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出發日期   
4 月 04, 18, 25 

5 月  09, 16, ★23 

6 月 ★06, ★20, ★27 

7 月 ★04, ★11, ★25 
8 月 ★01, ★15, 22  
9 月  05, 12, 19, 26 
10 月 03, 10 

團號 成人團費＋機票 (包燃油費及稅)   
單人房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服務費 

西岸 West Coast 東岸 East Coast 

EBO14 3759 3659 869 ★300 €185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成人計算，小童(2至11嵗)不佔床為成人費用 90%；佔床與成人價相同。        團費含來回機票(包燃油費及稅)，正確數目須於出

票日方能作準。      價格及條款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此團將以中英雙語講解。 

西岸 出發城市: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波特蘭、休斯頓、達拉斯 

東岸 出發城市: 
紐約、紐瓦克、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 、 

亞特蘭大、奧蘭度、邁阿密 
(*其他城市出發費用，歡迎聯絡查詢。) 

 

暢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馬其頓、阿爾巴尼亞、黑山共和國、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 (8 國 12 城市) 

獨家安排  
羅馬尼亞 ～ 布加勒斯特：雙城堡全日遊 

 特色地道燒烤午餐  

                       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保加利亞 ～ 雅班拿斯：中古世紀村落  

 維力高塔盧夫：地道羊肉配索斯沙拉沙律  

 索菲亞：地道晚餐及欣賞民族歌舞表演  

                                       索菲亞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馬其頓 ～ 斯哥比亞/奧赤裡德: 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阿爾巴尼亞 ~ 地拉那: 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黑山共和國 ～ 維爾巴札拉: 乘船暢遊及魚柳午餐   

                          巴杜華/高塔爾: 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克羅地亞 ～ 杜邦力夫：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波斯尼亞 ～莫斯塔爾/薩拉熱窩: 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塞爾維亞 ～ 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包專業導遊）   

 地道晚餐及欣賞民族音樂  

美元(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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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配搭 

 經越斯卡達湖國家公園 

 增遊薩拉熱窩~隧道博物館 

 增遊貝爾格萊德 ~ 卡里麥坦城堡 

 布加勒斯特及貝爾格萊德各住宿

兩晚 

團費已包總值 USD 688 (PP)  

 

1 原居地   布加勒斯特 
Home City  Bucharest 

是日乘搭客機飛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2 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航機抵達後，送往酒店休息。布加勒斯特在羅

馬尼亞語中為「布庫爾什帝」，意思是「歡樂

之城」。晚餐於當地餐廳。    (晚餐)  
住宿：Novotel Hotel 或同級    
 

3 布郎城堡 - 佩勒斯城堡 
The Bran Castle ~ Peles Castle 

自助式早餐後，首往建於昔日卡羅爾國王與其

個性怪僻的皇后住的夏宮~佩勒斯城堡。在壽西

斯古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遜、福特等都曾被安 

 
 
 
 
 
 
 
 
 
 
 
 
 
排在古堡度假。古堡附近的環境優美及宮殿內

裝飾金碧輝煌，是拍照留念的好地方。地道燒

烤式午餐。繼而前往參觀被稱為吸血殭屍古堡

的布朗城堡，神秘的背景，優美的山谷及歷史

記載下的暴君弗拉德德拉庫拉或斯托克筆下的

吸血鬼，每年吸引無數旅客慕名而來。遊罷返 

回布加勒斯特。  (早/午餐) 
住宿：Novotel Hotel 或同級  
 

4 布加勒斯特 (市內觀光) - 維力高塔

盧夫     Bucharest (City Tour) ~ 
Veliko Turnovo 

自助式早餐後，率先前往人民宮，宮內佈置極

為奢華瑰麗。最初為皇宮，宮殿拆除後，即現

為人民宮。再往其他名勝如革命廣場、老城區、

凱旋門等，午餐自備。維力高塔盧夫於中世紀

時曾是保加利亞首都(公元 1185-1393)。途經雅班 
拿斯中世紀村落。此村於 2000 年被列為保護歷

史城鎮。進內參觀耶穌基督降臨小教堂，其牆

壁聖像彩繪畫及木雕刻都保存完整及手工精緻。

遊畢再往城內的城堡及藝術者之街拍照留念。

地道羊肉晚餐配索斯沙拉沙律。  (早/晚餐) 
住宿：Yantra Hotel 或同級    



 
 
 
 
 
 
 
 
 
 
 
 
 
 
 
 
 
 
 
 
 
 
 
 
 
 
 

5 維力高塔盧夫 - 索菲亞 (市內觀光) 
Veliko Turnovo ~ Sofia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保加利亞首都～索菲

亞。抵達後，隨即觀光最為矚目是東正教最大

的教堂之～亞歷山大大教堂。此教堂可容納約

一萬人，外觀金碧輝煌，極具俄羅斯風格，被

譽為巴爾幹半島上最美麗的教堂。其他如索菲

亞紀念碑及歌劇院也是拍照好地方。地道晚餐

及欣賞民族舞蹈表演。 (早/晚餐) 
住宿：Festa Barcelo Hotel 或同級                     
 

6 索菲亞 - 斯哥比亞（市內觀光）

Sofia ~ Skopje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前往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UNESCO)
之維拉修道院。道院建於十世紀，建築精湛獨

特，採用大量拱門石柱築成優美的柱廊，紅色

屋頂及白色外牆築成長方形狀的城牆，主教堂

內最為矚目的聖像畫及木造十字架。遊畢前往

馬其頓首都～斯哥比亞。抵達後，隨即前往建

於十五世紀的地標～石橋，再到穆斯塔法帕夏

清真寺外圍拍照，而古市集內所售賣的物品別

具特色。再往德蘭修女紀念館，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德蘭修女在生時致力於人道主義，斯哥比

亞是她的故鄉。晚餐於當地餐廳。 (早/晚餐) 
住宿：Holiday Inn 或同級    
                                                                                                   

7 斯哥比亞 -  奧赫裡德 –  
地拉那 (市內觀光)  
Skopje ~ Ohrid ~ Tirana (City Tour ) 

自助式早餐。上午前往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

那。途經馬其頓城鎮～奧赫裡德參觀聖潘泰萊

蒙教堂，堂內有 12 世紀壁畫～基督的悲哀，還

殘存部份遺蹟而舉世聞名。而舊城之聖索菲亞

教堂更是歷史悠久。抵達後首先前往欺坎德培

廣場，觀看威風凜凜之阿爾巴尼亞民族英雄像，

而亦可觀看到鄰近埃塞姆貝清真寺的尖頂。而

蘇聯式公寓、鐵幕時期遺留下的政府大樓，亦

是地拉那舊城區的特徵。繼而途經建於 1822 年

之舊鐘樓，及後前往國家歷史博物館，此館正

面裝飾着鑲嵌壁畫～阿爾巴尼亞王子。晚餐於

當地餐廳。 (早/晚餐) 
住宿：International Hotel 或同級    
 

8 地拉那 - 斯卡達爾湖國家公園 -    
巴杜華（市內觀光） 
Tirana ~ Skadar National Park ~ 
Budva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進入黑山共和國，前往巴爾幹

半島最大的斯卡達爾湖國家公園，有濕地保護

區、漁村小鎮及湖一帶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和

歷史。抵達後前往漁村小鎮維爾巴札拉乘船暢

遊，欣賞湖畔的寧靜風光。小小的漁村散發出

純樸而悠閒的氣息。安排地道魚柳午餐。巴杜

華為黑山共和國直轄市。不僅風景如畫，也是

一座超過 2000 年文化和歷史古城，老城區有眾

多古蹟、堡壘、寺院、教堂和精緻的小商店。

晚餐於當地餐廳。 (早/午/晚餐) 
住宿：Queen of Montenegro Hotel或同級 
 

9 巴杜華 - 高塔爾（市內觀光）-           
杜邦力夫 
Budva ~ Kotor (City Tour) ~ Dubrovnik 

自助式早餐後，再往另一個黑山共和國的海濱

城市～高塔爾。此城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亦是南歐地區最深的海港。古城牆內的老

區擁有奇特的景色。鵝卵石舖成的小路像迷宮

式將小廣場、教堂及豪宅連在一起。城內眾多

教堂、羅馬式建築物及聖像壁畫均極具特色。

遊畢，前往克羅地亞～杜邦力夫。晚餐於當地

餐廳。 (早/晚餐) 
住宿：Valamar Lacroma Hotel或同級    
 
 
 
 
 
 
 
 
 
 
 
 
 
 
 
 
 
 
 
 
 
 
 
 
 
 
 

10 杜邦力夫(市內觀光) - 莫斯塔爾  
Dubrovnik (City Tour) ~ Mostar 

自助式早餐。杜邦力夫是由古羅馬人興建的中

世紀古城。上午遊覽聖芳濟修道院，院內有歐

洲最古老的藥房，教區長皇宮、救世者教堂、

鐘樓及城內之 Placa 廣場。廣場四週有着各式商

店及咖啡室。繼而登上古城牆，於高處之圓型

防禦塔上，欣賞古城及港口美麗景色，彷如置

身於希臘小島上。遊畢驅車前往波斯尼亞城市

～莫斯塔爾，此城直到現在還是分成兩半，西

岸為克羅地亞人區，有着高聳的教堂鐘樓，東

岸為波斯尼亞穆斯林區，滿佈着清真寺及喧禮

塔。晚餐於當地餐廳。  (早/晚餐) 
住宿：Mogorjelo Hotel或同級  

11 莫斯塔爾 -  薩拉熱窩 (市內觀光) 
Mostar ~ Sarajevo (City Tour)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莫斯塔爾的地標～「老橋」

此橋建於西元 16 世紀，1993 年在槍林彈雨之下

應聲而垮，直到 2004 年才由聯合國世界遺產組

織完成修復。於小城另一側的彎橋，亦在槍林

彈雨下，但沒有整個垮掉。古城內的小石塊路

及精緻商店散發小鎮的風情。午餐自備。餐後

前往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抵達後首往隧

道博物館，由於波斯尼亞國內存在着波斯尼亞

回教徒、克羅地亞天主教徒和塞爾維亞東正教

教徒等三大民族，並隨着南斯拉夫解體，戰爭

一發不可收拾。隧道博物館內展出的地圖描述

了當時的形勢。繼而前往以製造和出售阿拉伯

式銅、銀器皿和工藝品著稱的阿拉伯市場。稍

後前往具有 500 多年歷史的老城區。此區建於土

耳其統治時代，石塊鋪路的老街，兩側的建築

呈現出波斯尼亞民族風俗和土耳其式的風格。

晚餐安排特色地道餐於當地餐廳。  (早/晚餐) 
住宿：Sarajevo Hotel 或同級 
  

12 薩拉熱窩 - 貝爾格萊德 
Sarajevo ~ Belgrade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塞爾維亞首都～貝爾

格萊德。午餐自備。抵達後晚餐於地道餐廳並

欣賞民族音樂。  (早/晚餐)                                
住宿：Falkensteiner Hotel 或同級    

13 貝爾格萊德(市內觀光) 
Belgrade ( City Tour ) 

自助式早餐後，遊覽貝爾格萊德市內名勝。首

先前往沙華河與多瑙河交匯處，昔日守握此重

要流域，保衛古城之卡里麥坦城堡，繼而驅車

途經共和廣場、聖沙華教堂，舊教堂內彩繪壁

畫，充份表現藝術精華，而新教堂外型雄偉，

仿效伊斯坦堡之聖蘇菲亞教堂為藍本而建。午

餐於當地餐廳，品嚐地道魚湯及牛肉。下午自

由活動作深度探索和自由購物。晚餐自備。 
  (早/午餐) 
住宿：Falkensteiner Hotel 或同級    
 

14 貝爾格萊德    原居地 
 Belgrade   Home City 

自助式早餐。於指定時間乘車往機場飛返原居

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翠明假期」歐洲旅行團章

程。我們保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February 11,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