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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四國遊

從 Perast 的巴洛克式岸鎮下車，再轉
乘坐短短約十分鐘的船程，將我們帶
到兩個小島中的一個小島，參觀著名
的岩石的聖母教堂。科托爾灣 Lady
of the Rocks。它是由岩石堡壘和下沉
裝有石塊，扣押船舶創造了一個人工
島，建設了「岩石聖母天主教堂」
。
「岩
石聖母天主教堂」在小島上佔了最大
的建築：旁邊附有一個博物館。還有
一個小禮品店靠近教堂裡，及小島西
端的導航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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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他們也紛紛佩戴這種潮流飾 力，戲劇和美術的前衛力。
品。之後，領帶也成為歐洲人的文化
優雅標誌，進而風靡全球。
盧布爾雅那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目前
仍是斯洛文尼亞通往意大利、奧地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利、巴爾幹諸國的國際鐵路樞紐。盧
布爾雅那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市區的
斯洛文尼亞（斯洛文尼亞語：Sloveni- 街道上安裝供暖設備的城市，在冬天
ja）是一個位於中歐南部，毗鄰阿爾 的街道上看不到冰雪痕跡。
卑斯山的小國。西鄰意大利，西南通
往亞得里亞海，東部和南部被克羅地
亞包圍，東北有匈牙利，北接奧地利。
斯洛文尼亞國土面積為 20,273 平方
公里，全國人口約 205 萬人。斯洛維尼
亞在 1991 年之前為前南斯拉夫社會
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一個加盟共和
國。1991 年 6 月 25 日獨立。

斯洛文尼亞自然資源非常豐富：湖
泊、高山、溶洞、森林、海濱等等自然
景色美不勝收。如詩如畫的純樸鄉間
小路，恬靜悠閒的迷人村莊。翠綠的
森林環繞著山峰，恬靜的湖泊如翡翠
黑山 MONTENEGRO
般的，懸崖下明鏡般的湖面反映阿爾
博物館與教堂裡面收藏歐洲部分最 卑斯山雪白的倒影，這般奇景你能不
黑山 Montenegro 是東南歐國家。它在 好的名畫，從幾百年開始已經收集了 愛上它嗎！
亞得里亞海海岸到西南，是由克羅地 不少名作：從 Perast 一個著名的 17 世
亞接壤，西面，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 紀的巴洛克風格的藝術家畫作。他最
那西北部，人口六十多萬。
重要的繪畫，長 10 米，是聖母之死。
此外，還有由意大利藝術家，科托爾
黑山原為 1910 年建立的黑山王國，一 聖洛夫羅 Dobri𥚃
evi𥚃
的畫作，還有一
戰後加入新成立的塞爾維亞人、克羅 個 著 名 的 圖 標，Jacinta Kuni𥚃
-Mijovi𥚃
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王國，二戰後 她花了 25 年完成的刺繡掛毯：她等
成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待她心愛的人，一個漫長的 25 年的
的六個加盟共和國之一，南斯拉夫的 日子𥚃，她除了用金、銀纖維繡這幅
四個加盟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 掛毯之外，她還用自己的頭髮同時繡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馬其頓）在 上去了。最終，她眼睛也瞎了。
1990 年代初獨立後，黑山和塞爾維亞
成為了南斯拉夫僅存的兩個加盟共
和國。

普列舍仁廣場 Preseren Square 非常受
當地人和旅客的歡迎，即使不是在慶
祝典禮的時候，也是處處熱鬧非凡，
高架車吊起汽球和小禮物從高空中
扔下，使拿到禮物的人歡喜若狂！另
一頭給小朋友玩泡泡，拿起大圈圈沾
上泡泡液，隨著風向吹，變成大大的
泡泡球，小孩子們玩得興高采烈！玩
音樂的也垃起風琴，期望過客投下一
兩歐元。

藝品，木頭、鐵絲、銅線、小珠珠等等
小玩意出售，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
方！咖啡店及餐館無處不在，作為一
個遊客，在一個具有魅力的地方，享
受美食之餘，也不忘提醒自己，好好
照顧身體，才可以常常到處走走看看
呀！
斯 洛 文 尼 亞 ( Slovenia ) 最 熱 門 的 景
點－波斯托伊納洞穴(Postojna cave)。
波斯托伊那溶洞位於盧布爾雅那西
南 54 公里，是世界最長、最大溶洞之
一。它位於斯洛文尼亞西南部喀斯特
高原上，洞長 24 千米，溶洞由地下暗
流在石灰岩地層中歷經三百萬年溶
蝕而成，深入地下達 200 米。有隧道相
連，遊客從入口處進去是需要坐小火
車(每趟 20 分鐘車程)進去大廳，小火
車說小也不小，可以乘載整百人呢！
寛闊的大廳形似一巍峨宮殿，可容納
千人，可想而知之大！

近兩個小時的旅程包括來回乘坐小
火車和步行一段 1.7 公里沒有台階的
斜坡，觀賞曲折幽深的山洞長廊。洞
內是數不盡的石鐘乳、石筍、石麺條
等等。洞內常年只有 8℃，怕冷的人最
好帶上一件外套。喜歡整個溶洞中只
採用最普通的自然光，喜歡溶洞內乾
乾淨淨，喜歡洞內空氣清新令人舒
服！值得推薦！

黑山境內主要是山脈、丘陵，只有沿
海地區為狹長的平原，房子沿著山壁
而建，其中西北部的科托峽灣(塞語：
Boka Kotorska)為歐洲位置最靠南的
峽灣(即狹長的海灣)，該峽灣東岸有
古城科托爾，現已列為世界遺產。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最大的城市－
盧布爾雅那(Ljubljana)是一個文化城
市，地處阿爾卑斯山山麓的河谷盆
地，風景宜人，位於意大利和奧地利
之間，城市的建築氛圍明顯受到了來
自奧地利和意大利的強烈影響，並且
相當普遍地改變為新藝術運動建築，
與保存下來的早期的巴洛克風格的
建築一同存在，皆具特色。

科托爾是最美麗的黑山沿海城市之
一。為 Mediterrannean 唯一的峽灣，這
個海灣在 2000 年 7 月 加入到世界上
25 最美麗的海灣名單。

原來領帶的發源地是克羅地亞！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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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 VENICE
盧布爾雅那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交
在第十天完成了克羅地亞、黑山、斯
響樂團樂團之一：有眾多劇院，博物
若文尼亞三國的行程，離開斯若文尼
館和畫廊。融合了德國、地中海及斯
亞，經過一段段的農田和一片片綠
若文尼亞的文化。每年有數不盡的
地，往北直奔意大利的(Venice)威尼
的文化活動在這裡舉行，其中包括有
斯。到達威尼斯對岸的小碼頭，搬下
10 個國際電影節。可想而知盧布爾雅 普列舍仁廣場遍佈文藝復興風格，美 行李坐上小船，行駛約半小時就到了
那人有不同領域的藝術、音樂欣賞 麗的古老建築，雕像，河流與橋樑。除 威尼斯。
了大小商店，還有純手工製作的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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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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