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國度 奇幻旅程

巴爾幹半島 12 日遊

馬其頓．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參考出發日期】2019 年 05 月 27 日 星期一
巴爾幹半島因國家、宗教及種族間的矛盾，造成衝突不斷，而各樣衝突都因其巴爾幹
半島的地理重要性而被放大，引來列強干涉，因此有歐洲火藥庫之稱；如今的巴爾幹
揮別了過去，積極發展旅遊及經濟，就讓我們帶您前進蛻變後的巴爾幹半島….

保加利亞花期：5 月底-6 月
早在三百多年前，保加利亞已開始大規模種
植玫瑰。一開始是就在巴爾幹山脈南麓▲卡
贊勒克（Kazanlak）谷地培育，後來擴大到
卡爾洛沃（Karlovo）谷地，這兩處毗連的
谷地東西相連長度超過一二○公里，有河流
貫穿其間，這整個相連區域成為保國玫瑰的
主要產地，被譽為「玫瑰谷」（The Valley
of Roses，于花季時分可看到美麗的玫瑰花
田、熏衣草花田等等）。如今保國盛產七千多種玫瑰，成為吸引各國旅客的旅遊勝地。
玫瑰谷 ROSE VALLEY：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東南部的 KAZANLAK 至 KARLOVO 間，素有保加利亞黃金谷
地之稱，這裡氣候溫和，土壤肥沃，雨水充足，適合在栽種玫瑰。300 百多年來先民就開始在此
營造大片玫瑰園並從玫瑰中提煉被稱為『液體黃金』的玫瑰油，也因此這個山谷因此被稱為『玫瑰谷』

（於花季時分可看到美麗的玫瑰花田、薰衣草花田等等），它的玫瑰油產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也
是香水製造原料的主要產地來源，玫瑰谷的玫瑰花，每年的春末夏初，(五月尾至六月初)，一望無際的
玫瑰谷飄出玫瑰盛開的香氣含羞綻放，百里飄香；保加利亞為保留玫瑰油生產的傳統，每年六月的第一
個星期日都要在玫瑰谷舉行玫瑰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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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航班

起飛/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TK 025

台 北Q伊斯坦堡

21:55

05:10

12小時15分

TK1003

伊斯坦堡Q史高比

07:50

08:25

1小時35分

TK1046

布加勒斯特
Q伊斯坦堡

21:35

23:00

1小時25分

TK024

伊斯坦堡Q台 北

01:35

17:55

11小時20分

上方為參考航班，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為最終確認。若因航空公
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變動航班時間或轉機點，造成團體行程變更、增
加餐食，將不另行加價。若行程變更、減少餐食，則酌於退費。

.重點彙整 Focus
貼心的航空公司安排
搭乘歐洲最佳的土耳其航空,晚班機出發,翌日午抵達,南-史高皮耶進,北-布加勒斯特出,一路順行～～

永難忘懷的餐食安排
大部份歐洲國家皆非常重視飲食，及對飲食極爲愛好和追求完美。巴爾幹餐飲融合奧匈、土耳其多國
風味，使其菜成爲具美味且富多樣變化的料理。旅遊餐食安排最用心，精選當地具特色的餐廳，大部
份團體皆為省成本而以中式餐飲為主，無法品嚐當地的特有風味…，為此我們特別挑選安排當地最具
特色且道地的風味餐：百年餐廳、鱒魚料理…等等皆含飲用水(大部份餐廳飲用水皆需自行付費）~~
特別備註：
由於我們是團體旅遊主菜皆以行程表設定，無法提供個別選餐服務，巴爾幹地區餐廳接受預訂後會算妥
正確人數及餐點備料，而若有特殊餐食，如不食牛、羊、...等，請務必於團體出發前七日告知，若於當
下才告知，則需支付額外費用，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精心安排的行程內容
(一).馬其頓：『巴爾幹半島上的綠洲』，德雷莎修女的故鄉
1.五個山頭環繞的馬其頓首都史高比斯。
2.素有「東歐小瑞士」美稱的『南斯拉夫人的聖地』奧赫裏德城(湖)。

(二).保加利亞：玫瑰花的國度
1.造訪玫瑰之都索菲亞，因聖索菲亞教堂而定名，也是聞名世界的花園城市。
2.特別安排『保加利亞民族精神的堡壘』里拉修道院。
3.足可以與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的畫作相媲美的博雅納教堂壁畫。
4.到訪往素有『黃金谷地』之稱的玫瑰谷。

(三).羅馬尼亞：喀爾巴阡山與多瑙河交會之國度
1.造訪『喜悅之都』、『歡樂之城』、『東方巴黎』之稱的布加勒斯特。
2.傳說、惡夜、惡靈、月光、吸血鬼、不安的靈魂，勇闖德古拉神祕城堡。
3.世界最美麗地底奇景—圖爾達千年鹽礦。
4.雄踞山頭素有「七座城市之珠」美譽錫吉什瓦拉。
5.羅馬尼亞境內最具德國味的錫比烏城市(「歐洲文化之都」)。
6.造訪參觀佩雷修城宮殿，也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堡之一。

造訪四大項世界文化遺產
◆奧赫裏德古城(UNESCO.1979)
◆里拉修道院(UNESCO.1983)
◆博雅納修道院(UNESCO.1979)
◆錫吉什瓦拉城(UNESCO.1999)

安排聆聽欣賞巴爾幹民俗歌舞秀

全程四星級以上飯店安排.
為您安排最為適合的旅遊飯店(參考飯店如下,最終以簽約之飯店為主)

＊馬其頓 Macedonia 史高比 Skopje:Park Lakeside(4★)面湖房或 Metropol Hotel(4★)面湖
房(如遇面湖房滿則每人退費 10 歐元) 或同級

＊馬其頓 Macedonia 史高比 Skopje: Marriot(5★)或 Holiday Inn(5★)或 Bushi(5★) 或同級
＊保加利亞 Bulgaria 索菲亞 Sofia: Balkan(5★)或 Anel(5★)或 Hilton(5★)或 Holiday Inn(5★)
或同級

＊保加利亞 Bulgaria 普洛第夫 Plovdiv: Novtel(4★) 或 Park(4★) 或(4★) 或同級
＊保加利亞 Bulgaria 維利克．塔爾諾波 Veliko Tarnovo: Panorama(4★) 或 Meridian
Hotel Bolyarski(4★) 或 Hotel Premier (4★) 或 Yantra(4★) 或同級
＊羅馬尼亞 Romania 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Hilton(5★)或 Jw Marriot(5★)或
Sheraton(5★) 或同級
＊羅馬尼亞 Romania 錫吉什瓦拉 Sihgisoara: Double Tree(4★)或 Mercure 或同級

＊羅馬尼亞 Romania 錫比屋 Sibiu: Hilton(5★) (如遇旺季滿房，則改住四星級另退房差每人每
晚 15 歐。) 或同級

全程無強迫購;無自費購買之行程

【旅遊行程】
翩然飛進巴爾幹的質樸之美！
D/1 桃園Q伊斯坦堡 Istanbul
搭乘國際評比獲獎無數的土耳其航空公司機隊，從伊斯坦堡轉機，翩然展開質樸的旅遊生活...今日集合於桃
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助您辦理出境……，帶著滿滿的期待，將於翌日抵達，展開這段難忘的巴爾幹之旅，
祝您一夜好夢…..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

住

宿

機上

特別說明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點心

*團體機位及部份促銷個人票均無法提前選位，若有機艙位子需求的貴賓，請補價差，改訂可以選
位的 FIT 個人機票。
*如有特殊餐食(不吃牛、羊、海鮮、蛋奶素或嚴格素)，請務必提前告知。
*參加本行程的旅客，每位貴賓皆配備一付耳機組，保證使用全新耳塞式耳機，不重覆使用，無衛
生的疑慮；行程結束後您可帶回家繼續使用。
註 1：主機體請於返國時交還給導遊人員。
註 2：當主機體出現丟失、失竊或破損時，依本公司規定賠償價款 NTD2000。

＊第一天搭飛機，建議您穿著舒適的衣服及寬鬆的鞋子。
＊由於航程關係，請攜帶口罩、眼罩、空水瓶、保暖外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貼⼼提醒 ＊因長途飛行，有配戴隱形眼鏡的貴賓，請隨身攜帶藥水隨身包。
＊雙重國籍者、或持多本護照的貴賓，請自備相關之證照或文件，以免自誤無法出境，影響行程。
1.
飛行參考時間：桃園機場→（飛行約 12 時 15 分）伊斯坦堡

D/2 伊斯坦堡 Q史高比 Skopje(馬其頓 Macedonia)v馬卡峽谷 Matka Canyon v奧赫裏德湖 Ohrid
馬其頓首都史高比Macedonia Skopje ：素有『巴爾幹綠洲』之稱的馬其頓首都－史高比~~曾有作家寫道：『我
穿行於魯梅尼亞的原野中已有多日，也曾見過不少美麗的城市..但哪裡也比不上我看到的橫跨瓦爾達爾河的
天堂般的史高比城』。我們首先來到馬卡探索峽谷之美，這裡的景色好似國畫裡的潑墨山水畫作，猶如渲染
之技巧，將其疊嶺層巒顯現地如夢似幻。
原意為「有屋頂的房子」。西元前3000年這個都市就已經存在，曾經歷西元518大的地震和戰亂居民四處
逃難，直到戰亂平息才重建此城。之後經歷斯拉夫人、馬其頓帝國、鄂圖曼帝國及保加利亞帝國等入侵統
治。被五個山頭環繞的史高比，地震扭曲了她的容顏，觸目可及的廢墟與遺跡，也見證了她歷盡異國征服
的滄桑。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趕走了土耳其人，但卻換來了族群獨立，唯獨馬其頓人在列強主導下
不准獨立，還是歸土耳其管，可以想像馬其頓人當年的鬱卒。1913年的「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塞爾維
亞、保加利亞、希臘把馬其頓撕成三半，馬其頓還是等不到獨立。直到1991年，馬其頓脫離南斯拉夫，成
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馬卡峽谷 Matka Canyon：位於馬其頓首都—史高比耶(Skopje)西南 15 公里處，也是馬其頓北部最重要的高
山攀岩中心，攀登季節從春季開始一直持續到 11 月底。在特雷斯卡河上划橡皮艇、垂釣和游泳都是非常受
歡迎的戶外活動，獨特而壯麗的自然景觀，並且鄰近首都史高比耶，因此成為當地居民和外來遊客的熱門
旅遊勝地，也是馬其頓最重要的高山健行地區之一。在陡峭的岩壁中間開鑿出的馬特卡峽谷步道，一邊是
垂直險峻的岩壁，一邊是幽靜碧綠的馬特卡湖，步道迂迴曲折，風景優美，令人讚嘆不已。
素有『南斯拉夫人的聖地』奧赫裏德古城(湖) Lake Ohrid (世界文化遺產)，巴爾幹的耶路撒冷 奧赫裏德城
Ohrid 亦有『陽光之城』、『依山之城』之稱：分別在 1979 年和 198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自然與
文化世界遺產，隸屬於馬其頓。奧赫里德湖湖水蔚藍透明，湖中築有長堤，類似中國杭州的蘇堤，加上岸
邊風景如畫，讓人有如入仙境之感。此湖最深達 294 公尺，是南歐最深的湖，因其湖水水晶般清澈，岸邊
風景幽雅。
據記載，奧赫里德是歐洲最早有人定居的地方之一，其建築物大多出現於 7~19 世紀之間，一度因擁有
365 間教堂而聲名大噪，更被稱之為「巴爾幹的耶路撒冷」。奧赫里德古城依山傍水，山下老城中遍布教堂
修道院吸引不少考古學家前來，城內最古老的斯拉夫修道院★聖帕特雷莫(St. Panteleimon)以拜占庭風格為
主，鄂圖曼時期將修道院改為清真寺，是一座歷經歲月的古老教堂。沿山而上有羅馬時期的橢圓形大劇
場，山頂有巍峨壯觀的城堡。
。

特別安排

馬卡峽谷遊船

餐

食

早餐－機上

住

宿

ARK LAKESIDE(4★)面湖房或 METROPOL HOTEL(4★)面湖房或同級(如遇面湖房滿則每人退費 10 歐
元)

參

考

飛行參考時間：伊斯坦堡 Istanbul（飛行約 1 時 35 分）→史高比 Skopje37KM/1H→馬卡峽谷
165KM/3H→奧赫裏德湖

⾏⾞距離

午餐－馬其頓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D/3 奧赫裏德湖Ohridv馬夫羅沃國家公園Mavrovo National Parkv史高比Skopje
奧赫里德古城依山傍水，山下老城中遍布教堂修道院吸引不少考古學家前來，城內最古老的斯拉夫修道院
聖帕特雷莫(St. Panteleimon)以拜占庭風格為主，鄂圖曼時期將修道院改為清真寺，是一座歷經歲月的古老

教堂。沿山而上有羅馬時期的橢圓形大劇場，山頂有巍峨壯觀的城堡。 （※聖帕特雷莫教堂可能因宗教活
動不定時關閉，將視屆時狀況決定是否入內參觀，儘請見諒）。
聖約翰教堂 Macedonian Orthodox Church：此為奧赫裏德甚至於馬其頓國的經典地標，也是 1994 年威尼斯

金獅獎得獎片--馬其頓著名電影《暴雨將至 Before the Rain》的重要場景之一。巍峨壯觀的撒母耳城堡又名
奧赫裏德城堡，是該國中世紀最大的城堡之一，在此遠眺奧赫裏德湖，寬廣蔚藍的湖水，湖光映襯山色，
美得有如一幅畫。
搭船暢遊古老的奧赫裏德湖~~，因湖面廣大似海，所呈現的溫暖水藍色像極了來自天空的藍。船行湖央間，
一望無際的湖水，讓你彷彿置身大洋，晴空清澈地湖水和燦爛的陽光，幽靜的教堂處處可見，沿湖而建的
古老城鎮仍保有當年風貌，醞釀出一派悠閒風光，總讓人會有種難忘奇妙之旅。
馬夫羅沃國家公園 Mavrovo National：毗鄰與阿爾巴尼亞接壤的邊境，面積 731 平方公里。今日我們將走段
峽谷小健行，羅斯圖什卡河流經峽谷，來到迷人的杜夫瀑布，這個地方因此而得名，續前往馬夫羅沃湖，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觀之一是一座被遺忘的教堂坐落於湖邊淹沒在湖中的古老教堂，在一年中的特定時
期，當湖水達到最高水平時，您只能看到屋頂的一部分和一半鐘樓。
下⾞參觀

聖約翰教堂、薩繆爾堡壘、聖塞瑞爾兄弟雕像(斯拉夫文字發明者)、杜夫瀑布、馬夫羅沃教堂

含入場券

船遊奧赫裏德湖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住

宿

MARRIOT(5★)或 HOLIDAY INN(5★)或 BUSHI(5★)或同級

參

考

⾏⾞距離

午餐－馬其頓料理

晚餐－馬其頓料理

奧赫裏德湖 84KM/3.5H→馬夫羅沃國家公園 95KM/1.5H→史高比

D/4 史高比Skopjev保加利亞Bulgaria 索菲亞Sofia
史高比 自古便是個兵家所爭之地，曾是羅馬皇帝作為達達尼亞地區的首府，幾經多次戰爭及1963年大地震
而遭受摧毀；橫跨在瓦爾達河上的古老石橋是該市地標，河岸上卡列城堡是奧圖曼帝國時代留下的痕跡，居
高臨下的提醒市民「土耳其人在這裡統治了500年!」古城見證昔日輝煌的過往，似乎在低聲訴說著一段古老
而神秘的故事。
玫瑰之都－索菲亞 Sofla：玫瑰之都索菲亞 SOFIA 來自於拉丁語詞根的"SOPHY"，意為智慧，索非亞就是智
慧之城，又為玫瑰之都首善之都。是個聞名世界的花園城市，從索菲亞廣場到鷹橋的俄羅斯林蔭大道上，
不到一公里的路就有 4 座美麗的花園。城市裡交錯著東羅馬帝國、伊斯蘭教及土耳其文明，填滿了這城市
精彩的文化與景觀。由於保國長期間受奧圖曼帝國佔領，遭受極大破壞。
今晚特別安排享用保加利亞風味餐及欣賞傳統舞蹈，在樂音中渡過一個難忘的夜晚。
下⾞參觀

聖塞瑞爾兄弟雕像(斯拉夫文字發明者)、馬其頓的地標－石橋、修女泰瑞莎出生地

特別安排

保加利亞傳統舞蹈晚宴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住

宿

BALKAN(5★)或 ANEL(5★)或 HILTON(5★)或 HOLIDAY INN(5★)或同等級

參

考

⾏⾞距離

午餐－馬其頓料理

晚餐－保加利亞傳統舞蹈晚宴 FOLKLORE DINNER

史高比 243KM/3.5H→索菲亞

D/５ 索菲亞 Sofiav里拉 Rilav索菲亞 Sofia
里拉修道院 Rila Monastery：西元 927 年隱士伊凡•利爾斯基領著一群修道士，來到了至今修道院東北邊 3
公里的山中石窟裏隱居修行，信徒和朝拜者紛紛來此，形成了一個小部落，直到 1335 年修道院才搬到現
址。土耳其人入侵時，修道院曾三次被焚。奧圖曼統治期間，它被認為是『保加利亞民族精神的堡壘』。
1469 年聖人伊凡的聖骨(聖物)安放在里拉修道院 1833 年，一場大火將里拉修道院化為灰燼。不久，里拉修
道院又重現昔日的風姿，該院於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所保護的全世界首批世界文化與自然
遺產之一。
索菲亞整齊乾淨、規劃有序的街道與市容景觀，有著身為首都及第一大城的熱鬧繁華，卻無過度的城市喧
囂與擁擠，相對於很多大城市，多了幾分優閒與靜謐氣息。市區內，羅馬、拜占庭、鄂圖曼、俄羅斯、文
藝復興、新古典等不同風格建築躍入視線內，各式建築融合建構出索菲亞獨特的城市風貌。
亞歷山大．內夫斯基大教堂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是東正教教堂，也是索菲亞最具規模、最華麗的
教堂，最高的金色圓頂約 45 公尺高，教堂的建材、裝飾來自多國，如大理石來自義大利、馬賽克來自威尼
斯、大門上的金屬裝飾來自柏林、瑪瑙來自巴西。華麗的裝飾、雕刻、吊燈等相當吸睛。
行車經過國民議會大廈、索菲亞女神塑像、總統府..等等。
⾏⾞參觀

總統府、俄羅斯教堂

下⾞參觀

聖索菲亞教堂、蘇菲亞女神像、亞歷山大．內夫斯基大教堂

含入場券

里拉修道院(博物館)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住

宿

同前一日

參

考

⾏⾞距離

午餐－保加利亞料理

晚餐－保加利亞料理

索菲亞 128KM/2H→里拉 128KM/2H→索菲亞

D/6 索菲亞 Sofiav巴赫科沃修道院 BACHKOVO v普洛第夫 Plovdiv
巴赫科沃修道院 BACHKOVO：是加利亞第二大修道院，始建於 1083 年，位於羅多彼山脈，切佩拉雷河河
谷旁，是巴爾幹半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與三種文化有關：拜占庭，古老的喬治安和保加利亞。保留了
獨特而極具價值的建築和繪畫紀念碑，是東正教文化的典型代表。
（原欲安排-博雅納教堂 Boyana Church，但由因博雅納教堂預約已滿檔，如果可後補安排前往,則更換安排
之…巴赫科沃修道院：它是由 3 座教堂所組成，中世紀時曾是皇宮的一部分，如今它已是保加利亞獨立、
文化、繁榮的象徵。教堂建於十至十一世紀，象徵著保加利亞民族的誕生；西教堂建於 19 世紀，標誌著經
過長期異國統治後保加利亞民族藝術的復興。教堂最著名的則當屬它的壁畫，其中尤以《最後的晚餐》和
聖像畫最為著名，足可以與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的畫作相媲美。現今保加利亞所同行的 20 元紙鈔正反面圖
像及郵票皆出於這座教堂內壁畫。）
色雷斯人的古城一普洛第夫 Plovdiv：說歷史，普洛第夫的比羅馬雅典和君士坦丁堡的年代還要久遠，相當
於邁錫尼文明時代。這被七個山丘環的城市，曾先後被亞歷山大大帝之父親腓力二世征服，並按照其個人
的喜好將其改名為菲利波波利 Philippopolis 之城。在古羅馬帝國時期普洛第夫被稱為 Trimontium 並成為色
雷斯省的首府，並修建了大量公共建築、教堂、公共浴室和露天劇場..等；步在這千年古都舊市街，歷史的
更替變化，時空不再是漫長的距離，每幢古宅，每片石牆，像在述說著一個久遠古老的故事。

下⾞參觀

羅馬圓形劇場

含入場券

博雅納修道院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住

宿

NOVTEL(4★)或 Park(4★) 或同等級

參

考

⾏⾞距離

午餐－保加利亞料理

晚餐－保加利亞料理

索菲亞 175KM/2.5H→巴赫科沃修道院 27KM/35MIN→普洛第

~2019玫 瑰 盛 宴 ~
D/7 普洛第夫 Plovdiv v玫瑰谷 Rose Vally v維利克．塔爾諾波 Veliko Tarnovo
幾個世紀前玫瑰進口到保加利亞，獨特的氣候和土壤影響下，玫瑰逐漸發展成保加利亞品系的大馬士革玫
瑰；熱愛玫瑰的保加利亞人通過另一種方式將玫瑰的芳香傳遍世界，幾百年來保加利亞人在卡贊勒克延伸
至卡爾洛沃等地周邊城市營造大片玫瑰園並從玫瑰中提煉被稱為「液體黃金」的玫瑰油，這片東西長 130
公里、南北寬 15 公里的狹長地帶擁有 7000 多種的玫瑰花，被稱為「玫瑰谷」Rose Vally，如今成為保加
利亞的象徵之一。
素有保國黃金谷地之稱的卡贊勒克 Kazanlak：安排保國黃金谷地之稱的卡贊勒克玫瑰慶典。傳說創世之初

上帝在分配土地時，保加利亞人來遲了，軟磨硬泡之下，上帝決定賜予他們自己的後花園。上帝的後花園
綴滿玫瑰，於是保加利亞就有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玫瑰，這其中最著名的是卡贊勒克的玫瑰谷。
『帝王之都』的維利克．塔爾諾波 Veliko Tarnovo：自 1185 到 1396 年此地為了保加利亞第二代王國之都，
它捍衛著南方土耳其人的入侵，成為保國最強悍的民族堡壘，在當時曾是巴爾幹半島第二大城。龍巖的查
雷威茲城堡，蹙顰俯瞰遼闊彎曲的揚特拉、紅色的屋頂、層層相疊的街道、堅固的城牆，形成一幅最美麗
的景緻，古都驚艷，莫過于此。
特別安排

2019 玫瑰節慶活動+遊行(含座位)

含入場券

查雷威茲城堡

餐

食

早餐－飯店內用或餐盒

住

宿

Panorama(4★) 或 Meridian Hotel Bolyarski(4★) 或 Hotel Premier (4★) 或 Yantra(4★) 或
同等級

參

考

⾏⾞距離

午餐－保加利亞料理

晚餐－保加利亞料理

維利克．塔爾諾波 98KM1.5H→玫瑰谷 98KM/2H→維利克．塔爾諾波

D/8 維利克．塔爾諾波 Veliko Tarnovo v羅馬尼亞 Romania 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維利克塔爾諾沃 Veliko Tarnovo：又叫『大特諾沃』，1187~1393 年間，是保加利亞第二帝國的首都，在 伊
凡．阿森二世 統治之下的最盛時期，甚至擊敗拜占庭帝國，是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宗教中心，全盛時期
是巴爾幹半島上的最大強國，自居為『第三羅馬』…但在 伊凡．阿森二世 過逝後，帝國開始走向衰敗，
最終屈服於宿敵，500 年後才從鄂圖曼帝國手中獨立，而這裏也是召開保加利亞王國第一次國會的所在地…
跨越『保羅友誼之橋』前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早在 13 世紀前，一位叫 Bucer 的牧羊人率
領族人來到這肥美之地，慢慢地演變成今日的布加斯勒斯特。București 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語為是歡樂
之城的意思，在古老的氣息中夾雜著現代的文明，從古典優雅到現在華麗的建築穿插其間，城裡的鄉村博
物館保存來自全國各地村落 350 座古老的建築，每間的室內物品皆按原樣擺設，真實地反應各地特有的民
俗生活習慣，讓人深刻體會到羅馬尼亞美好的田園生活。布加勒斯特這歡樂之城是西奧賽斯古為了模仿北
韓首都平壤所著手改造，目的並非所宣稱的「為了社會主義人類而創造一個社會主義首都」。外觀宏偉壯
觀，氣派非凡的人民宮，它可是獨裁齊奧塞思庫為彰顯自己的權力而修建，外觀宏偉壯觀氣派非凡僅次於
美國的五角大樓和布達拉宮，現已作為羅馬尼亞的參眾兩院會議和國際會議展覽中心。革命廣場為 1989 年
民主槍戰的舞台，今日廣場四周仍存有許多革命前重要的建築，如前共產黨本部(現內政部)、羅馬尼亞神
殿、國家藝術博物館(前皇宮)及中央大學圖書館..等，為布加勒斯特地區最為著名的景點。

今晚我們特別安排於 1879 年的 CARU CU BERE 餐廳大舕羅馬尼亞料理，餐廳裝飾著美麗的壁畫、雕樑與
彩繪玻璃，它可是布加勒斯特最老的一間酒館之一，常常是座無虛席。
⾏⾞參觀

保羅友誼之橋』、凱旋門

下⾞參觀

羅馬尼亞神殿、革命廣場、前共產黨本部(現內政部)

含入場券

鄉村博物館、『人民宮殿』議會宮(如遇關閉，則改為前一天或改總統官邸或國家藝術博物館)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烤雞料理
晚餐－CARU CU BERE 百年餐廳戰斧牛排(如遇滿則改訂隔天天午餐)

住

宿

HILTON(5★)或 JW MARRIOT(5★)或 SHERATON(5★)或同等級

參

考

⾏⾞距離

大特爾諾沃 181KM/3H→布加勒斯特

D/9 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v布朗城堡 Bran Castle v錫吉什瓦拉 Sighisoara
布朗城堡 Bran Castle：一訪吸血鬼的故鄉！羅馬尼亞有「吸血鬼的故鄉」之稱，而「布朗城堡」則是吸血
鬼德古拉‧弗拉德三世大公住過的城堡，據說德古拉仇敵眾多，為了防身，便在布朗山頂修建了城堡要
塞！１９世紀末英國作家布拉姆·斯托克的小說以這座城堡為背景，而主人翁正是吸血鬼德古拉伯爵。正因
為這個故事深入人心，於是人們已經把這座城堡定義為吸血鬼城堡。
錫吉什瓦拉 Sighisoara：這裡是薩克遜人打造的『七座城市』之珠，雄踞山頭的錫吉什瓦拉，擁有 850 年的
悠久歷史的美麗城市曾讓教皇神魂巔倒，厚實的城牆、低矮的房子、蜿蜒窄小的石路、插入天際的尖塔、
最具有氣魄的鐘樓的建築物…等等，處處吸引著人們來此感受她的魅力，真不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的
世界文化遺產；這裡也是『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主角的原型—瓦拉幾亞大公弗拉德三世的故鄉和出生地，
今日晚餐我們特別於『吸血之家』享用德古拉吸血鬼風味餐。
含入場券

布朗城堡參觀佩蕾絲城堡的遊客相當多，需排隊等候，以不同語言分梯次進入，由解說員帶領入內、
錫吉什瓦拉鐘樓(如遇休館或整修則改登錫比烏鐘樓) 。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住

宿

DOUBLE TREE(4★)或 MECURE(4★)或同等級

⾏⾞距離

午餐－羅馬尼亞料理

晚餐－吸血鬼風味餐

布加勒斯特 174KM/2.5H→布朗城堡 141KM/2.5H→錫吉什瓦拉

D/10 錫吉什瓦拉 Sighisoarav圖爾達鹽礦 Turdav錫比烏 Sibiu
BUSINESS INSIDER 評選為『世界最美麗地底奇景』—圖爾達巨大鹽礦 Turda：這座鹽礦於西元 1075 年被
提及，從中世紀至 20 世紀早期便一直出產食鹽，從 1992 年開始，這座鹽礦已成為風靡全球的鹽霧療法中
心和炙手可熱的旅遊目的地，2010 年改造成獨一無二的世界級景點，鹽礦博物館的設計，使用木材、金
屬，以及燈光設計打造機械科幻感，融合著地底洞穴獨有的神祕氣氛，彷彿置身於電影場景。鹽礦內部的
溫度一年四季保持在攝氏 10-12 度，濕度保持在 75-80%，因而有人說呼吸含鹽分的濕潤空氣有益肺部健
康，因此很多人喜歡去這裏呆上一整天，以求得身體健康。鹽洞主要分兩層，上層大廳裏有包括籃球場、
迷你高爾夫球場、保齡球區、可以容納 180 個座位的圓形劇場等休閒娛樂場所，下層大廳建立在井底的一
個小島上，小島所在的鹽湖距離地面有 100 公尺深，設有摩天輪和碼頭，若時間許可您可搭乘摩天輪或小
船遊湖(備註：休閒娛樂設施皆需另行付費)。
舊稱外西凡尼亞地區， SIEBENBURGEN(德語)『七座城市』中最美麗的薩克森要塞城－錫比烏：它有個德
文名字 HERMANNSTADT 赫爾曼城，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都是外西凡尼亞的政治中心。也是羅馬尼亞境
內最具德國味，你會發現這兒的一切像極了德國，城市裡的建築物融合了巴洛克、文藝復興風格及充滿歷
史特色的景觀，也讓錫比烏在 2007 年獲選為歐洲文化之都。
下⾞參觀

聖三一大教堂、騙子橋

含入場券

千年鹽礦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住

宿

HILTON(5★)如遇滿則改為當地(4★)並每人退費 15 歐元

參

考

⾏⾞距離

午餐－羅馬尼亞料理

晚餐－羅馬尼亞料理

錫吉什瓦拉 122KM/2H→圖爾達鹽礦 141KM/2H→錫比烏

D/11 錫比烏 Sibiuv佩雷修城堡 Peles Castlev布加勒斯特機場 BucharestQ伊斯坦堡 Istanbul
佩雷修城堡 Peles Castle「喀爾巴阡山珍珠」美稱的西奈亞：昔日曾是羅馬尼亞國王的避暑勝地度假城堡，
是個才滿１３０歲的年輕城堡，但卻最受矚目。人們形容她如童話般美麗，且見證了羅馬尼亞最風光的一
頁歷史。１８６６年羅馬尼亞統一後，第一位君王是日耳曼裔的卡洛爾一世，愛上此地的美麗風光，而興
建了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美麗城堡。

含入場券

佩雷修城堡(如遇關閉則與布朗城堡參觀時間對調或改莫戈什瓦亞宮)。

含入場券

漁夫城堡、多瑙河遊船

餐

食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羅馬尼亞料理
晚餐－為避免前往機場路上塞車，晚餐請自理(建議可於機場用餐)

住

宿

機

參

考

錫比烏 187KM/3.5H→佩雷修城堡 110KM/1H→布加勒斯特機場
飛行參考時間：布加勒斯特機場（飛行約 1 時 25 分）→伊斯坦堡 Istanbul

⾏⾞距離

上

D/12 伊斯坦堡 Istanbul Q台北
好友們..，我們下次再見….
快樂的珍貴記憶，滿載著異國情感和影像，透過您的雙手，記錄下這感人的回憶。無論是感動的時刻、甜
蜜的氛圍、或是購物秘笈，我們有幸一同來分享….！
餐

食

住

宿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敬請自理

Sweet home

⾏⾞距離 2. 飛行參考時間：布加勒斯特機場 Bucharest（飛行約 11 時 20 分）→→桃園國際機場

行程備註：
1. 本行程最低出團人數為 15 人以上;最多為 37 人(含)以下 (不含機票自理之貴
賓),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領隊隨行服務。
2. 除每人每天一瓶水外，西式料理三道式含桌上水(每四人一瓶)。
3. 本行程包含進出旅館行李搬運費(上、下各一件)。
4. 本行程未含領隊、導遊及司機小費共 120 歐元／每人。
5. 本公司為每位旅客投保履約責任險 500 萬／醫療 20 萬。
6. 本公司贈送每位旅客行李綁帶及歐洲轉換插頭各乙只，於您抵達機場後由領隊
發送給各位。
7. 巴爾幹地區，因旅遊觀光還正在發展中，除首都外，其他四、五星飯店選擇並
不多，本公司皆會以乾淨整潔為主，若因遇滿而有所調整，敬請見諒。
8. 若有特殊餐食、兒童餐者，請您在報名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少請於出
發前七天（不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以利為您處理。
9.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不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
奶甚至魚等，中華餐廳大多以蔬菜、豆腐等食材料理為主；而西式餐廳則以義
大利麵為主，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見諒並
自行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不時之需。
10. 一張大床及兩張床的規格及房型數量各飯店大不同，偶有飯店標準兩張床是放
在同一大床床架，更於旅遊旺季期間或飯店客滿時，無法提供您所選擇之床型，
以上，皆敬請見諒！
11. 若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請注意：有些飯店無法保證會有 3 人房
型，酒店通常是以房內多擺一張行軍床或折疊床來安排，或無法加床時，敬請
見諒並且請告知業務其哪位會拉出來與其他團員同房。
12. 需求指定單人房差係指補其價差保證單人一間使用，其房間皆為單人之使用空
間，房內提供一張單人床，並且可能會與團體不同樓層；若您需要較大的空間，
您可跟業務需求，雙人房 2 張床或 1 張大床但為單人使用，其費用另計與指定
單人房價格不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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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向
飯店提出您的需求，但無保證飯店一定提供，敬請見諒。
14. 歐式飯店建築房間規格差異大，或飯店善意升等部分房間，造成團體房間大小
不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旅客諒察。
15. 加價升等商務艙(2015 年起機型已改無豪經艙座位)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
大努力協助訂位，但不保證一定有機位，其費用另計。
16. 機票一旦開立後，則無退票價值。
17. 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國家，不得攜帶肉類及乳類物品或加工品入境；室內不可
抽菸。
18. 為考量旅客自身之旅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旅客之旅遊權益，年滿 70 歲或行
動不便之貴賓，須事先告知、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力參與旅遊中各項活動〞
之親友陪同參團，方始接受報名，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19. 行程於國外如遇塞車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塞車情形嚴重，而會影響

到行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旅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益，我們將為您斟酌調
整並妥善安排旅遊行程，敬請貴賓們諒解。
20. 以上表列行程，是為了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了解整個行程操作的情形，我們
將以此為操作標準，但若遇特殊情況，在考慮行程的順暢度下，若當地導遊及
領隊稍作更改，也請您見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