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風情

迷失在巴爾幹半島十日遊
德國、奧地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黑山共和國

團 費 (USD)
Tour Code: KY25

成人
$838

$838

起

小童（6歲以下不佔床） 單房差
$420
$580

2020年抵達日期：
4月2/18
1月24
2月14
3月1
5月1/17
6月2/9/18 7月4/11/20/27 8月5/12/21/27
9月6/14/22/30 10月2/8/23 11月8
12月17/24
團費包含：
1) 行程中所列三/四星級酒店的雙人間（標準為二人一房）
2) 全程每日酒店提供早餐，其他用餐導遊會協助客人安排
3) 全程中文導遊（導遊不進入景點內部講解），外籍專業司機
4) 全程空調旅遊巴士

行程亮點
★ 遊覽有“冰湖”之稱的布萊德湖、“歐洲九寨溝”的十
六湖國家公園、“小凡爾賽宮”的海倫基姆宮
★ 走進榮獲世界文化遺產有著威尼斯風格的黑山科托爾古
城，感受古老文化
★ 探返《音樂之聲》拍攝地，莫扎特的誕生地

Day 1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團費不包含：

Day 6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 莫斯塔爾
Mostar – 薩拉熱窩 Sarajevo

抵達法蘭克福，專人機場接機送酒店休息、自由活動。
早餐後前往莫斯塔爾，參觀莫斯塔爾古橋和莫斯塔爾老
【正常接機時段為7:30AM-9: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加
城。驅車前往薩拉熱窩，欣賞鐘樓，拉丁橋和薩拉熱窩
收US$40/人/程（2人起）】
大清真寺。夜宿薩拉熱窩附近酒店。
Day 2 法蘭克福 Frankfurt – 慕尼黑 Munich –
Day 7 薩拉熱窩 Sarajevo – 斯普利特 Split –
薩爾茨堡 Salzburg
特洛吉爾 Trogir
早上8點法蘭克福火車站出發，途徑慕尼黑，前往阿爾
早餐後出發前往克羅地亞共和國歷史名城斯普利特，第
卑斯山北麓古城薩爾茨堡，參觀欣賞沃爾夫·迪特裡希
為自己的情人莎樂美建造宮殿----【米拉貝爾花園】， 一大海港，在這座半城半海的小城，欣賞被列入聯合國
今天這裡是薩爾茨 堡市長及市政辦公樓，隨後前往偉大 世界文化遺產的斯普利特的歷史中心與戴克里先宮殿，
音樂家莫扎特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莫扎特故居】， 感受古老文化，在聖杜金教堂的鐘樓樓頂，俯瞰全城，
參觀由莫扎特出生成長的公寓樓改造的莫扎特博物館， 斯普利特是克羅地亞的文化中心之一，其文學傳統可追
溯至中世紀，參觀完共和廣場，前往特羅吉爾或其周邊
晚上入住薩爾茨堡附近酒店。
* 需持有申根國家居留證或C類申根簽證(兩次或多次入 酒店入住。
境簽證)或D類簽證(居留簽證)。
Day 8 特洛吉爾 Trogir – 盧布爾雅那 Ljubljana
早上從酒店出發，徜徉在【特羅吉爾老城】中，環顧四
Day 3 薩爾茨堡 Salzburg – 布萊德湖 Lake Bled –
周羅馬式、哥特式、文藝復興以及巴洛克時期的教堂、
薩格勒布 Zagreb
宮殿、城堡、塔樓和民宅，好像是走進電影中，周圍一
早上前往阿爾卑斯山南麓的【布萊德湖】，由阿爾卑斯
切一切都是古舊的，只有來來往往的遊人是現代的，晚
山脈的冰川地質移動產生，“三頭山”頂部積雪的融水
上入住盧布爾雅那或其周邊酒店。
不斷注入湖中，故有“冰湖”之稱，乘遊船，遙望布萊
德城堡，探尋湖中聖島修道院。前往克羅地亞首都--- Day 9 盧布爾雅那 Ljubljana – 波斯托伊納
薩格勒布，欣賞哥特式建築---【薩格勒布大教堂】，
Postojna - 薩爾茨堡 Salzburg
對比聖馬可廣場的【聖馬可教堂】，感受不一樣的教堂 酒店早餐後，遊覽盧布爾雅那，盧布爾雅那是斯洛文尼
內飾與文化，站在失戀博物館前洛特爾薩克塔的觀景台 亞共和國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穿過雄偉的龍橋，
俯瞰老城。夜宿薩格勒布附近酒店。
在中央集市體驗當地的生活，參觀老城區古老的尼古拉
大教堂，聽著教堂的鐘聲散步老城，遊覽著名的三橋，
Day 4 薩格勒布 Zagreb – 十六湖公園 Plitvice
遙望老城遠方的盧布爾雅那城堡。前往波斯托伊納，欣
Lakes National Park – 扎達爾 Zadar
賞歐洲第二大岩洞波斯托伊納岩洞，洞內勝景甚多，蔚
早上集合後前往歐洲“九寨溝”，東南歐歷史最悠久的
為奇觀，洞內套洞，有隧道相連，形成一條奇偉的山洞
國家公園十六湖國家公園，沿著河道，遊覽不同風格迥
長廊，參觀完前往薩爾茨堡或其周邊酒店入住。
異的湖泊，欣賞珍禽異獸和優美山水風光，之後前往克
羅地亞歷史名城---扎達爾遊覽，在威尼斯人建造的扎 Day 10 薩爾茨堡 Salzburg – 國王湖 Kings Lake –
達爾城門下，感受這座城曾經的繁榮，在聖多納特教堂
慕尼黑 Munich –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內，聽導遊講解古羅馬輝煌歷史，感受現代實驗性樂器 早餐後從酒店出發前往【國王湖】。國王湖和它所在的
--海風琴，坐在海風琴邊或乘坐扎達爾古船觀看美麗的 貝希特斯加登國家公園是德國著名的旅遊勝地。國王湖
日落，晚上入住紮達爾或其附近酒店。
因其清澈的湖水而聞名，它被認為是德國最乾淨和最美
麗的湖。之後返回慕尼黑（參考時間：14:30）和法蘭
Day 5 扎達爾 Zadar –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克福（參考時間：20:00）。行程結束。
酒店出發，途徑小鎮涅姆，品嚐當地美食。前往杜布羅 *國王湖冬季若不開船，則改為乘坐纜車上耶那峰
夫尼克老城，欣賞【方濟會修道院】和【杜布羅夫尼克
城牆】，乘坐遊船（自費項目）暢遊【亞得里亞海】， 為了更好地遊覽，導遊有權根據當天時間和住宿地點調整景點參
觀遊覽順序，請體諒。
遙望老城全景和美麗的【Banje海灘】，當晚入住杜布
*注意事項： 中國護照需持有兩次或多次入境申根簽證。
羅夫尼克或其周邊酒店。

1) 任何機票及其稅項
2) 個人境外旅遊保險、簽證費
3) 因交通延阻、罷工、天氣、飛機、機器故障、航班取消
或更改時間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4) 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菸
酒等個人消費。
5) 以上“費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項目。
6) 自費景點門票：客人可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是否參加。
景點門票上團後導遊統一收取。
7) 午餐晚餐：客人可選擇跟團餐或者自己選擇當地美食。
8) 每位客人每天規定最少給司機、導遊小費各2歐元。

其它費用：
景點門票價格
布莱德湖遊船

15€
1 Jun - 30 Sep : 250库纳
1 Apr - 31 May and 1 Oct - 31 Oct : 100库纳
1 Jan - 31 Mar and 1 Nov - 31 Dec: 60库纳
15€
杜布羅夫尼克遊船
42库纳，学生22库纳
戴克里先宮殿地宮遊覽
27.9€（含英文或德文導遊）
波斯托伊納溶洞
中文講解器3€（自選）
9€
海倫基姆宮
15€
杜布羅夫尼克和科托爾進城費（必付）
十六湖國家公園

萨尔茨堡进城费（必付）
國王湖遊船
耶拿峰（上下山纜車）

10€
15.5€
27.5€

午/晚餐費：
中式午餐（标准团餐：五菜一汤）
中式晚餐（标准团餐：五菜一汤）
当地特色餐

10 - 12€/人/餐
10 - 12€/人/餐
20 - 30€/人/餐

司機及導遊小費：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小费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导游小费

3€
3€

以上僅為參考價，價格如有調整以當時公佈為準。
自費項目以自願為原則，導遊不得強制客人參加。

備註：
1. 若完團當天離開，請預訂當晚12點以後起飛的航班，如需
送機服務則額外收取US$55/人（2人起）；
2. 如需加訂延住一晚酒店，則額外收取US$60/人（2人起）；
3. 如需加訂延住一晚酒店及第二天送機服務，則額外收取費
用US$110/人（2人起），請預訂第二天早上11:30以後起飛的
航班。【正常送機時間為11:30AM-9:00PM，超時服務需額外
加收US$40/人（2人起）】
本頁內所標註時間均為參考時間，實際抵達時間會因各種不可抗力原
因如天氣，堵車，交通意外，節日賽事，騷亂罷工等有晚點可能，還
請您見諒。您如有後續行程安排需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城市，
我們強烈建議您至少預留3小時以上的空餘時間，以免行程延遲受阻
為您帶來不便。由於您沒有預留足夠的空餘時間而導致的自行安排行
程有所損失，我公司概不負責，敬請諒解。

您的特約代理
Your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