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巴爾幹 歐洲三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 15 日
<超越百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
<玫瑰國度 -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不只玫瑰香。特色小村莊等著被蒐集！
首都索菲亞，呈現保加利亞當代的城市情調，建築景觀豐富；而古城大特爾諾沃則讓旅人感受山城典
雅的氣氛，感受在地生活。
<吸血鬼的故鄉－羅馬尼亞>
布朗城堡 Bran Castle 位於羅馬尼亞中西部，由匈牙利國王於 1377 年開始興建。最初是用來抵禦土
耳其人的防禦工事。每一位布朗城堡的守護者和羅馬尼亞旅遊局都熱衷於將布蘭城堡和弗拉德公爵、
布拉姆史托克伯爵吸血鬼聯繫在一起。相傳，這座建築物的許多塔樓上有令人恐怖的咒語。瑪麗女王
去世之後，她的心臟被裝進金棺，葬在巴爾契奇，後來被轉移到布朗城堡。
<歐亞帝國的融合地－塞爾維亞>
羅馬、拜占庭帝國分別曾經大力建設這片土地，經濟發展蓬勃，接續的塞爾維亞帝國，偶後的鄂圖曼
帝國、近代的南斯拉夫聯盟，都讓這片土地上融合了來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足跡，又以首
都貝爾格勒最能展現這個融合的風貌，猶太教會、天主教堂、清真寺分別豎立在這個城市，這般宗教
共存的場景，就在貝爾格勒。
<綺麗美景 絕美古城>
普洛迪夫－被人們又稱作“七座山之城”，是保加利亞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個古代珍寶的金礦。擠
滿了顏色鮮豔的 18、19 世紀的建築。
大特爾諾沃－自 1185 到 1396 年此地為了『保加利亞第二代王國之都』，捍衛著南方土耳其人的入
侵，成為保國最強悍的民族堡壘。
「龍巖」的查雷威茲城堡，俯瞰遼闊彎曲的揚特拉河、紅色的屋頂、層層相疊的街道，形成一幅最美
麗的景緻。
錫吉什瓦拉－12 世紀的羅馬尼亞城鎮，可以說是目前歐洲保存最好的中世紀小鎮之一，重點是這裡
也是那有名的德古拉公爵的出生地。
<UNESCO W.H.>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W 或 ld Heritage)
里拉修道院<1983>保加利亞著名的古修道院，也是巴爾幹半島最大的修道院。
波揚納教堂<1979>建築風格獨特，其中繪於十三世紀中葉的壁畫保存完好，充分體現了巴爾幹地區
中世紀藝術風格。
錫吉什瓦拉舊城區<1999>傳說中德古拉公爵的出生地。
別爾坦防衛教堂<1993>防禦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入侵而興建的教堂，集軍事與宗教功能於一身。
加姆濟格勒<2007>以古羅馬皇宮聞名，由加萊里烏斯皇帝建造，眾多的塔樓與城牆，一度被早期考
古學家認為是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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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費

出發日期

NTD: 168,000(含小費) //

商務艙追加 NTD: 起

(訂金－NTD: )

3/10
★表入內參觀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01. 台北伊斯坦堡
預計航班: TK025 2210/0600+1 (12H15M)
今日飛往保加利亞的首都和最大城市~索菲亞，位於巴爾幹半島的中心地區，四面環山。此保羅精選
旅程，讓旅程充滿期待與驚喜。
＜住宿＞夜宿機上。
02. 伊斯坦堡布加勒斯特-2h/127km西納亞-1h/50km布朗城堡-0.5h/30km布拉索夫(羅馬尼亞)
預計航班: TK1043 0815/0835 (1H15M)
★佩雷斯宮殿：卡爾一世的夏季離宮，木製建築城堡在歐洲並不多見，而這位於山中的夢幻離宮，也
被列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堡之一。
▲西納亞修道院：以西奈山命名十七世紀時由朝聖歸來的米哈依爾王子下令興建。
★布朗城堡：弗拉德·德古拉大公所住的城堡，而這座城堡之所以有名，歸功於 19 世紀末，愛爾蘭作
家-斯托克所出版的小說「德古拉」
，這部以弗拉德大公為原型的吸血鬼小說相當成功，風靡一時，發
行了數百萬冊，因此這座城堡以「德古拉城堡」之名更為廣為人知。夕陽的映照將帶給這座城堡更加
詭譎的氣氛。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Hotel Aro Palace 或 4*Kronwell Hotel 或同等級
03. 布拉索夫-1.5h/117km錫吉什瓦拉-2h/117km布拉索夫
★別爾坦防衛教堂 (UNESCO,1993)：此教堂是以防禦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入侵而興建，集軍事與宗
教功能於一身。
▲錫吉什瓦拉老城區：錫吉什瓦拉歷史區是由德國的手工藝者和商人所創建，也是『吸血鬼』德古拉
公爵的出生地，舊城區是尤居住在外凡西尼亞的德國農民修建而成。
▲布拉索夫黑教堂：歌德式建築風格，於1689年遭焚燬，石牆被煙燻黑，重建後外牆仍呈現黑色而
得此名。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Hotel Aro Palace 或 4*Kronwell Hotel 或同等級
04. 布拉索夫-1h/67km弗格拉什-1.5h/78km錫比烏
★弗格拉什防衛堡：建於12世紀，並於15-17世紀整修及擴建，現為羅馬尼亞保存良好的中世紀城堡
之一。
▲錫比烏：11世紀所興建的哥德式建築城市，在14世紀時為了要抵抗土耳其人便興建了堡壘，為一
座防禦型的城市。▲老城區、▲錫比烏之眼▲古老的福音教堂▲說謊橋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Continental F 或 um Sibiu 或 4*Ramada Sibiu Hotel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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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錫比烏-4h/280km布加勒斯特
★布加勒斯特大宮殿：共十二層樓，長 270 公尺，寬 245 公尺，地上高 48 公尺，地下深 15 公
尺，又稱人民大會堂，擁有眾多房間，規模僅次於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廈。
布加勒斯特舊城區：▲勝利廣場▲革命廣場，進行簡單的廣場之旅。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5*Radisson Blu Hotel Bucharest 或 5*JW Marriott Bucharest Grand Hotel 或同等級
06.布加勒斯特-1.5h/75km-路色-25m/26km 伊凡諾沃岩石教堂群-1.5h/97km-大特爾諾沃
▲路色：保國的邊境城市，我們將穿越此城，前往本次旅程的另一重點，以各樣特色小鄉村以及玫瑰
谷聞名全世界的保加利亞。
★伊凡諾沃岩石教堂群 (UNESCO,1979)：1979 年入選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岩石修築的教堂、
禮拜堂和修道院，和保加利亞的其他修道院截然不同，非常美麗和保存完好的中紀壁畫具有極高的價
值。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Yantra Grand Hotel 或同等級
07.大特爾諾沃1h/53km-艾特拉-1h/43km玫瑰谷-1.5h/110km-普羅夫迪夫
★查雷威茲城堡：保加利亞第二帝國時期的城堡，堡內的大寺院有著許多大片綿延至天花板，令人瞠
目結舌的現代藝術壁畫，再次體現出此處藝術文化的重要性。
▲玫瑰谷：保加利亞玫瑰純露、玫瑰花水、玫瑰精油、白玫瑰面膜譽滿全球，幾百年來，保加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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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個山谷被稱為
「玫瑰谷」。
★艾特拉手工藝村：露天的博物館，木屋搭配著四周小橋流水，此地宛如一處世外桃源！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 Landmark Creek Hotel 或同等級
08.普羅夫迪夫-2h/145km科瓦徹特小村莊-8km/15m-藍蛇敦小村莊-1h/56km-班斯科
▲科瓦徹特小村莊：從來沒有被土耳其統治過的小村莊，保存了非常典型的保加利亞鄉村建築。
▲藍蛇敦小村莊：位於羅多彼山脈，村里總共有 30 棟房屋，皆為古老的保加利亞建築風格，這種風
格是舊保加利亞村莊的典型風格。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Grand Hotel Bansko 或 4*Green Wood Hotel & Spa 或同級
09. 班 斯 科 -21km/24m 杜 班 斯 科 -108km/1h50m 里 拉 修 道 院 -1.5h/120km 博 雅 納 教 堂
-18mh/10km索菲亞
★民謠欣賞：▲杜班斯科小鎮最聞名全世界的元素，除此之外，400 年石頭修道院內的壁畫也是不容
錯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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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修道院 (UNESCO,1983)：距離首都索菲亞 120 公里，位於里拉山麓深處，是保加利亞東正教
的總教堂，也是當地人驕傲的象徵。此深山中的修道院保存有 600 多件古文物，精緻的濕壁畫等等，
也因此 1961 年闢為國家博物館的此處，也是保加利亞藝術、建築、宗教以及教育的中心。
#里拉修道院入內需注意穿著，細肩帶、無袖上衣、短裙跟短褲者不得入內。#修道院內禁止拍照。
★博雅納教堂 (UNESCO,1979)：博雅納教堂由三座建築物組成，其東側的教堂始建於公元 10 世紀
末或 11 世紀初，稱作東教堂，為其最古老的部分，另一看點即是這裡保存有繪於公元 1259 年前後
的壁畫，遠久於文藝復興時期，充分體現了巴爾幹地區中世紀藝術風格，也使這座教堂為此地中世紀
畫作保存最完整的地點。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5*Sofia Hotel Balkan 或 5*Grand Hotel Sofia 或 5*Hilton Sofia 或同級
10. 索菲亞-168km/2h30m尼什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保加利亞東正教的大教堂，也是東正教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之一。
▲索菲亞教堂：▲總統府、▲索菲亞雕像▲地下的羅馬遺跡
▲尼什：君士坦丁大帝的出生地，理所當然自古以來成為了東西方交通的要衝，尼什的名稱是以流經
過該城市的「Navissos河」(意指仙女之河)命名。
＜餐食＞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ArtLoft Garni Hotel 或 4*Best Western Nis 或同等級
11.尼什Nis-1h10m/71km普列馬15m/9.5km朗丹山國家公園-1h/60km尼什
★朗丹山國家公園：搭乘★4X4的四輪傳動車前往朗丹山國家公園，魔鬼之城是公園內最大的亮點，
獨特的岩層，由數百個蘑菇狀石柱組成，根據當地古老的傳說，這些石柱是參加婚禮的客人們被惡魔
的詛咒給石化的，因為當地的人並沒有遵守諾言將惡魔指定的人選獻上。石柱由2-15米不等的高度
組成，是新世界七大自然景觀的候選名單。
▲普列馬：因為距離查士丁尼大帝出生地(現馬其頓共和國陶雷修姆)非常近，大帝便下令興建此城，
且為巴爾幹半島中部地區大主教的所在地，此城鎮在查士丁尼大帝退位後，喪失了他的地位，西元615
年左右被棄城。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4* ArtLoft Garni Hotel 或 4*Best Western Nis 或同等級
12. 尼什-1h50m/107km加姆濟格勒-1h30m/90km傑爾達普國家公園-1h/65km/-克拉多沃
★傑爾達普國家公園(鐵門峽谷國家公園)：位於多瑙河畔，與塞爾維亞東部的羅馬尼亞接壤，佔地
64,000公頃，擁有該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美景和考古遺址。國家公園的峽谷沿著喀爾巴阡山脈
的山坡延伸近100公里，形成了多瑙河寬闊而深邃的部分。
★加姆濟格勒(UNESCO,2007)：以古羅馬皇宮聞名，由加萊里烏斯皇帝建造，眾多的塔樓與城牆，
一度被早期考古學家認為是軍營，但其實是皇帝為了紀念自己登基與表達對母親的尊重所打造，可惜
主體皇宮於西元7世紀時遭斯拉夫人摧毀。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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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4* Hotel Aquastar Danube 或同等級
13. 克拉多沃-246km/3h30m 貝爾格勒
★貝爾格勒要塞：由薩瓦河和多瑙河交匯處的舊城堡和卡萊梅格丹公園組成，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
萊德現代化的城市地區，是貝爾格勒最有人氣的旅遊景點。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主廚料理

＜住宿＞5*Metropol Palace 或 5* Hyatt Regency Belgrade 或同等級
14. 貝爾格勒伊斯坦堡
預計航班: TK 1084 2025/0010+1
★聖薩瓦教堂：教堂內供奉的聖薩瓦，為塞爾維亞東正教會的創始人和中世紀塞爾維亞的重要人物，
本教堂是全世界最大的東正教教堂之一。
▲新舊國會大廈▲米哈伊洛大公街▲自由廣場▲1999年北約轟炸區
▲卡萊梅格丹公園內的▲卡列門登堡：彈丸之地的城堡在歷史上曾發生過114次大小戰役。
▲斯卡達斯卡街：貝爾格勒最有藝文氣息的街，20 是寄出許多南斯拉夫的詩人街聚集於此，因此這
條街上也充滿了濃厚的波西米亞風，街道狹窄彎曲，卵石鋪地，古香古色，街道兩旁是一幢幢整齊的
紅瓦平房和式樣別緻的街邊小樓。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機場內用餐

＜住宿＞機上
15. 伊斯坦堡 Istanbul 臺北
預計航班: TK24 0145/1755 (11H10M)
搭乘清晨班機返回台灣！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兩吋相片 1 張。(白底彩色近照)
3. 財力證明(72 萬元以上)。
4. 訂金 50,000
5. 截止報名日期：出發日 45 天前

行者無疆旅行社 Spiritt Tour
104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48 號 4 樓
藍治濬 蘇琬婷 陳奕綸 蔡雅安 王律云
連絡電話：02-2500-0585
行者無疆旅行社網站：
http://www.spirit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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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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