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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 CROATIA
我們一團從美國出發的 22 位朋友，
90%是退休人士，趁着年輕一起参加
這趟從 Croatia /Venice 12 天遊。第一
站來到 Croatia 克羅地亞 的城市 Dubrovnik 杜皮羅夫尼克。

克羅地亞(前南斯拉夫)是歐洲四十
多個國家之一個小國家，也是地中海
——亞得里得海國家，它同时擁有高
山和平原，沿海和内陸。面積 56542
平方公里。人口約 439 萬。首都在薩
格勒布 Zagreb。克羅地亞首都薩格
勒布 1094 年建城。
第二天早上，大家準備好出發，沿著
普利特維採湖探索，經過一層層茂密
的森林，一個個大瀑布，小瀑布呈現
在眼前，大湖小湖圍繞著你我之間，
身在其中，使人賞心悅目！湖水因光
線的角度而呈現出不同或藍或綠的
夢 幻 色 彩，大 家 稱 為「歐 洲 的 九 寨
溝」
。22 位團 員雖然慢走將近四小
時，也不覺得累，越過普利特維採湖
的森林，靜觀四周明鏡般的湖面，依
舊令人心曠神怡！終於走到小碼頭，
三分鐘乘坐小渡船，就到了對岸，往
前繼續走幾分鐘，原來我們的旅館就
在不遠。

SPLIT 斯普利特，市內人口約有 18
萬，是一座位於地中海畔、亞得里亞
海東岸的克羅地亞南部港市。是達爾
馬提亞地區最大都市，也是克羅埃西
亞第二大城。同時，斯普利特亦是區
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若以古羅馬戴
克里先宮始建造期（305 年）起計算，
該市已有 1700 年歷史。

在 1979 年，斯普利特的歷史中心與
戴克里先宮殿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斯普利特是克羅地亞的文化
中心之一，其文學傳統可追溯至中世
紀。
Dubrovnik 杜皮羅夫尼克，約有 800
多年歷史的杜布羅夫尼克古城區，曾
歷經不少天災人禍，使得古城嚴重受
損；現所看到的規模，多半是 1995 年
重建。這是條早期為防禦用的石造城
牆，長達 1940 公尺，高約 25 公尺、厚
度更高達 6 公尺，把佔地約 979 平方
公里的古城團團包圍。花一兩個小時
步行登上環繞古城區的石造城牆，可
眺覽小鎮迷人的美景。

普利特維採湖 LAKE PLITVICE，是
克羅地亞著名風景區。原生森林，16
個相互連接的天然湖泊組成，所以俗
稱 16 湖國家，面積有 75 公頃。我們分
兩次參觀普利特維採湖。到達普利特
維採已經是下午，我們花一個多小時
先看看普利特維採湖的最高峰，先坐
巴士到山頂，沿著棧道斜坡慢慢走上
去，望下去就看到普利特維採湖茂密
的森林，清澈的湖泊以及湍急的瀑
布！最高的瀑布從 70 米高的岩壁上
飛流直下瀉入湖泊，風景如畫，
「美麗
的湖泊」的確是名不虛傳！

聞名遐邇的斯普利特海濱，吸引許多
遊客到來，坐在咖啡廳，面對著海洋
來一杯冰啤酒，喝一杯熱咖啡，再來
兩份冰淇淋或蛋糕，都是大家的最
愛。艷陽高照的濱海大道，也是整個
城市最熱鬧的中心地帶。如果還有充
足的時間在老城區閒逛一下，岸邊有
不少小攤位販售當地手工縫製的背
包、袋子、小項鍊等飾物。在炎熱的大
理石街道漫步，悠揚悅耳的海風及浪
聲成為亞得里亞海的浪漫情懷是整
個地區最美的海岸城市。

歐洲的美食佳餚，令人垂涎！海鮮燒
烤，美味可口，幾乎都是原汁原味，除
了炸鮮魷和炸馬鈴薯條，沒有其他油
炸品。喜歡他們的配菜：馬鈴薯泥和
波菜或野菜一起混合烹調，味道特
佳！湯類有蔬菜湯、魚湯和牛肉湯最
為普遍。每個地方的啤酒具有特色，
香醇順口。歐洲人愛吃冰淇淋，幾乎
每個人都在吃冰淇淋！而且他們的冰
淇淋口味繁多，尤其是克羅地亞的老
城區，有著名的威士忌冰淇淋，酒味
醇香，實在好吃，無法扺抗！可惜後來
原來領帶的發源地是克羅地亞！歐洲 都找不到！
三十年戰爭期間(1618-1648 年)，克羅
地亞輕騎兵到巴黎，當時克羅地亞兵
喜歡配上傳統軍服的彩色領巾。路易
十四時期，克羅地亞這種獨特的用彩
巾糸結在脖子的風格，征服了高傲的
巴黎人，他們也紛紛佩戴這種潮流飾
品。之後，領帶也成為歐洲人的文化
優雅標誌，進而風靡全球。

普利特維採湖其獨特的天然秀色和
科學價值，於 1980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委員會列
入世界遺產名錄。
扎達爾 ZADAR 距離十六湖約兩小時
車程的臨海城市，位置坐落於亞得里
亞海旁。在羅馬帝國達馬齊亞省的首
府。到處可以看到羅馬人豐富的歷史
文化留下的痕跡。羅馬廣場，舊城門
及札達爾的地標聖多那教堂外觀，及
少見的圓形建築形式。唱詩團隊哼著
聖歌，一來為遊客帶來悠揚悅耳的旋
律，二來也為團隊出售 CDs 增加收
入。
SPLIT 斯普利特，佩里斯蒂爾的埃及
斯芬克斯人面獅身像依然存在，(sv.
Duje）聖杜依大教堂的和諧與華麗依
舊，遊客們喜歡在斯普利特.佩里斯
蒂爾宮殿中心拄廊環繞的露天廣場
蹓躂，欣賞一下羅馬風格的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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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三亞旅遊局和江西省旅遊局為了推廣當地旅遊，於今年十月二
十八日至十一月八日，舉辨「
2016 年北美千人遊三亞江西」
，
歡迎美國及加拿大人參加。
食宿遊玩精彩，全程遊玩不包括美中來回機票只收費美元
$499.00,包括從美國芝加哥或西雅圖機票收費美元$1398.00。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無購物輕鬆玩！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美加只此一次千人遊，有興趣者請早日報名。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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