%99%C5%92%C3%A5%C5%93%E2%8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E2%80%93%C2%AF%C3%A6%C2%B4%E2%80%BA%C3%A7%C2%B6%C2%AD%C3%A5%C2%B0%C2%BC%C3%A4%C2%BA%C5%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E2%80%A6%E2%80%B9%C3%A7%C2%BE%E2%80%A6%C3%A5%C5%B8%C6%92%C3%A8%C2%A5%C2%BF%C3%A4%C2%BA%C5%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C2%B3%C2%A2%C3%A5%C2%A3%C2%AB%C3%A5%C2%B0%C2%BC%C3%A4%C2%BA%C5%BE%C3%A8%CB%86%E2%80%A1%C3%A8%C2%B5%C2%AB%C3%A5%C2%A1%C5%BE%C3%A5%E2%80%9C%C2%A5%C3%A7%C2%B6%C2%AD%C3%A7%C2%B4%C2%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C2%B3%C2%A2%C3%A5%C2%A3%C2%AB%C3%A5%C2%B0%C2%BC%C3%A4%C2%BA%C5%BE%C3%A8%CB%86%E2%80%A1%C3%A8%C2%B5%C2%AB%C3%A5%C2%A1%C5%BE%C3%A5%E2%80%9C%C2%A5%C3%A7%C2%B6%C2%AD%C3%A7%C2%B4%C2%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9%C2%A6%C2%AC%C3%A5%E2%80%A6%C2%B6%C3%A9%C2%A0%E2%80%9C%C3%A5%E2%80%A6%C2%B1%C3%A5%E2%80%99%C5%92%C3%A5%C5%93%E2%8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C3%A5%C2%B9%C2%B4%C3%A4%C2%BB%C2%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A1%C5%BE%C3%A5%C2%B0%E2%80%9D%C3%A7%C2%BB%C2%B4%C3%A4%C2%BA%C5%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5%A0%C2%A0%C3%A7%E2%80%BA%C5%B8%C3%A5%E2%80%A6%C2%B1%C3%A5%E2%80%99%C5%92%C3%A5%E2%80%BA%C2%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3%C3%A5%C2%B9%C2%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8D%E2%80%94%C3%A6%E2%80%93%C2%AF%C3%A6%E2%80%B9%E2%80%B0%C3%A5%C2%A4%C2%AB%C3%A8%C2%81%C2%AF%C3%A7%E2%80%BA%C5%B8%C3%A5%E2%80%A6%C2%B1%C3%A5%E2%80%99%C5%92%C3%A5%C5%93%E2%8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8D%E2%80%94%C3%A6%E2%80%93%C2%AF%C3%A6%E2%80%B9%E2%80%B0%C3%A5%C2%A4%C2%AB%C3%A8%C2%81%C2%AF%C3%A7%E2%80%BA%C5%B8%C3%A5%E2%80%A6%C2%B1%C3%A5%E2%80%99%C5%92%C3%A5%C5%93%E2%80%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A1%C5%BE%C3%A5%C2%B0%E2%80%9D%C3%A7%C2%BB%C2%B4%C3%A4%C2%BA%C5%A1%C3%A5%E2%80%99%C5%92%C3%A9%C2%BB%E2%80%98%C3%A5%C2%B1%C2%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A1%C5%BE%C3%A5%C2%B0%E2%80%9D%C3%A7%C2%BB%C2%B4%C3%A4%C2%BA%C5%A1%C3%A5%E2%80%99%C5%92%C3%A9%C2%BB%E2%80%98%C3%A5%C2%B1%C2%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5%C2%A1%C5%BE%C3%A5%C2%B0%E2%80%9D%C3%A7%C2%BB%C2%B4%C3%A4%C2%BA%C5%A1%C3%A5%E2%80%99%C5%92%C3%A9%C2%BB%E2%80%98%C3%A5%C2%B1%C2%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C3%A5%C2%B9%C2%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C3%A5%C2%B9%C2%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C3%A5%C2%B9%C2%B4%C3%A9%C2%BB%E2%80%98%C3%A5%C2%B1%C2%B1%C3%A7%C2%8D%C2%A8%C3%A7%C2%AB%E2%80%B9%C3%A5%E2%80%A6%C2%AC%C3%A6%C2%B0%E2%80%98%C3%A6%C5%A0%E2%80%A2%C3%A7%C2%A5%C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6%C3%A6%C5%93%CB%863%C3%A6%E2%80%94%C2%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7%C2%AC%C2%AC%C3%A4%C2%B8%E2%82%AC%C3%A6%C2%AC%C2%A1%C3%A4%C2%B8%E2%80%93%C3%A7%E2%80%A2%C5%92%C3%A5%C2%A4%C2%A7%C3%A6%CB%86%C2%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7%C2%AC%C2%AC%C3%A4%C2%B8%E2%82%AC%C3%A6%C2%AC%C2%A1%C3%A4%C2%B8%E2%80%93%C3%A7%E2%80%A2%C5%92%C3%A5%C2%A4%C2%A7%C3%A6%CB%86%C2%B0


★早餐於飯店享用美式自助餐，金鶴獨家專業安排 午、晚餐享用當地傳統特

色餐，最多的風味餐安排:  以下是我們為您安排的風味餐。 
 

(01)克式綜合海鮮風味餐 (02)飯店自助晚餐 (03)白酒奶油比目魚風味餐 
(04)香酥花枝風味餐 (05)克羅埃西亞傳統燉牛肉 (06)墨魚汁海鮮飯 

RISOTTO 

(07)鮮魚湯+海鮮義大利麵 (08)飯店自助餐 (09)章魚沙拉+地中海綜合
烤肉 

(10)湖區鱒魚 (11)克式烤雞風味餐 (12)克羅埃西亞烤鴨風味餐 
(13)斯式牛排風味餐 (14)火烤雙拼+義大利麵 (15)飯店自助式晚餐 
(16)奧地利豬助排風味餐 (17)酒莊風味餐+紅酒  

★安排登上居高臨下的布萊德城堡，此地是欣賞布萊德湖全景的最佳據點。 

 
 
 

 
 

 
★安排『PLETNA 船』前往雷得湖湖心之島。 
 
 
 
 

 
 
★搭乘纜車，登上建於 15-16 世紀，盧比安娜城堡山。 
 

 
 

 
 
 

 

★搭乘電車進入歐洲最大的波斯多茵娜山洞(Postojnska Jama)，巨大豐富的溶岩  

   地形，無不令人驚嘆。 
 



★宗教氣氛濃厚的古城札達爾，處處烙印著悠然歷史的痕跡，述說著你我未悉的  

   過往封塵 
 
 
 
 
 

 

★安排登上環繞杜布羅尼克舊城中心的古城牆，彷如進入時空隧道，置身在中古 
   世紀的場景中，碧海藍天掩映紅瓦古城的美景，堪稱世界獨一無二。 
 
 

 
 
 
★安排於美麗的小漁港～◎卡弗塔特(Cavtat)，享用綜合海鮮風味餐。 

 

 

 
   
 

■ 品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精緻之旅 
★暢遊普萊維斯十六湖國家公園上下湖景區，於 1979 年登錄世界自然遺產，  

   感受與大自然共舞的樂趣。 

 
 
 
 

 

★旭本尼克，參觀聖雅各大教堂，後堂外牆的 74 顆人頭雕像尤是目光焦點。
於 2000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歐洲中世紀石城特洛吉爾古城，以小石橋連接克羅埃西亞本土，充滿中古世
紀風味的古城，於 1997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難掩羅馬帝國皇宮絕代風華的斯普利特皇宮遺址＆古城中心，奢華的石造
戴奧克里西安宮殿耗時 10 年完工，於 1979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史塔利‧格拉德平原遺址，同時也是一個自然保護區。古希臘人所採用的幾  

   何土地分割  系統，歷經二十四個世紀後，依舊完好無損。於 2008 年登錄 
   世界文化遺產。 
★造訪有亞得里亞海之珠美譽的杜布多尼克古城中心，美麗的海岸島嶼風情 
   交錯著古式建築，景觀獨具。於 1979/1994 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科托自然保護區和文化歷史區這個天然港位於蒙地內哥羅的亞得裏海岸。 

   在 1979 年的一次地震中很多遺址被嚴重毀壞，其中包括兩座羅馬式教堂和   
  城牆。同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幫助下，該城恢復了原貌，並於同年登錄 
  世界文化遺產。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表下車或行車觀光 

05/18 第 1 天   洛杉磯L.Ａ 日內瓦Geneva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05/19 第2天 日內瓦Geneva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抵達Geneva的貴賓請搭乘機場免費 Shuttle Bus到旅館 



  05/20   第 3 天   日內瓦Geneva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有參加旅遊團的貴賓，含當天旅館到Ｇeneva City觀光接送車(10hrs) 
當天早上會帶著各位貴賓，德法邊界，法國的安錫Annecy觀光，人稱”阿爾卑
斯山的明珠” ，被眾人認為是法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也有人稱之為”法國的
威尼斯” ，由這些美名可見安錫確實有它獨特的美麗。 

午餐後會回到日內瓦 
 

午餐/ 西式3道式     晚餐/ 西式3道式或中餐 

 

05/21   第 4 天   日內瓦Geneva開會 

NOT Including Accommodation/Hotel 

有參加旅遊團的貴賓，含當天旅館到Ｇeneva City觀光接送車(10hrs) 
當天WHA活動結束後，有時間會帶著各位貴賓去瑞士Lavaux葡萄園區(被
UNESCO列為世界人類遺產) ，位在雷夢湖畔的葡萄園區，有將近15000公頃的
葡萄園，在洛桑(Lausanne)和薇維(Vevey)間的拉沃(Lavaux)區，在2007年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拉沃區自冰河時期就形成山坡地形，有充足的
陽光照射，因此12世紀種植葡萄釀葡萄酒早已成為此區的農產方式。夢幻的湖
水景色與浪漫的葡萄園，令人陶醉~ 
洛桑 Lausanne，繁榮的商業城市洛桑(Lausanne)，是日內瓦湖畔的第二大城
市，它亦有自家的渡假風情。洛桑是沃州(Canton of Vaud)的首府，也是一個
極具活力的大學城與會議之城。洛桑被稱爲奧林匹克之都(Olympic capital)，

高度重視體育運動和文化活動。 

 

午餐/ 西式3道式或中餐     晚餐/ 西式3道式或中餐 

 

05/22   第 5 天 日內瓦Geneva開會 盧比安娜Ljubljana(Slovenia) 

                            JP379  GVA/LJU 2020/2135 

有參加旅遊團的貴賓，含當天旅館到Ｇeneva City觀光接送車(10hrs) 

午餐/ 西式3道式或中餐     晚餐/ 西式3道式或中餐 

  宿／4* Hotel Austria Trend 或同級 

 
05/23    第 6 天   盧比安娜Ljubljana(Slovenia) 布萊德 Bled(Slovenia) 
搭乘★纜車(Cable Car)上到雄踞在懸崖之上斯洛維尼亞首都的◎ 盧比安納城
堡(Ljubljana Castle)，這裡是俯瞰整個市區的絕佳地點。在◎盧比安納
(Ljubljana)的中央廣場，建於 1660 年的粉紅色的◎ 聖方濟教堂(Franciscan 



Monastery)優雅地等待著人們的探訪，深受人們喜愛的浪漫詩人普列舍倫的雕

像矗立在廣場上，體積不大但卻赫赫有名的◎三重橋(Tromostovje)就在廣場
旁。三重橋的東邊是老城區，著名的地標建築有：優雅的◎ 盧比安納市政廳
(Ljubljana Town Hall)、有三河紀念噴泉的◎ 盧比安納市政廣場(Town 
Square)以及巴洛克式建築的◎ 聖尼古拉斯大教堂(Ljubljana Cathedral)。而新
近完工的◎ 愛情鎖鍊橋，是情侶們宣誓愛情堅貞的必訪之處。 
專車前往素有「藍湖」之稱的布萊德湖。布萊德湖面積有一百四十四公頃，因

為湖水蔚藍， 故有藍湖之稱，加上四周被阿爾卑斯群山環抱，湖光映襯山色，
風景美得有如一幅圖畫。抵達後安排★搭船遊布雷德湖(Bled Lake)，並登臨
湖中神秘的湖心小島，欣賞令人沉醉的湖光山色。島上的◎聖母升天教堂
(Cathedral of Mary's Assumption)，內有 14 世紀壁畫，其中最特別是
製於 1534 年的許願鐘，據說敲響此鐘 3 次，就能心想事成。並帶您登上居高

臨下的★城堡(Castle)，此地是欣賞布萊德湖全景的最佳據點。湖水倒映著懸
崖上的古堡，原本只是一座羅馬式塔樓，於中世紀時不斷加建才成為今天的面
貌。其風格獨特的建築與碧綠無暇的湖面構成了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使得湖

心小島與古樸的城堡融為一體。 
早／旅館內 午／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布列德城堡晚餐 
宿／4* Hotel Park 或同級 

 

 

 

 

 

05/24   第 7 天   布萊德Bled( Slovenia) 波斯多茵娜山洞Postojnska Jama 
札格雷布Zagreb(Croatia) 

專車前往歐洲最大、全長約 27 公里的★ 波斯多瓦那鐘乳石洞(Postojna 
Cave)，搭乘電動車深入到巨大的鐘乳石洞內，下車後步行參觀各種造型各異、

鬼斧神工的石筍、石柱、流石及河床等，令人目不暇給。（洞內恆溫 8 ℃～
10℃，請攜帶保暖衣帽、防滑鞋）。洞內並有機會欣賞到洞內稀有品種─人魚
(HUMAN FISH)，一種有四隻腳的兩棲類洞穴生物，長約 30 公分，全身剔透，
由於長久穴居，眼睛與肺已完全喪失功能，但其生命力強韌，幾乎可以活到
一百歲以上。隨後專車前往克羅埃西的首都~札格雷布 

★札格雷布(Zagreb)，是克羅地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札格雷布原意為
"戰壕"，迄今已有900多年的歷史，札格雷布是在兩座毗鄰的山崗上發展起來
的。抵達後展開舊城市區觀光，首先從地勢較高的卡普托區（Kaptol）◎大教
堂開始，這座新歌德式的教堂建築，是1880年大地震後重建的；內部十分富
麗堂皇，還保存了11世紀以來重要的文物。從大教堂前的小巷往下走，穿過



露天市集來到由聖母瑪莉亞守護的◎石門（Stone Gate）。據說1731年的一

場大火，舊城區內的建築幾乎都慘遭燒毀，只有一座貼著聖母瑪莉亞畫像的
石門絲毫未損。後來人們便在畫像外築起巴洛克的柵欄來保護祂。每天都有
絡繹不絕的信徒來這朝聖，香火非常鼎盛。穿過石門即可抵達以擁有美麗的
馬賽克拼貼畫屋頂聞名的◎聖馬可教堂（Church of St Mark）是中心的舊城
精華地帶。周遭被十幾座古老重要的教堂包圍著，並在其中形成了札格雷布
最重要的藝廊街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鐘乳石洞風味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5* Sheraton 或同級 

 

 

05/25    第 8 天   札格雷布Zagreb(Croatia) 水車村Rastoke   普萊維斯
國家公園 Plitvice(Croatia) 

於旅館用完早餐後將離開里耶卡，前往克羅埃西亞最綺麗的國家公園★普萊
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建立於 1949 年，是歐洲第二座的森林國家公園，園
內 16 座湖間因不同高處之落差而形成無數天然瀑布，再加上喀斯特地形，園

內的石灰華台階處處可見，故又有「16 湖國家公園」的稱號，分明的四季景

觀隨著峽谷、瀑布、湖泊呈現不同的樣貌，隨著水的深度、礦物質含量、藻類
甚至光線的折射，使得每座湖泊各有不同的風情。園內的景致更勝中國九寨溝
仙境。 
【不可不知】普萊維斯國家公園由 16 座大小湖泊無數瀑布組成， 又稱為 16 

湖國家公園。是由石灰岩層所形成的地形， 又稱為斯特地形。湖水會因礦物

質及有機物質而變化顯得美麗異常， 1979 年即被列入聯合國自然遺產， 是
克羅埃希亞最重要的自然資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克式烤乳豬風味餐 晚餐／旅館西式
晚餐宿／3* Hotel Jezero 或同級 



05/26   第 9天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Plitvice(Croatia) 札達爾  

                                ZADAR(Croatia) 
本旅行團將帶您遊覽札達爾著名的遺跡， 首先印入眼簾的是◎ 羞恥之柱
(Pillar of Shame)， 這是古羅馬石代遺留下來的石柱， 以前犯罪的犯人會被
公開綁在這根柱子上。接著是札達爾的地標～ ◎ 聖多那教堂(Saint Donat)， 
興建於九世紀。而仿羅馬式的◎ 聖安納斯塔西亞教堂尖塔(St. Anastasia)在旁
聳立著。接著步入長90M，寬45M的◎ 羅馬廣場(Roman Forum)， 此為西

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三世紀的古蹟。當然更不可錯過前往聆聽由新銳設計師
Nikola Bašić在 
2005年完成的“ 海浪管風琴”， 在長70公尺的石階上， 安插了35根的管子， 
經由海浪及潮汐， 站在岸邊就可以聽到不同的音樂旋律， 這個特殊的設計
後來有得到歐洲設計第一大獎， 這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海管風琴。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西式3道式 晚餐／西式3道式  

宿／4* Hotel Falkenstainer DIADORA 或同級 
 
 
 

 

 

 

 

 

 

 

 

05/27   第 10 天  札達爾 ZADAR(Croatia) 科卡國家公園 KRKA N.P 司  
                               班尼克 Sibenik 史普利特SPLIT(Croatia) 

今日前往設立於西元1985 年的★科卡國家公園(KRKA N.P)，公園涵蓋142 平

方公里，主要保護地為科卡河中下游流域，國家公園由於河川切割石灰岩地形，
可見落差極大的石灰華台階，形成一道道美麗的瀑布景觀，尤其是最大的科卡
瀑布，大水直洩而下，銀帘交纏堆疊，濺水成霧，是 
克羅埃西亞最知名旅遊宣傳照之一。我們特別安排乘船遊科卡河上，欣賞周
遭美麗的峽谷、瀑布、湖泊及在陽光的照射下黃綠、淺綠、深綠、藍綠色彩
繽紛地景緻，感受那河水平靜清澈，讓你清涼一夏。午後展開達爾馬齊亞海

岸上的古城─司班立克(Sibenik)，將安排參觀★聖雅各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Jaco)，它因特殊的建築方式，是世界上最大一座完全由岩石打造而成的教
堂，而且沒有使用到一塊磚或木頭來支撐，完美比例的圓頂及拱頂，外牆的
74顆人頭及動物雕像尤是目光焦點，生動呈現15世紀此地市民喜怒哀樂各種
神情。再前往第二大城－史普利特(SPLIT)，是座港灣城市是觀光客及商賈往

 

http://yoyovilla.pixnet.net/blog/post/29772552-%5B%E5%85%8B%E7%BE%85%E5%9F%83%E8%A5%BF%E4%BA%9E%5D-%E8%A5%BF%E8%B2%9D%E5%B0%BC%E5%85%8B-sibenik%2C-croatia-


來的航運樞紐之地，於西元三世紀時羅馬皇帝 戴奧克里西安大帝下令建設的

名城。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克羅埃西亞傳統燉牛肉 晚餐／飯店自助餐 
宿／5* Hotel Atrium 或同級 

 

 

 

 

 

 

 

 

 

 

05/28 第 11 天   史普利特 SPLIT (Croatia) 尼姆(波士尼亞) Neum(Bosnia)   

                              杜布羅尼克Dubrovnik(Croatia) 

接著將驅車前往杜布羅尼克，沿著達爾馬西亞最美麗的沿海公路驅車前往杜
布羅尼克，沿途可欣賞亞得里亞海岸美麗的風光，於行車途中經過波士尼亞

的邊境城市－◎尼姆(Neum)，26公里的海岸線，是波士尼亞的唯一臨海的區
域。爾後抵達杜布羅尼克市區觀光：從◎派勒城門(Plie Gate)進入古城，首先
吸引目光的是筆直又寬敞的◎史特拉敦大道(Stradun Street)，兩旁盡是重要
的 歷 史建 築； 分別 是擁 有 16 具 面 具雕 刻出 水口 的 ◎ 大 歐 諾弗 利歐 水 池
(Onofrios Fountain)、◎法蘭西斯修道院(Convento de San Francisco)，院

內迴廊環繞的庭院，彷彿一座小型綠洲。在大道盡頭◎羅薩廣場四周有◎史邦
扎宮(Sponza palace)、◎杜布尼克鐘塔(City Bell Tower)、◎奧蘭多石柱
(Orlando Column)以及供奉杜布尼克守護神◎聖布雷瑟教堂。接著來到有

「達爾馬其雅海岸地區最美的建築」之美稱的◎王公官邸 (The Rector`s 
Palace)，以哥德式建築為主， 但重建之後又融合了文藝復興式的風味。和

有巴洛克式圓頂的◎杜布羅尼克大教堂(Dubrovnik Cathedral)。帶您登上環

繞舊城的★古城牆，彷如進入時空隧道，置身在中古世紀的場景中，碧海藍
天掩映紅瓦古城的美景，堪稱世界獨一無二。城牆全長1970公尺，固若金湯，
杜絕來勢洶洶的外敵與驚濤駭浪，回眸一看，好似萬里長城山海關，工程的
偉大與歷史的滄桑，在空氣中回盪著。 
 

【不可不知】杜布羅馬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七世紀，曾經被拜占庭帝國

威尼斯、匈牙利統治過。文藝復興時期， 杜布羅尼克的商船艦隊超過 500 艘
船， 富甲一方。1991-1992 年克羅埃西亞的獨立運動中， 此城被南斯拉夫
重砲轟擊嚴重受創， 所幸在聯合國及歐盟的協助下迅速發展現在已經是克羅
埃西亞最著名觀光景點， 
1995 年被列入聯合國文化遺產。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克式綜合海鮮風味餐 晚餐／旅館西式晚餐 

住宿: 5* Valamar President 或同級 

 

 

 

 

 

 

 

05/29   第 12 天   杜布羅尼克 Dubrovnik(Croatia) 科特(Montenegro) 
巴達瓦 Budva(Montenegro) 

前往東南歐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紀城市之一～ ★科特(Montenegro)。在此城您 

可見到非常罕見完整的防禦工事系統， 自古即是航海和軍事要地， 亦是天然
避風良港。城裡的建築溶合了不同時代建築風格，首先印入眼簾的是建於 16 

世紀古色古香的瑪琳娜城門， 最重要的歷史古跡包括★ 大主教堂(Cathedral 
of Saint Tryphon)。整座古城在 1979 年被列入 UNESCO 所指定保護之人類
文化遺產。隨後續前往迄今已有 2500 年歷史的巴達瓦。巴達瓦老城在美麗
的半島上， 城牆圍繞、古蹟處處， 是豐富的文化寶庫， 這裡的海灘還曾經
被旅遊雜誌評選為歐洲最好的海灘之一！ 也是蒙特尼哥羅的觀光業中心。抵
達於海濱悠閒散步， 享受美麗的沙灘和海景。 

【不可不知】聯合國大會在 2006 年 5 月 28 日一致通過決議， 接納黑山蒙

特尼哥羅(塞爾維亞語： 黑山之意共和國為聯合國第 192 個成員國。黑山的
獨立及獲得國際承認，不但正式結束了塞爾維亞黑山維持了 88 年的聯盟， 
更意味了南斯拉夫聯邦的徹底瓦解。黑山是自 2002 年東帝汶加入聯合國以
來， 第一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這個擁有 62 萬人的巴爾幹國家，是前南斯

拉夫共和國當中最後獨立的共和國。南斯拉夫解體是繼前蘇聯解體後第 2 個
前共產主義國家由多民族聯合走向民族獨立和分離。 
早 餐 ／ 旅 館 自 助 式 午 餐 ／ 白 酒 奶 油 比 目 魚 風 味 餐    晚 餐 ／ 西式3道式 
宿／5* Hotel Splendid 或同級 

 



  
05/30   第  13  天   巴達瓦 Budva(Montenegro) 聖斯圖凡半島 Sveti  
                                     Stefan(Montenegro) 卡夫達特(Croatia)-杜布羅尼克 
                                     Dubrovnik(Croatia) 慕尼黑 Munich(Germany) 

LH1711 DBV/MUC    1635/1810 
  晚上須住在慕尼黑 

早餐後前往突出於陸地岬角上美麗的◎ 聖斯圖凡半島(Sveti)(己被飯店集團買

下改建中， 故只能遠觀)， 它一直是攝影者與遊人的最愛。 
早／旅館自助式 午／克羅埃西亞海鮮風味餐  晚／不含餐 

 
 
 
宿／4* Novotel Munich airport 或同級 
 

 

 

 

05/31   第 14 天     慕尼黑Munich(Germany) 洛杉磯L.A              

此天無用車，請貴賓搭乘免費Shuttle Bus到機場 

早／旅館自助式 午／機上午餐    晚／機上晚餐 

宿／溫暖的家 
 

 

 

 

 

 

 

 

 



 

 

不含May19-21住宿飯店 
團費： 21-26人     台幣80,000元整 
             27人以上    台幣78,000元整 
含領隊司機小費、行李搬運費、台灣旅行社旅行責任險、May20-22午餐/晚餐、

May20-22用車、May22盧比安納旅館Ljubljana (Slovenia)、May30慕尼黑

Munich旅館(Germany)。   

此團由台灣旅行社派出合格領隊帶團 
以上報價不含：全程國際段機票、全程餐不含飲料&酒 、開會期間飯店住宿  
                           (MAY 19-21) 

所需證件：護照(有效期6個月)。 
金鶴旅行社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呂阿美0933319715  廖慈貞 0919131382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8號13樓 

 
 
含May19-21住宿飯店 
團費： 21-26人     台幣87,450整 
             27人以上    台幣85,450元整 
含領隊司機小費、行李搬運費、台灣旅行社旅行責任險、May20-22午餐/晚餐、

May20-22用車、開會期間飯店住宿 MAY19-21 (5* Mövenpick Hotel & 
Casino Geneva)、May22盧比安納旅館Ljubljana (Slovenia)、May30慕尼黑
Munich旅館(Germany)。   
此團由台灣旅行社派出合格領隊帶團 
以上報價不含：全程國際段機票、全程餐不含飲料&酒 、  
所需證件：護照(有效期6個月)。 

金鶴旅行社  TEL:(07)321-3858   FAX：(07)313-5623   
            呂阿美0933319715  廖慈貞 0919131382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8號1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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