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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歐洲 巴爾幹半島 斯洛維尼亞 克羅埃西亞 健行 12 天 

  

出發日期： 2023/07/15～26 

費用： 

每位 $132,000 元  (暫定價，出發前一個月會重新報價) 

因應航空票價變動、匯率、原油價格等因素，會於出隊一個月前最後確認

活動費用 

費用包含： 山下行前會議、活動小手冊、往返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當

地食宿、交通、領隊小費、保險、簽證費用、行政費用等等。 

訂金： 每位 $20,000 元，最晚需於出團 2 個月前繳交，若是提前成團會通知提

早繳交 

活動等級： A 級適合一般大眾 

巴爾幹半島朱利安阿爾卑斯山，環境優美配上石灰岩地形的侵蝕，河水清澈令人驚豔，

而且每天都是 Day trip，不用背重物，旅館盡量連續住二夜，走來輕鬆愉快，物價又便

宜。大力推薦! 

 

 

日 期 行程內容（航班時間為暫訂，正確出發時間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第一天  桃園-伊斯坦堡 TK025 航班 2140/0445(隔日抵達) 

晚上搭機前往伊斯坦堡轉機。 

第二天  伊斯坦堡-Ljubjana 魯比安納(斯洛維尼亞)-布列德湖 Bled-波西尼湖 

TK1061 航班 0655/0805 

轉機前往斯洛維尼亞首都魯比安納，抵達後搭車前往布列德湖，參觀城堡

及賞湖(約 3 小時)，後前往再前往斯洛維尼亞第一大湖—波西尼湖

Bohinj(523M)，時間可以先去看 Savica 瀑布。 

宿:湖畔旅館(二晚)    

http://www.y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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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Triglavski 國家公園健行  Presivec 山麓健行 

今天走 Julian Alps 山脈境內 Triglavski 國家公園的山徑及峽谷，由 Stara 

Fuzina 沿溪邊小路往 Presivec 山前進，此山號稱是波西尼的陽台，沿湖邊

陡上牧草地，經過展望台到達 Vogar 山屋，休息賞景後回 Mostnica 峽谷，

沿路欣賞溪谷美景，並上到 Savica 瀑布，約 8 小時輕鬆健行。  

第四天 Triglavski 國家公園健行 波西尼湖-克拉尼斯卡戈拉 Kranjska Gora   

今天前往文特加峽谷 Vintgar Gorge 健行(1.6K 單程，來回 2.5H)，河谷溪

流美不勝收，下午到Mojstrana的 Vrata 谷地走 Triglavska Bistrica Trail(單

程 10 公里，約 3 小時)，先到派瑞克尼克瀑布(Peričnik Waterfall)，她由二

個瀑布構成：高 16 米的上瀑布和高 52 米的下瀑布。穿過比斯特里察河

(Bistrica Creek)，爬上數十米高的峻峭斜坡就能够瞥見二個瀑布的全景。

上瀑布較難攀登，下瀑布的内側開鑿有巷子能够穿過，走到瀑布正下方，

看水流從身旁飛瀉而下。後沿平緩步道回 Mojstrana，再往克拉尼斯卡戈

拉。 

宿:當地旅館(二晚) 

第五天 Triglavski 國家公園健行 Kranjska Gora-Soca trail-Kranjska Gora 

奧地利、斯洛維尼亞、義大利三國邊界有一條著名的 Alpe Adria Trail，需

要 33 天，經由奧國最高峰大鍾山 Grossglockner、斯國 Soca 河谷等地，

然後經義大利 Trieste 附近注入地中海。其中 25 公里的 Soca trail 是

Triglavski 國家公園的精華，我們經 Vrsic 隘口 1611M 前往 Soca 河谷，途

中可看見 Ajdovska deklica 石臉像。由 Trenta 沿河谷起走，沿路河水切割

石灰地形，形成諸多峽谷美景加上清澈的溪水，令人讚嘆，到 Velika Korita

上車(約 15K 6-7hrs)，返回 Kranjska Gora。 

第六天 Kranjska Gora-波斯托伊納(鐘乳石洞) Prostojna Cave-克羅埃西亞

Rijeka  

上午前往波斯托伊納鐘乳石洞，喀斯特地形就是起源於此。進入洞穴後，

先是搭乘小火車在山洞中穿行，再步行近 2 公里長、上下一個接一個洞穴

探險，石筍、石柱造型怪異，最大洞穴稱音樂廳，可容納數千聽眾，再前

往附近出名的 Predjama Castle 洞穴古堡，傾聽主人的神奇故事後，五後

前往克羅埃西亞 Risnjak 國家公園(85K 約 2 小時) 。  

宿:於公園旁 Rijeka 的小旅館 

http://www.y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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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Rijeka- Risnjak 國家公園健行-Strarigrad  

上午先走 Kupa 河谷，是 Risnjak 國家公園最漂亮的步道，先下到 Kupa

河源頭的湧泉，再順著河邊步道走回車上。下午走公園入口 Crni Lug 的

Leski 步道(繞一圈 4.4 公里)。然後開車前往 Paklenica 國家公園旁的

Stargrad 住宿(約 350 公里。3.5 小時)。 

宿:當地海邊旅館(二晚) 

第八天 Paklenica 國家公園健行-札達爾 Zadar-Strarigrad 

上午走 Velika Paklenica，此公園由陡峭的石灰岩山壁構成，是攀岩聖地，

您可看到眾多男女老少都在此攀岩，蔚為奇觀。由入口走上山到隘口後轉

平路，續走到 Njivarska strana 看景後下山，午餐後前往海邊古城札達爾：

古城瀕臨海濱，城牆高大雄偉，城內保留著古羅馬時期的神廟遺跡，8 世

紀的聖多那教堂，聖安納斯塔西亞教堂及教堂旁高聳的鐘樓。城外，奇特

的海管風琴鑲嵌於路面，隨風發出清脆悅耳聲音，令人稱奇。 

第九天 Strarigrad -科卡國家公園 KARKA- Plitvicka 十六湖公園 

早餐後前往克羅埃西另一祕境 Krka 科卡國家公園：公園涵蓋 142 平方公

里，主要保護地為科卡河中下游流域，國家公園由於河川切割石灰岩地形，

可見落差極大的石灰岩台階，形成一道道美麗瀑布景觀，傍晚前往十六湖

公園。 

宿:當地旅館(二晚) 

第十天 Plitvicka 十六湖公園健行 

今天走普列提維切國家公園(十六湖公園)湖區：此地地貌奇特，景色別緻，

是世界自然遺產。進入國家公園，沿著山谷向下行走不一會，便是大瀑布

奇觀，走過瀑布又出現碧綠見底的大湖，湖的盡頭是斷岩，湖水從斷岩落

下，形成另一群瀑布，下面則出現又一美麗湖面，這斷岩層疊湖計有十六

個之多，故俗稱十六湖。行走在此近乎神奇境界，令人不勝陶醉。最後搭

船出公園(因門票包含入內與乘船，若天候不佳、維修等因素無法乘船則取

消乘船)。 

http://www.y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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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 Plitvicka 十六湖公園健行-Zagreb 札格拉布-伊斯坦堡 TK1056 航班 

2030/2340 

上午專車前往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拉布市區觀光。聖母升天大教堂，爬

山車上老城，老城廣場上聚集著市政廳、總統府、議會大廈等重要政府建

築，以及具美麗馬賽克圖案飾屋頂的聖馬克教堂，通過古石門則走向老城

市場。下午前往機場搭機往伊斯坦堡。 

第十二天 伊斯坦堡-桃園 TK024 航班 0145/1755 

清晨在伊斯坦堡轉機回桃園，結束 12 天行程。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

尚祈鑒諒。 

※行程中列明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

資料為準。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旅遊方式之權

利。 

http://www.yook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