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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 悠遊十一天 
十六湖國家公園、斯洛維尼亞賞雪&溫泉勝地、四大纜車 

2020/01/16-03/12 出發團體適用 

亞德里亞海，一片隱身在歐洲大陸與地中海之間的湛藍秘境，如果您已見慣了歐陸的一貫風情及如水墨畫的東方山林風光，

不妨造訪以一望無際的綠林及澄澈的湖泊聞名的十六湖國家公園、感受斯洛維尼亞的豪情萬種、體驗阿爾卑斯山布列德湖的壯

闊霸氣、品味達爾馬提亞大城小鎮的精緻秀麗，一同典藏別於以往的歐洲行程吧！ 

 

 

 

 

 

---------------------------------------------------------------------------------------------------------- 

○宿E A 雙首都 X 札達爾 X 史普利特 X 杜布羅尼克 五晚五星 
精心安排 克斯雙首都&札達爾濱海渡假酒店&杜布羅尼克老城區酒店 共 五晚五星豪華旅宿 

斯洛維尼亞拉古斯卡溫泉渡假酒店 Grand Hotel Rogaska&十六湖國家公園園區內 Jezero  保證入住 

A○食E A 克斯美饌 味蕾衝擊 雙米推+雙高帽 獨家札格瑞布新秀米一 
布列德古堡景觀風味料理, 波斯托伊納風味料理, 盧比安娜高堡高帽子評鑑風味料理, 札格瑞布 2019新秀米

一料理, 札格瑞布米其林推薦料理, 湖區煎烤鱒魚風味料理, 達爾馬提亞豬肉高帽子評鑑風味料理, 史東牡蠣

佐鮮魚風味料理, 杜布羅尼克古城海景餐廳 

A○行E A 盧比安娜進 杜布羅尼克出 順暢不趕集 

土耳其航空〜盧比安娜進、杜布羅尼克出，早到晚回，不走回頭路，行程最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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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專E A 多樣化門票 深入景點, 不再走馬看花 走訪札格瑞布聖誕市集 

布列德湖渡船、布列德湖古堡、盧比安娜城堡纜車、鐘樓、札格瑞布纜車、札格瑞布路面電車、波斯托

伊納鐘乳石洞、Kravec滑雪勝地纜車、羅斯托克水車村、十六湖國家公園套票、聖多那教堂、戴克里先

宮殿遺址、史東城牆、杜布羅尼克城牆、杜布羅尼克纜車 

布列德湖、盧比安娜、札格瑞布、十六湖國家公園、札達爾、史普利特、杜布羅尼克皆聘有當地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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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含門票入內參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文化遺產的城鎮  ▼表示徒步遊覽 

 
 

日 次 行 程、餐 食、住 宿   

1 

四  

台北／伊斯坦堡 
22:10 台北-伊斯坦堡        TK025   22:10/06:00+1      土耳其航空 

早：×     午：×     晚：機上      
宿：機上 

2  

五 

伊斯坦堡／盧比安娜 Ljubljana(斯洛維尼亞首都)－56km(1hr)波茵湖

Bohinjsko Lake－30km(30m)布列德湖 Bled Lake 
08:20 
08:40 
09:20 
10:20 
11:00 
12:00 
14:00 
16:30 
 

伊斯坦堡-盧比安娜    TK1061  08:20/08:40      土耳其航空 
抵達盧比安娜機場 
前往斯洛維尼亞最大的冰河湖▼波茵湖 
徒步遊覽▼波茵湖沿岸，與著名景色老橋與教堂拍照 
前往享有「阿爾卑斯之珠」美稱的布列德，並參觀可俯瞰湖區的★布列德古堡 

於古堡內的景觀餐廳中享用午餐，並品嘗著名的奶油夾心蛋糕 
抵達布列德湖。搭乘★划櫓渡船探訪▼湖中小島，敲響島上百年教堂的許願鐘  
前往旅館 Check in，並於旅館內享用晚餐 
 
早：機上     午：布列德古堡景觀風味料理    晚：酒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 4 ★ Hotel Rikli Balance Bled或 Hotel Park Bled 或 Best Western Premier 
Bled 或 Vila Bled 或波茵湖區 Bohinj Eco Hotel 或同級 
門票★布列德古堡、划櫓渡船  
註：波茵湖與布列德湖行程順序，將依住宿地點不同而有所調整。正確行程請以說明會資

料為準。 

3 

六 

布列德湖－105km(1hr30m)波斯托伊納鐘乳石洞 Postojna cave－

55km(1hr)盧比安娜 
08:00 
10:00 
12:30 
14:00 
15:00 
 
18:00 
 

前往歐洲最大鐘乳石洞─波斯托伊納鐘乳石洞 

參觀★波斯托伊納鐘乳石洞 
午餐 
前往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安娜 
徒步遊覽盧比安娜老城區▼市政廳廣場、▼三重橋、▼聖尼古拉斯教堂與火龍像 

搭乘★纜車參觀★盧比安娜城堡，登上★鐘樓俯瞰首都全景  

於盧比安娜城堡，享用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波斯托伊納風味料理     晚：盧比安娜高堡高帽子評鑑風味料理 

宿：5 ★ Intercontinental Ljubljana 或 4 ★ Urabn Hotel Center  
或 Best Western Hotel Slon 或 Radisson Blu Hotel Plaza或同級 
門票★波斯托伊納鐘乳石洞、盧比安娜纜車、城堡、鐘樓 
註：若無法入住五星旅館，則以四星旅館替代，售價扣減 NT1000/人 

https://www.lovechotel.com/
https://www.lovechotel.com/
http://www.bled.si/en/meetings/meetings-in-bled/conference-facilities/vila-bled
https://www.bohinj-eco-hotel.si/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tw/zh/ljubljana/ljuha/hoteldetail
http://www.urbanhotel.si/
https://www.hotelslon.com/
https://www.radissonblu.com/en/hotel-ljubl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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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 

盧比安娜－56km(1hr15m)斯洛維尼亞滑雪勝地 Kravec－

120km(2hr)拉古斯卡 Rogaska(溫泉勝地) 
08:30 
09:45 
 
 
14:00 
16:00 
18:30 
 
 
 
 

前往斯洛維尼亞滑雪勝地 Kravec 
抵達 Kravec ski Resort，將搭乘★纜車上山。您可恣意暢遊滑雪渡假中心，享受雪景；

或自費參加各項雪地活動。(詳見行程最後附表)  
午餐自理  

前往斯洛維尼亞溫泉勝地─拉古斯卡 Rogaska 
抵達旅館 Check in，並享受旅館設施，包括溫泉池、SPA、桑拿等。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自理     晚：酒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4 ★ Grand Hotel Rogaska或同級 
門票★Kravec 滑雪勝地纜車 
註：雪地自費活動相關資訊，請見行程最後附表 
註：若遇暴風雪致使纜車停駛，替代方案為安排至近郊城市 Kranj 克拉尼或 Kamnik
卡姆尼克，安排英語導遊進行觀光，並附午餐。 

5 

一 

拉古斯卡－86km(1hr45m)札格瑞布 Zagreb(克羅埃西亞首都) 
10:00 
12:00 
13:30 
 
 
17:30 

前往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瑞布  

午餐  

徒步遊覽舊城區，搭乘★纜車前往市區高點，並參觀▼聖凱薩琳教堂、著名▼聖

馬可教堂、▼石門、▼札格瑞布大教堂、▼耶拉齊洽廣場，以及有「札格瑞布肚臍」之

稱的▼朵拉茲市場，體驗當地居民日常生活，並自由活動 

搭乘★路面電車前往旅館，並享用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札格瑞布新秀米一料理     晚：米其林推薦料理 

宿：5 ★ Hotel Esplanade Zagreb 或 The Westin Grand Zagreb 或同級 
門票★纜車、路面電車 

6 

二 

札格瑞布－103km(1hr45m)桃花源小鎮 Rastoke－33km(40m)普列

提維契十六湖國家公園 Plitvice National Park ≪世界遺産≫ 
09:00 
11:00 
12:30 
14:00 
17:00 
18:30 
 

前往享有桃花源美稱的★羅斯托克小鎮(桃花源小鎮) 
遊覽獨居山林間的水上村莊，亦可觀賞民家水磨廠的運作原理 
抵達十六湖國家公園，享用午餐 
徒步遊覽十六湖國家公園☆★下湖區 
前往十六湖區旅館 Check in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鄉村烤牛羊風味料理      晚：酒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國營旅館 3 ★ Hotel Jezero 或 2 ★ Hotel Plitvice 或 Hotel Bellevue 或私營

森林渡假小屋特色旅館 4 ★ Ethno Houses Plitvica Selo或同級 
註：十六湖國家公園有三間國營旅館，若無法入住，則以私營旅館替代 
門票★羅斯托克小鎮、下湖區 

http://www.urbanhotel.si/
https://np-plitvicka-jezera.hr/en/plan-your-visit/hotels-and-camps/hotel-plitvice/
https://np-plitvicka-jezera.hr/en/plan-your-visit/hotels-and-camps/hotel-bellevue/
https://www.ethnohou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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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 

普列提維契十六湖國家公園－135km(2hr) 札達爾 Zadar 
09:00 
 
 
11:30 
13:00 
15:15 
 
17:00 
17:30 

今日於蟲鳴鳥叫中晨喚，睡飽食足，徒步遊覽十六湖國家公園☆★上湖區，搭乘★渡輪

及★電車步行於木板便道上， 石灰岩的磅礡山勢，搭配著祖母綠般清澈湖水、山景倒影

和悠遊魚群，加上遠處陣陣的飛瀑之聲，猶如置身仙境！ 
午餐 

出發前往昔日東羅馬帝國達爾馬齊亞省的首府－▼札達爾 

徒步遊覽札達爾舊城區▼舊城門、▼寡婦柱(羅馬石柱)、▼五井廣場、★聖多那教堂、

▼海管風琴、▼城市光廊。若氣候許可，有機會可欣賞著名之日落 
前往旅館 Check in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湖區煎烤鱒魚風味料理       晚：酒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5 ★ Falkensteiner Hotel & Spa Iadera 或 4 ★ Falkensteiner 
Hotel Borik (升級海景房)或同級 
門票★上湖區、聖多那教堂 
註：若無法入住五星旅館，則以四星旅館替代，房型升等為海景房 

8 

四 

札達爾－190km(2hr40m)史普利特 Split ≪世界遺産≫ 
09:00 
12:00 
13:30 
 
 
20:00 
 
 
 

出發前往古羅馬時期重鎮、克羅埃西亞第二大城≪世界遺産≫－☆史普利特 
午餐 

徒步參觀昔日古羅馬時期皇帝≪世界遺産≫☆★戴克里先宮殿遺址，並進入宮殿地下室 

隨後自由活動。您可漫步於碼頭，或探索這座有兩千年歷史的古城。晚餐自理，

方便逛街購物。  

前往旅館 Check in 

 
早：旅館西式      午：達爾馬提亞豬肉高帽子評鑑風味料理       晚：自理 
宿：5 ★ Hotel Park 或同級 
門票★戴克里先宮殿遺址 

9 

五 

史普利特－186km(2hr45m)史東 Ston－55km(1hr10m)杜布羅尼克

Dubrovnik ≪世界遺産≫ 
09:00 
12:00 
13:30 
14:30 
15:45 
16:30 
17:30 
 

前往克羅埃西亞南部擁有世界第二長城牆的古鎮－▼史東 
抵達▼史東，享用午餐 
進行徒步遊覽，攀登一小段有「歐洲萬里長城」之稱的★史東城牆 
搭車前往≪世界遺産≫－☆杜布羅尼克 

搭乘★纜車登上山頂，居高俯瞰杜布羅尼克老城及亞德里亞海美景  

前往旅館 check-in 
晚餐 

 
早：旅館西式       午：牡蠣佐鮮魚風味料理      晚：酒店主廚推薦料理 

宿：5 ★ Hotel Excelsior Dubrovnik 或 Grand Villa Argentina 或 4 ★ Hotel 

https://www.falkensteiner.com/en/hotel/iadera
https://www.falkensteiner.com/en/hotel/borik
https://www.falkensteiner.com/en/hotel/borik
https://www.hotelpark-split.hr/
https://www.adriaticluxuryhotels.com/en/grand-villa-argentina
https://www.adriaticluxuryhotels.com/en/hotel-kompas-dubrov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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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pas Dubrovnik 或同級 
門票★史東城牆、杜布羅尼克纜車 
註：若無法入住五星旅館，則以四星旅館替代，售價扣減 NT1000/人 
註：若遇纜車停駛，替代方案為安排搭乘小巴上山俯瞰老城，或退費 13 歐/人 

10 

六 

  

杜布羅尼克／伊斯坦堡 
09:00 
 
12:00 
13:30 
 
16:00 
17:30 
18:00 

徒步遊覽▼杜布羅尼克老城區、▼派勒門、▼史特拉敦大道、▼大小噴水池、▼聖布雷

瑟教堂 
午餐 
繼續參觀▼杜布羅尼克鐘塔、▼奧蘭多石柱、▼聖方濟修教堂和修道院，內有世界第三

歷史悠久且目前仍在營業的藥房。安排登上★杜布羅尼克城牆。 
自由活動約 1.5hr  
前往機場 
抵達機場，辦理相關登機及退稅手續 
杜布羅尼克-伊斯坦堡     TK440   20:20/00:10+1     土耳其航空 

 
早：旅館西式     午：古城海景餐廳風味料理      晚：搭機自理 
宿：機上 
門票★杜布羅尼克城牆 

11 

日 

伊斯坦堡／台北 
02:05 
17:40 

伊斯坦堡-台北     TK024   02:05/17:40     土耳其航空 
抵達桃園機場 

（航班、行程、飯店，安排均為暫訂，視實際安排情況調整） 

《詳情請洽》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One International Travel Co., Ltd. 

Web: www.t1tour.com.tw         10448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16 樓 

電話：02-2567-3822  傳真：02-2567-3820 
 

  

https://www.adriaticluxuryhotels.com/en/hotel-kompas-dubrovnik
http://www.t1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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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雪地活動列表 
 雪地活動名稱 

雙板滑雪體驗 

(英語教練指導) 

(個人) 

雙板滑雪體驗 

(英語教練指導) 

(團體，最少八人) 

雪地衝浪  

(最少五人) 

雪地腳踏車 

(英語教練指導) 

(最少八人) 

活動時間  兩小時 兩小時 兩小時 

建議裝備 

(依個人需求租用) 

-雪具(滑雪板、滑雪杖及滑雪靴) 

-安全帽／雪鏡／雪衣褲／雪手套 

-雪衣褲 -雪衣褲 

參考費用 

(以預訂實際報價

為主) 

-課程費用 71 歐 

-裝備費用 69 歐 

(表列全部租用) 

-滑雪纜車 28 歐 

共約 168 歐 

-課程費用 18 歐 

-裝備費用 69 歐 

(表列全部租用) 

-滑雪纜車 28 歐 

共約 115 歐 

-約 20 歐 

-裝備費用 23 歐 

(表列全部租用) 

共約 43 歐 

 

-約 38 歐 

-裝備費用 23 歐 

(表列全部租用) 

-滑雪纜車 28 歐 

共約 89 歐 

註 1：欲報名「雙板滑雪體驗」者，最晚請於行前說明會前，填妥下方「滑雪報名表」及「滑雪活
動安全暨風險聲明書」，回傳並告知業務 

註 2：欲報名「雪地衝浪」或「雪地腳踏車」者，最晚請於行前說明會前，告知業務 

註 3：費用將於活動結束後，現場繳納(歐元現金或刷卡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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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報名表 
團名及出發日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報名種類 (個人或團體)  

1. 請確實填寫個別聯絡人電話，以利後續連繫。  

2. 為核對資料，請另準備個人護照影本交給業務人員。  

3. 不需要教練教學等選項，出發前兩週內恕無法再接受更改。  

4. 雪衣褲租借等選項，出發前兩週內恕無法再接受更改。  

5. 資料不足部份請儘速提供給業務人員，謝謝您的配合協助。  

 1 2 3 4 5 6 

中文姓名       

聯絡電話       

身高/體重(cm/kg)       

腳掌長(cm)       

滑雪等級 (詳見如下)       

雪具 (自備請打勾)       

安全帽 (欲租借請打勾)       

雪  鏡 (欲租借請打勾)       

雪衣褲 (欲租借請打勾)       

雪手套 (欲租借請打勾)       

不需要教練教學請打勾       

 

滑雪技術分級表 

等級 內容 

1 未曾滑雪 未曾滑過雪 或 未曾上過正式課程 

2 入門級 上下纜車 及 初級滑道：全制動轉彎 

3 初級 初級滑道：寬站姿轉彎、併腿轉彎 

4 中級 中級滑道：寬站姿轉彎、併腿轉彎 

5 高級 高級滑道：寬站姿轉彎、小轉 

6 專家 可在任何地形、雪況做出連續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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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活動安全暨風險聲明書 
1.因出發前或旅遊期間，如遇天候不佳、無雪、雪場未開幕之狀況，或不可抗力、不可歸責於旅
行社之事由，太一旅行社保有變更行程權利及以其他己開幕之雪場替代之。  

2.滑雪活動屬中、高度體能消耗之休閒活動，參加本活動者，請檢視自我身心健康狀況，建議無
患有醫生所禁止本運動之先天或後天疾病與症狀。如：心臟病、高血壓、癲癇、精神狀態不佳或
情緒不穩定…等疾病者較不適宜參加。  

3.初練滑雪應注意循序漸進，量力而行。活動期間需按指導員及雪場工作人員安排與指示從事活
動。  

4.在未達一定技術及程度時，切記勿擅自前往不識雪區、樹林、陡坡和深谷滑雪，以免發生意外。  

5.從事滑雪活動期間，切記勿單獨行動，應結伴同行。  

6.從事滑雪活動期間，若發生身心狀態不適情況，應立即停止滑雪運動。  

7.從事滑雪活動期間，若不慎摔倒，請勿隨意掙扎，應儘可能迅速降低重心向後坐。避免頭部朝
下及避免翻滾。  

8.若發現自身或他人受傷，不任意移動，應立即通知雪場救護人員協助處理。  

9.請使用安全且符合個人身型之滑雪器材，如有損壞故障之情形，應立即更換。  

10.活動開始時，請注意與他人保持一定的間距、不任意停留在雪道上，以免碰撞他人，造成個人
及他人身體和財物損害。  

11.參加對象無分男女老幼。但未成年孩童建議年齡需在國小一年級以上，並由監護人或監護人同
意之成年者陪同參加滑雪運動及旅遊活動。國小一年級以下之幼童，請監護人或監護人同意之成
年者務必全程於幼童身旁照料，指導員恕不負責幼童滑雪活動教學。  

12.充分瞭解投保之保險僅用來彌補個人因滑雪運動身體傷害所造成直接部份損害，而不包含個人
財物及其他相關之間接損害、以及他人身體或財物之損害。  

 

以上聲明事項，本人已詳細閱讀並充分瞭解滑雪活動之原理及其隱藏潛在恐造成個人身心傷害、

嚴重癱瘓或死亡，甚至造成他人身體及財產上損害損失之風險性。為保障本人及他人身心安全，

本人同意確實遵守。如因本人疏忽、過失或故意，違反滑雪安全守則造成自身及他人身體與財物

損害者，本人應自行負擔所有責任。此致 太一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___________________ 身 分 證 字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 急 聯 絡 人：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絡 人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成年者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聲明書之目的，旨在提高貴旅客對滑雪活動之認知及安心與安全。貴旅客必須於聲明書上簽名；如

貴旅客尚未成年，須同時請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同意。  

中華民國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