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原居地  米蘭，意大利 

是日乘豪華客機飛往意大利∼米蘭。 

2 米蘭 (市內觀光) 

是日抵達米蘭。下午開始遊覽意大利時裝中心∼米
蘭。雖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受到損毀，但仍保存很多 
古蹟，途經米蘭大教堂、著名之歌劇院及艾曼奴拱
廊等。遊畢，團友可自由購物。米蘭時裝及各式時
尚物品，均受旅客歡迎。晚餐於當地餐廳後入住酒
店。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Milan 或同級 (晚餐) 

 

3 
米蘭 ~ 加爾達湖 ~ 博爾扎諾 ~ 

奧蒂塞伊 

自助式早餐後，在前往奧蒂塞伊之前，於風景如畫
的加爾達湖稍作停留拍照及遊覽。午餐自備。從加
爾達湖向北行駛，參觀博爾扎諾的博物館，向冰人
奧茲打招呼，這是 1991 年在冰中發現的具有 5000
年歷史的人類木乃伊。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Hotel Continental 或同級 (早、晚餐) 

4 
奧蒂塞伊 ~ 多洛米蒂山脈  ~ 

科爾蒂納
自助式早餐後，繼續前往壯麗的山脈和多洛米蒂山
脈獨特的石灰岩山峰。乘坐纜車前往 Alpe di 
Siusi/Seiser Alm 遠足區進行輕鬆的遠足。午餐自
備。今天下午蜿蜒穿過阿爾塔巴迪亞地區風景如畫
的阿爾卑斯山谷。在科爾蒂納的酒店享用晚餐及過
夜。 
住宿：Parc Hotel Victoria 或同級 (早、晚餐) 

雙語導覽 - 以中文為主，英文簡短解說; 

本地導遊英語講解

完美配搭 

★暢遊：意大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 (3 國 16 城市)
★兩次徙步於多洛米蒂山脈，沐浴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住宿 1956和即將在 2026冬季奧運會的舉辦地科爾蒂納鎮
★泛舟於碧湖，彷如置身人間仙境
★全天漫步十六湖上下湖區，水山一色、 美若仙境
★登上山城莫托文，仿佛回到中世紀

** 温馨提示：如有需要請自備登山杖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2023 出發日期  含機票- 包燃油費稅金 
單人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小費  ４月         03,17,24 

 ５月     01, 08, ★ 26 
 ６月    ★05, ★12, ★ 26
 ７月    ★03, ★17, ★ 24
 ８月    ★07, ★14, ★ 21
 ９月    04, 12, 22
 10月    02, 09, 16

西岸 東岸 

$4299 $4199 $1099 ★ 300 €180 

備註 : 

● 上列成人費用均以美金每位計算，按兩人一房計（小費以歐羅計算）

●小童收費為成人的百分之 90。適用於 2至 11歲與 2成人同房，不另加床 

●三位成人同行，以三張床一房為計，每位減收$20

●費用包括：每晚酒店往宿、國際機票及行程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行程內所列之各項觀光節目及膳食、專業領隊及司機
●出發城市   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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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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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爾達湖
Lake Garda 

Alpe di Siusi 
遠足區 



5 
科爾蒂納 ~ 多洛米蒂山脈 ~ 

碧湖 

自助式早餐後，探索 1956 和即將在 2026 冬季奧
運會的舉辦地科爾蒂納鎮。乘坐纜車登上山頂，欣
賞多洛米蒂山的壯麗景色。下降至半山，在羣山環
抱下享用自費午餐，人生一快事。然後前往斯洛文
尼亞。在碧湖區過夜，並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Rikli Balance Hotel 或同級 (早、晚餐) 

6 碧湖 ~ 盧比安娜 

自助式早餐後，參觀以湖光山色見稱的碧湖。它是
阿爾卑斯山區的一個冰蝕湖，湖水清澈秀麗，景緻
優美，如詩如畫。登上湖畔山崗上超過一千年的布
萊德古堡俯瞰這人間仙境。乘坐傳統的 Pletna 
boat 前往湖中島。抵達後，拾級而上到聖母升天教
堂及旁邊的鐘樓(需另付費)。午餐自備，可趁機品
嚐聞名歐洲的”Lake Bled Cream Cake” 加上一
杯 Café latte ，完美配搭！稍後驅車前往斯洛文尼
亞首都盧比安娜。抵達後漫步於古城內。晚餐於當
地餐廳，品嚐洋蔥湯、地道猪扒餐及精美甜品。  
住宿：Hotel Austria Trend 或同級   (早、晚餐) 

7 
盧比安娜 ~ 布斯當娜鐘乳洞 ~ 洞
窟城堡 ~ 札格勒布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歐洲最著名的布斯當娜鐘乳
洞。安排乘小火車進入，再沿泛燈照明的小徑參觀，
但見鐘乳石嶙峋處處，配以柔和的燈光，誠為一幕
天然奇景。自備午餐後前往洞窟城堡。這座堅不可
摧的中世紀奇蹟已在 123 米高的懸崖中間棲息了
800 多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城堡：短暫停留及
拍照留念後前往克羅地亞國境，直趨其首都札格勒
布。該國於 1991 年脫離南斯拉夫，境內名勝無數。
晚餐於中國餐館(8 餸１湯)。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或同級 (早、晚餐) 

8 札格勒布(市內觀光) ~ 比域治 

自助式早餐後，前往為紀念第一位克羅地亞皇～杜
密斯拉夫而建的廣場，威風凜凜的騎馬像是該處的
焦點。途經新巴洛克式建築風格的克羅地亞國家劇
院。到達市中心後登上古城山崗，國會大樓旁就是
別具特色的聖馬可教堂。稍後穿過建於中古時期的
石門，並參觀以歌德式建成的大教堂。午餐自備。
下午驅車前往比域治。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Hotel Jezero 或同級 (早、晚餐) 

9 比域治國家公園 

自助式早餐後，由專業導遊陪同前往以湖光山色而
聞名於世的比域治國家公園，它另一個別名就是十
六湖公園，它建於 1949 年，山、水、森、林融入
一體，美若仙境，其美麗景色已盛全歐，小橋流水，
倒影美境，壯麗山林，青綠草地。聯合國已經將它
列入保護的『世界文物遺產』。整個國家公園基本
上分為上湖及下湖兩部份，遊人可沿木造的行人道
觀賞，人間仙境，妙不可言。午餐於當地餐廳，品
嚐烤羊肉。晚餐安排於酒店餐廳。 
住宿：Hotel Jezero 或同級 (早、午、晚餐) 

10 比域治 ~ 羅維尼 

自助式早餐後，早上出發前在公園裡再呼吸一次新
鮮空氣。在美麗的海濱城市奧帕蒂亞停留，享用您
自費午餐後自行探索這座城市。之後前往可愛的亞
得里亞海
海 濱 小 鎮
羅維尼，這
是 一 個 浪
漫、歷史悠
久 的 漁
港，具有意
大 利 風
情 。 抵 達
後，遊覽老
城區，穿過
錯 綜 複 雜
的 鵝 卵 石
街道，到達
山 頂 的 聖
尤菲米亞教堂。爬上木梯到鐘樓頂部，可以欣賞到
伊斯特拉半島和附近島嶼的美麗景色。晚餐於酒店
餐廳。   
住宿：Hotel Eden 或同級 (早、晚餐) 

11 羅維尼 ~ 莫托文 ~ 波爾托羅 

自助式早餐後，上午自由活動。您可以探索藝術區、
水果市場和周圍所有精彩的商店。午餐自備。下午
前往非常迷人的山頂小鎮莫托文，這是克羅地亞最
美麗的山頂小鎮之一。走上 Motovun 的山丘到達 

山頂，到訪更具歷史意義的地區是探索和感受這個
可愛小鎮的絕佳方式。然後我們將有機會在該地區 
品嚐松露，包括在森林中尋找松露。在波爾托羅過
夜，並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Hotel Bernardin 或同級               (早、晚餐) 

12 波爾托羅 ~ 威尼斯 

自助式早餐後，驅車前往意大利享有「水鄉」美譽
之威尼斯。抵達後乘水上的士前往聖馬可廣場。觀
賞曾是威尼斯共和國首長們宮邸的道奇皇宮，犯人
們受刑前向世界訣別必經的嘆息橋，精緻古雅的鐘
樓等。此外，前往聞名世界的意大利玻璃工廠，參
觀其製作過程，了解獨有的製造玻璃工藝。領隊可
代安排自費乘坐威尼斯獨有的平底船。午餐自備。
晚餐於當地餐廳。 
住宿：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級      (早、晚餐) 

13 威尼斯  原居地 

美妙行程結束, 自助式早餐後於指定時間乘車往機
場飛返原居地。 (早餐) 

特約旅行社 

多洛米蒂山脈
Dolomites 

布萊德古堡 
Bled Castle 

洞窟城堡 
Predjama Castle 

羅維尼小鎮
Rovinj 

比域治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 

莫托文小鎮
Motov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