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玫瑰節) 、塞爾維亞

- 參加保加利亞玫瑰谷卡贊利亞每年一度的『玫瑰嘉年華』

，早上在花田觀看玫瑰採摘儀式及民族歌舞表演。

- 安排入坐貴賓席，於下午近距離觀看花車及盛裝巡遊。

- 參觀玫瑰博物館，認識「液體黃金」玫瑰精油的珍貴。

- 前往因驚慄小說《德古拉伯爵》而聞名的吸血殭屍古堡

「布朗城堡」。

- 參觀聯合國世界遺產「維拉山谷修道院」。

悉心安排

- 索菲亞住宿Hilton/Intercontinental酒店或同級 (5星級)。

- 布加勒斯特連續2晚住宿Athenee Palace Hilton/JW Marriott

酒店或同級 (5星級)。

- 貝爾格萊德住宿Hyatt Regency/Metropol Palace/Hilton

酒店或同級 (5星級)。

- 羅馬尼亞傳統氣泡酒品酒體驗

LBFB11E
漫遊：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錫納亞 、布拉索夫) 、
保加利亞(索菲亞、普洛第夫、特里亞夫納、卡贊利亞(玫瑰谷) 、維勒托洛禾) 、
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尼士)

11 天

優雅住宿

美僎珍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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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教堂 由德國人修建，原屬羅馬天主教。
1689年由於遭到了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軍隊攻
擊，教堂被焚，牆被燻黑。重建後，外牆仍然
呈現焦炭色，故稱“黑教堂

是晚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專業領
隊陪同下乘搭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機經
伊斯坦堡轉機飛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
勒斯特。

Day

1

5月30日 (星期二)
香港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
Hong Kong  Bucharest

Day

2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住宿

Day 1 ～ ～ ～ 航機上

Day 2 ～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布拉索夫(羅馬尼亞)：住宿Teleferic 

Grand/Ramada酒店或同級

Day 3 酒店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住宿Athenee

Palace Hilton/Radisson Blu酒店
或同級 (5星級)

Day

3

吸血殭屍布朗城堡 建於14世紀，最早是用來抵
禦土耳其人的進攻。它的主人是生性殘暴的弗拉
德·德古拉君主。英國作家以他為原型創作了小
說《德古拉伯爵》，小說主角也成為了“吸血殭
屍”的代表。因此被稱為“吸血殭屍古堡”。

佩勒斯城堡及修道院 是第一任羅馬尼亞國王下
令建造的，擁有160個豪華房間成為王室的「避
暑勝地」。城堡位處於森林之中美輪美奐充滿德
國新文藝復興建築風情，如童話般美麗。

5月31日 (星期三)
布加勒斯特~錫納亞 ~    佩勒斯城堡
及修道院~布拉索夫(羅馬尼亞)~

黑教堂
Bucharest~ Sinaia ~
Peles Castle and Monastery ~
Brasov~Black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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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星期四)

布拉索夫~     吸血殭屍布朗城堡~

~    氣泡酒品酒體驗~

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

Brasov ~ Bran Castle ~

Sparkling Wine Tasting~Bucharest

錫納亞 被譽為「喀爾巴阡山脈的明珠」，夏天
是遠足和度假的避暑勝地，冬天又是滑雪勝地。

布加勒斯特 是羅馬尼亞的首都，素有“小巴黎”
之稱，城市中遍佈了很多法式的建築，除凱旋
門外，還有參照巴黎香榭麗舍大道而建的的
“統一大街”。

布拉索夫 羅馬尼亞中部城市，第二大工業中心。
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而被人冠以「國王的王冠」
的盛譽。此城市融合了德國與匈牙利風格。

氣泡酒品酒體驗 前往酒莊探索羅馬尼亞傳統氣
泡酒的釀造藝術，參觀酒窖及品嚐氣泡酒。



Day

4

Day

5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住宿

Day4 酒店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住宿Athenee Palace 

Hilton/Radisson Blu酒店或同級 (5星級)

Day5 酒店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特里亞夫納(保加利亞)：住宿Kalina Palace酒店或同級

人民宮 曾是全球僅次於五角大廈的單一建築。

主要建材為瑰麗的大理石，至少三千盞的華麗

水晶燈，精雕木飾門，鑲有金框的超大天窗，

古典豪華有如歌劇院般的會議室，內裡的富麗

堂皇令人咋舌。據說地下室還有防核室及祕道

等。堪稱是已故總統壽西斯古好大喜功、不顧

人民生活艱辛的經典之作。

REF：2022-004-LBFB11E -20230315

6月2日 (星期五)
布加勒斯特~      雅典娜音樂廳~
聯盟廣場~     人民宮(壽西斯古宮)~
凱旋門~      壽西斯古大宅

Bucharest ~ Athenaeum Concert 
Hall ~Piata Natiunile Unite ~
House Of People ~ The Arc of 
Triumph~ Ceauşescu Residence

雅典娜音樂廳 由法國建築師設計，有華麗的希

臘式列柱門廊及輝煌的巴洛克式穹頂，是布加

勒斯特最引人注目的雄偉建築之一，目前為國

家交響樂隊和世界知名樂隊的演出劇場。

凱旋門 為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所建。

壽西斯古大宅 於1960年代中期精心打造的豪

宅，當時被稱為“春宮，大宅設有電影廳及一

個室內游泳池，還有各種先進的醫療SPA設備

儀器。

6月3日 (星期六)
布加勒斯特~維勒托洛禾~

沙皇城堡~       古城區~
卡贊利亞玫瑰谷(保加利亞)~
特里亞夫納
Bucharest ~ Veliko Tarnovo~ 
Tsarevets Castle ~Old Town~
Kazanlak~ Tryavna

維勒托洛禾 保加利亞三大古都之一。 12至14

世紀的第二代王國之首都，繁榮程度直逼拜占

庭帝國，揚特拉河配合古城紅色的屋頂，是座

集古典與現代的美麗山城。

沙皇城堡 又名查雷威茲城堡。這座結合古巴爾

幹、羅馬與拜占庭式城堡，原為土耳其總督的

住宅後改建成宮殿。可惜於1393年被鄂圖曼帝

國摧毀了大部份建築物，如今只留下現在只遺

留下處處斷垣殘壁的廢墟。

卡贊利亞玫瑰谷 谷地長約120公里.寬10公里，

是保加利亞種植和出產玫瑰製品的重鎮，同時

也是全世界玫瑰花相關產品的出口中心，因此

獲得「玫瑰谷」的美稱。玫瑰谷四周圍繞着避

風的山巒，水源豐沛源，氣候溫和，土壤肥沃。



Day

6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住宿

Day6 酒店 自理 當地餐廳
普洛第夫(保加利亞)：住宿Landmark Creek

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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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星期日)
特里亞夫納~卡贊利亞(玫瑰谷)~ 

卡贊利亞玫瑰節~     玫瑰博物館~
普洛第夫(保加利亞)
Tryavna ~ Kazanlak （The Valley of 
Roses）~ Rose Festival ~ Rose
Museum ~ Plovdiv

卡贊利亞玫瑰節

官方正式將6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日定為「玫瑰

節」。而最早的「玫瑰節」起源於二十世紀初，

從前是在地花農的自發性活動，久而久之漸漸

成為保留玫瑰油生產的傳統盛事，至今已舉辦

了一百多屆。

早上前往玫瑰谷花田，在花田觀看身穿傳統民

族服飾的保加利亞男女採摘儀玫瑰式及民族歌

舞表演。

下午回到城中參加玫瑰花車巡遊、「玫瑰皇后」

評選等，投入當地的民俗風情中。

玫瑰節期間，卡贊利亞小鎮中心廣場會搭起舞

台，並在四周架設攤販、販售當地小吃及各種

玫瑰花的相關產品，如玫瑰花蜜、玫瑰精油、

玫瑰晶皂、玫瑰純露、玫瑰花醬、玫瑰釀酒、

玫瑰花茶……等，甚至還有許多玫瑰圖案的餐具

組合，從保養到食用產品都應有盡有，還有葡

萄酒和酸奶也是當地的特別名產，

為方便客人更能感受卡贊利亞玫瑰節的熱鬧氣

氛，是日午餐為客人自理，讓客人自行選購及

品嚐場內的當地美食。

註: 玫瑰節流程及時間，最終以主辦單位安排為

準。玫瑰數目多寡亦受天氣影響，敬請留意。

玫瑰博物館 記錄了玫瑰精油發展史，從產地到

提煉到分銷包裝，也展示了各個時期的工具、

道具。認識「液體黃金」玫瑰精油的珍貴。



Day

7

Day

8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住宿

Day7 酒店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索菲亞(保加利亞)：住宿Hilton/Sofia Balkan/ 

Intercontinental酒店或同級(5星級)

Day8 酒店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尼士(塞爾維亞)：住宿Ambasador/Best Western

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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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第夫 保加利亞第二大城也是色雷斯人的

古城。在羅馬帝國時期為色雷斯省的首府，修

建了大量公共建築、教堂、公共浴室和露天劇

場等。如今然可看到大量羅馬時代建築的遺址。

6月5日 (星期一)
普洛第夫~      古城區~    古羅馬競技場
~     古羅馬劇場~索菲亞
Plovdiv ~ Old Town ~ Roman 
Stadium ~ Roman Theatre ~ Sofia

古城區 曾作為守衛用的城堡。是傳統建築的精

華， 城內的許多狹窄的街道至今還保持著古老

的風貌，居民房屋上層都用斜拱承托，層層凸

出，頗具特色。

古羅馬競技場 位於市中心步行街地下，如今地

面上露出的只是競技場一小部分，絕大部分還

被埋在步行街及周邊房屋的地下。

古羅馬劇場 是在一次施工中偶然發現的。劇場

全部用白色大理石依山砌成，由下至上有20排

大理石座位呈扇形包圍著舞臺，是目前保加利

亞保存最完好的古劇場。

6月6日 (星期二)
索菲亞~      索菲亞紀念碑~    
亞歷山大納斯基教堂~
維拉山谷修道院~尼士(塞爾維亞)

Sofia ~ Sofia Monument ~ 
Cathedral Saint Alexandar Nevski~ 
Rila Valley Monastery ~ Nis

索菲亞 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這個城市裡交

錯著東羅馬帝國、伊斯蘭及土耳其文明。

索菲亞紀念碑 是座高聳而立的青、紅銅合製

雕塑，是備受尊崇的市內地標。

亞歷山大納斯基教堂 巴爾幹半島最大的東正

教堂，於市中心的昔日皇家宮殿御用的教堂。

維拉山谷修道院 坐落在山谷里，海拔1200 米，

佔地8800平方米。修道院建在一條溪流之上，

很像中世紀的城堡，整個建築布局緊嚴，包括

不同時期建造的教堂、防禦塔和一座半圓形的

四層樓，此樓分為東西南北四部分，共有300

個房間，過去曾經同時供上萬名朝聖者在此住

宿。修道院的壁畫，是公元19世紀保加利亞

宗教畫中最傑出的作品。



Day

9

Day
10-11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住宿

Day9 酒店 當地餐廳 酒店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住宿Hyatt Regency/ 

Metropol Palace酒店或同級 (5星級)

Day
10-11

酒店 中國餐館 ~ 航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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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士 塞爾維亞第三大城市、巴爾幹半島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享有「帝皇之都」的美譽。因

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和康斯坦提烏斯三世均

出生在這裡。

6月7日 (星期三)
尼士~      尼士城堡~
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 自由購物
Nis ~ Nis Fortress ~ 
Belgrade~Free for Shopping

尼士城堡 城牆長約2.1公里，高8米，厚3米，

堡壘的石牆和大門保存完好，城堡內還有各個

時期留下來的遺跡，多數建築已成廢墟。從

1996年起，城堡就成了尼士電影節的舉辦地。

貝爾格萊德 意為「白城」。是南斯拉夫首都。南斯

拉夫解體後，它又成為塞爾維亞和黑山的行政、立

法首都，直至2006年黑山獨立後成為塞爾維亞首都。
聖沙華教堂 是一座塞爾維亞東正教會教堂，

是全世界最大的東正教教堂之一，位世界最大

教堂之列。

卡里麥坦城堡 座落在多瑙河與薩瓦河的交匯

處，將貝爾格萊德一分為二，可攻可守。是一

個重要的軍事要塞。

稍後前往機場乘搭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機經伊斯
坦堡轉機飛返香港。航機於第 11 天安抵香港
國際機場。

1) 以上行程之先後次序，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
位安排為準。

2) 以上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節日、假期或特殊情況
下關閉或休息，將另作安排。

3) 如遇展覽會或特殊情況下，將改住宿鄰近城市之酒
店代替。

4) 領隊可按實際情況安排觀光停留時間。
5) 程內酒店星級，均以行程印刷日期當時官方網頁資

料說明為準。

6月8-9日 (星期四、五)
貝爾格萊德~     聖沙華教堂~ 

卡里麥坦城堡香港
Belgrade~ St. Sava Church ~ 

Kalemegdan Castle~ 
Belgrad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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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包括：
➢ 行程上所列明之觀光節目、膳食、酒店住宿、來回團體經濟客位機票及當地交通。
➢ 機埸稅，保安稅，燃油稅，機埸建設費及本公司行政費等，如因航空公司調整前述之稅項收費，本公司將

會向客人追收/退回差額。
➢ 旅行團服務費：香港領隊、導遊及旅遊車司機服務費。
➢ 旅遊業監管局外遊費之 0.15% 作為『印花成本』。

團費不包括：
➢ 旅遊證件及各國入境簽證費用。
➢ 因私人交通阻延、罷工、颱風或其他突發情況而非本公司所能控制而引致之額外費用。
➢ 香港旅遊業監管局(TIA)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綜合旅遊保險。為確保客人獲得適當保障，客人參加本公司旅

行團，必須購買本公司提供之旅遊保險。

備註：
1. 酒店：根據行程表內所列之酒店或同級，以兩人共用一房為標準。單人房附加費則以一人佔一房。
2. 膳食：行程表內所列之團餐、交通服務供應商所提供之膳食則以其最終安排為準。
3. 當地交通：採用空氣調節遊覽車。
4. 觀光：各項遊覽節目均按照行程表內所列之景點及入場費為根據。如遇特殊情況下未能或不便進入，將另

作安排。
5.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6. 行李：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一件，規格以交通供應商為準。寄艙行李數量或重量需視乎交通 /航空公司而

定。如行李額外超重，費用需由客人承擔。
7.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8. 小童收費：年齡由 2 歲至不足 12 歲，與兩位成人同房及不佔床位為準。以下情況除外：一位成人帶同一

位小童報團，則小童亦需繳付成人團費。
9. 隨團領隊或當地導遊：沿途安排及介紹。若團人數在15人以下，本公司保留派隨團領隊之最終決定權，

團員不得籍故反對或退出。
10. 自費項目費用如有改動均以當地公佈價格為準。
11. 本產品不設茶會服務，敬請留意。
12.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當日參觀時可能會因天氣或其他原因影響原有之景觀，敬請留意。

重要事項 :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細閱"旅行團責任細則及條款"。一經付款，則代表清楚及明白有關細則及條款。客
人可於本公司網頁索取或向職員查詢。
生效出發日期：2023年3月1日起。

LBFB11E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玫瑰節) 、塞爾維亞11天

出發日期 2023年5月30日

成人(佔半房) $29,998起

小童(不佔床) $25,998起

單人房附加費 $6,000起

*凡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以佔房人數計算)，需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以上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個別日子團費會有所不同, 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敬請留意。

早報名優惠
$1,000 

優惠日期，敬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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