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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亞：歐洲最古老國家之一的狂野威嚴 

         2023 年 05 月 09 日～21 日 

《行程特色》在保加利亞尋找一些隱蔽和人跡罕至的地方:巴爾幹山脈的山峰和無盡

的山谷間輕鬆健行。時間在這裡，就是用來浪費的；帶著舒展的調子，我們在希臘

邊界之地旅行。會遇到安詳的村民，緩慢有序的生活節奏，以及清新乾淨的環境，

都是我們曾經嚮往卻不復存在的生活模樣。 

 

第 1 天 台北/伊斯坦堡 TK025 21:55/06:00+1 交通工具：飛機 

2023/05/09 

Tue 

晚上搭乘土耳其航空公司飛機出發直飛伊斯坦堡。

飛行時間約 12 小時。行李直掛目的地。 

 宿：機上過夜 

 

第 2 天 伊斯坦堡/索非亞  TK1027 09:05/09:20 交通工具：飛機+巴士 

2023/05/10 

Wed 
飛行時間約 1 小時 15 分鐘。保加利亞是歐洲

最古老的國家之一，即使在今天，它仍然保

留了許多傳統。這個國家呈現出現代生活與

古代文化的融合。面積僅有 110,000.平方公

里，從美麗的海

灘，令人驚歎的

山野健行、多元

文化到古城中令人驚嘆的歷史遺跡、和世界級

的考古寶藏 - 提供了人們最好的東歐體驗。 

參觀索非亞 - 在羅馬時

代，這座城市迅速繁榮起來，由於位於巴爾幹半島的

中心位置，它成為君士坦丁大帝最喜歡的城市，甚至

考慮將其作為羅馬帝國的首都。首都保加利亞建築在

其動蕩的歷史中被許多不同的文化所塑造。老城區中

心主要由 19 世紀的建築組成，融合了巴羅克式，新古

典主義，比德邁和新藝術運動風格。索菲亞的所有主

要景點都位於環城公路內，步行即可輕鬆抵達。探索

蜿蜒曲折、部分鵝卵石鋪成的街道、公園和寬闊林蔭

大道的市場和廣場、花卉市場。 

 宿：Metropolitan Hotel Sofia 

 

第 3 天 索非亞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1 

Thu 

不是每個首都的附近都有一座山！維托沙(Vitosha)山距離索菲亞市中心僅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保加利亞：歐洲最古老國家之一的狂野威嚴十三日遊 

 

第 2 頁，共 11 頁 

20 公里，是巴爾幹半島上最古老的自然公園，

非常適合在樹林和草地上輕鬆健行。有各種各

樣的野生動物、鳥類等。在開闊的高山部分可

以看到 Vitosha 鬱金香 (Trollius europaeus) 的

球狀黃色花朵。在其領土上發現的蘭花種類多

達 30 種。從西蒙諾沃

(Simeonovo to savour)乘坐纜車，毫不費力地欣賞

美景:2290 米的切爾尼弗

拉(Cherni Vrah)山峰。中

午在山腳下的 Aleko 小

屋享用傳統保加利亞餐

廳。博雅納教堂被譽為「索非亞王冠上的明

珠」，是保加利亞著名的

東正教教堂，地處保加利

亞首都索非亞以南約

8000 米處，維托沙山麓

索菲亞南郊的博亞納村。 

博雅納教堂由三座教堂組成，儘管其建造年代和

風格各不相同，但卻 組成了一個和諧的建築整

體。三座教堂的平面 均呈正十字形，上面建有圓

屋項，外表裝飾富 麗，其中兩個最古老的教堂

還用陶瓷片進行了裝 飾。 

博雅納教堂最著名的 則當屬它的壁畫，其中尤以

《最後的晚餐》和聖 像畫最為著名。壁畫中人物

的面部表情及眾-、卡洛揚和皇族成員的面部表情非常生動，具有明顯的

現實主義色彩，且十分接近當地民間藝術，是中古保加利亞藝術最傑出

的成就。 
 宿：Metropolitan Hotel Sofia 

 

第 4 天 索非亞/普羅夫迪夫(Plovdiv/145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2 

Fri 

普羅夫迪夫強烈聲稱自己是歐洲最古老的持續有

人居住的城市。出土的羅馬體育場、堡壘等廢

墟，證明與古文明曾經的連結。普羅夫迪夫位於

從西歐到小亞細亞的重要內陸路線上的兩座廣闊

山脈之間，幾個世紀以來被色雷斯人，希臘人，

羅馬人，拜占庭人和奧斯曼帝國征服。每一個都

對城市的建築及其藝術和文化生活產生了不可磨

滅的影響。 

老城區擁有蜿蜒曲折的鵝卵石街道和優雅的複興

時代聯排別墅，非常適合旅人悠閒漫步。無車鵝

卵石街道、傳統民居與普羅夫迪夫的羅馬遺跡融為一體。尤其是 Uli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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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orna 上的房屋，都是半木結構的。幾乎在每

個角落，小麵包店都出售美味的奶酪餡糕點

(banitsa)，配上小麥麥芽飲料(boza)享用。 

在當地人最愛的 Pavaj 餐廳用餐，體驗不太常

見的區域特色菜:一種由酸奶、大蒜和蒔蘿製成

的冷湯(Tarator)、由

番茄、黃瓜、洋蔥、歐芹和絲狀奶酪絲製成的

清爽沙拉(shopka salata)，還有被認為是保加利

亞國酒的水果白蘭地(rakia)。 

距離普羅夫迪夫僅 15 英里，座落在羅多皮山

腳下的懸崖上，是阿森要塞(Asen Fortress)遺

址，這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中世紀建築，多年

來先後被拜占庭人、十字軍佔領和擴建;還有保存

完好的兩層樓的彼得

里奇教堂。聖殿本身

位於第二層，壁畫可

以追溯到 13 世紀。 

在保加利亞餐廳(Mehena)用晚餐時，舞台或庭

院會有傳統舞蹈表

演。炭烤肉、煲仔飯、蘑菇串、哈羅米奶酪、

酸奶和新鮮的 shopska 沙拉是推薦菜單。 

住在老城區一座傳統的保加利亞文藝復興時期

的的酒店:木製古董床增添了地道的氛圍。體驗

19 世紀在保加利亞生活的感覺、幾乎所有的地

標都在這裡，包括羅馬圓形劇場、大部分藝術畫廊和博物館，步行片刻

即可抵達 Nebet Tepe，這裡是觀賞日落的最佳地點。 

 宿: Hotel Evmolpia 

 

第 5 天 普羅夫迪夫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3 
Sat 

自 15 世紀以來，卡帕納(Kapana)一直是一個工匠

區。它形成於該市最大的商隊旅館 Kurshumhan

周圍。街道以不同的手工藝命名:Zlatarska（金匠

街）、Zhelerarska（鐵匠街）、Kozhuharska（毛皮

街）。今天，這些街道上大多有咖啡館和酒吧，

但也有一些手工製品的作坊和商店，兼具活力與

歷史感。 

古代普羅夫迪夫衛城的三個城門之一

(Hissar Kapia)是進出老城必經之路；隱藏在老城

門周圍房屋後面的是早期的拜占庭式南圓塔、和

與城門一起形成防禦綜合體的工事牆遺跡，最初建於公元 5-6 世紀左右。

有人認為普羅夫迪夫是歐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與特洛伊和邁錫尼並

https://www.google.bg/maps/place/%D0%A5%D0%B8%D1%81%D0%B0%D1%80+%D0%BA%D0%B0%D0%BF%D0%B8%D1%8F/@42.1497354,24.7528186,18.58z/data=!4m5!3m4!1s0x0:0x3f618e987db6a83f!8m2!3d42.1497891!4d24.75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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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比羅馬和雅典還要古

老。 

老城在普羅夫迪夫的三座

山丘上(Nebet Tepe、

Dzhambas Tepe 和 Taksim 

Tepe)延伸。Nebet Tepe 也是一個考古遺址。如果

在白天參觀，將看到 6000

多年前的城牆、塔樓的古

建築遺跡。 

Hindliyan 房屋是老普

羅夫迪夫保存最完好

的房屋之一，曾經屬

於一位富有的亞美尼亞商人。可以看到世紀

豪宅華麗的牆壁裝飾和家具，講述了一個家庭的故事。一個房間 19 的

壁畫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手工繪製；豪華咖啡廳、產房:專供婦女分娩時

被隔離，食物只從窗戶帶來。木材商人盧卡·巴拉巴諾夫（Luka 

Balabanov）故居和 Hindliyan 房子共享同一個院

子。 

工藝品街 Stramna 是老城區中心的一條非常小而舒適

的街道，但即使有意尋找也很少有人能發現它。它的

名字意為“陡峭”，完全實至名歸。街道本身幾乎完

全是樓梯，沿著兩邊可以找到當地工匠的作坊和工作

室。 

在 Stramna 街上，拜訪保加利亞唯一一位仍

然以傳統方式製作正宗保加利亞服裝的大師:

完全手工製作，使用同樣的舊技術和材料。

在那裡可以買到手工製作的羊毛包。附近還

可以看到鐵匠的工作室、麵包店。 

市中心 Smokini 餐廳距離普羅夫迪夫的主要

街道僅幾步之遙。據當地人和遊客稱，它是城裡最好的餐廳之一。美味

的食物、優質的服務和舒適的氛圍。 

 宿：Hotel Evmolpia 

 

第 6 天 普羅夫迪夫/羅多比山脈(103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4 
Sun 

如果你問保加利亞人，他們最喜歡保加利亞的哪

個山脈，他們中的許多人會

說羅多比山脈（Rhodope），

山脈位於巴爾幹半島的中心

地帶，東西綿延 225 公里，

南北長達 100 公里，橫跨保

加利亞和希臘的邊界，平均海拔 785 米。這裡有豐

https://www.google.bg/maps/place/%D0%9A%D1%8A%D1%89%D0%B0-%D0%BC%D1%83%D0%B7%D0%B5%D0%B9+%E2%80%9E%D0%A5%D0%B8%D0%BD%D0%B4%D0%BB%D0%B8%D1%8F%D0%BD%E2%80%9C/@42.1498685,24.7510529,18.54z/data=!4m5!3m4!1s0x0:0x952933216d3fc220!8m2!3d42.149899!4d24.7512612
https://www.google.bg/maps/place/%D1%83%D0%BB.+%E2%80%9E%D0%A1%D1%82%D1%80%D1%8A%D0%BC%D0%BD%D0%B0%E2%80%9C,+4000+%D0%A1%D1%82%D0%B0%D1%80%D0%B8%D1%8F+%D0%B3%D1%80%D0%B0%D0%B4,+%D0%9F%D0%BB%D0%BE%D0%B2%D0%B4%D0%B8%D0%B2/@42.1499677,24.7531472,19z/data=!4m5!3m4!1s0x14acd1a27123a041:0xa579d6fc9a20868b!8m2!3d42.1500302!4d24.7535011
https://www.google.bg/maps/place/Smokini/@42.1469608,24.7479183,18.25z/data=!4m5!3m4!1s0x0:0x5e12c734cbe65975!8m2!3d42.146996!4d24.748809
https://theculturetrip.com/europe/bulgaria/
https://theculturetrip.com/europe/bulgaria/articles/a-hikers-guide-to-the-bulgarian-mountains/
https://theculturetrip.com/europe/bulgaria/articles/a-hikers-guide-to-the-bulgarian-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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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洞穴和岩石，有巴爾幹半島上最豐富、最

多樣化的動物群之一，中歐、北方、高山和地

中海物種的有趣組合。 

佩佩里孔(Perperikon) 是羅多比山脈的一部

分。這是一個古老的避難

所，發現於 1930 年代，

但僅在 21 紀的頭幾年才被挖掘和研究，是巴爾幹

地區最大的巨石群。這座擁有 8000 年歷史的史前

神殿，最初是由一個崇拜太陽神的先進無名史前文

明建造的。它被色雷斯部落

用作聖地，在那裡他們將太陽尊為上帝。後來，

佩佩里孔市成為酒神薩格勒斯的聖地，酒神在希

臘神話中被稱為狄俄尼索斯。這段時期被稱為狄

俄尼索斯神廟的“黃金時代”。岩廟被厚達 2.8 

m 的堅固堡壘保護著，

整體分為不同的部分：宮殿，衛城，祭壇，石頭

街道，大教堂。普通人無法進入，它只供大祭司

和國王使用。陡峭的樓梯和岩石上的門通向宮殿

的禮堂 - 神殿。幾扇保存完好的窗戶展示了河谷

的壯麗景色。 

Villa Armira 有保存完好的古羅馬貴族別墅。克爾

賈利大壩的城牆看阿爾達河的美麗蜿蜒曲折。它是

巴爾幹半島上唯一的拱形牆，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

的聳立在城市上的拱牆之一。在牆上徒步旅行，欣

賞大壩和城市的壯麗全景！ 

在保加利亞這樣一個小國，要談地方菜幾乎是不可

能的，但如果說有一個地區的美食非常有特色，那

就是羅多比地區。即使是保加利亞人也會開車幾個小時來享用 patatnik

（一種慢烤洋芋和保加利亞羊奶酪）、kachamak（類似於意大利玉米

粥）。 

 宿：Hotel Perperikon 

 

第 7 天 克爾賈利/斯莫揚(80km/Smolyan)/克爾

賈利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5 
Mon 

克爾賈利(Kardzhali)是一

座擁有不同時代遺蹟的

城市。Zimzelen 村附近

奇形怪狀的岩層是大自

然數千年來雕刻而成

的，火山活動和風化的

力量在 Beli Plast 村周圍形成了形狀奇特的石蘑菇森林:2000 萬年前上升

https://undiscoveredbulgaria.com/wine-and-culture/
https://theculturetrip.com/europe/bulgaria/articles/a-regional-guide-to-bulgarian-cuisine/
https://theculturetrip.com/europe/bulgaria/articles/a-cheese-lovers-guide-to-bulg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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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海底，水分和風的作用使它們形成了比例巨大

的奇怪“蘑菇”形狀。不同的礦物質形成粉紅色、

綠色、藍色和黑色斑點。  

徒步旅行中邊參觀自然和文化遺址，例如 

Yagodinska Peshtera 洞穴（被認為是保加利亞最美

麗的洞穴之一）、擁有 350 米陡壁的 TrigradskoZhdrelo

峽谷。 

羅多比山脈是一些最迷人的傳統村莊的所在地，這些村

莊座落在山脊上、隱藏在山谷中。Shiroka Laka 村是保

加利亞最南部的一個村莊，位於羅多比山脈中部。這裡

最古老的房屋是在 18 世紀初用石頭和木材建造的兩層

樓的建築，帶有凸窗和內部木樓梯。大多數房間都很寬

敞，有靠牆的木沙發和小窗戶。村莊充滿了狹窄蜿蜒的

街道。Zgurovski konak 民俗博物館在那裡展示了保加利亞民族復興時期

先民的生活。 

 宿：Hotel Perperikon 

 

第 8 天 克爾賈利/特里亞夫納(Tryavna)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6 
Tue 

離開希臘邊界後往保加利亞中部前行，多瑙河在

這裡形成與羅馬尼亞的國界，南部沿巴爾幹山脊

延伸。特里亞夫納河谷，周圍環繞著巴爾幹山脈

中部的森林山脊，是保加利亞心臟地帶，無論是

在戶外探索巴爾幹半島，還

是享受寧靜的水療假期，這

是典型的保加利亞迷人角落。 

沿途參觀埃塔爾(ETAR/189km):保加利亞唯一一個

露天民俗博物館

(Ethnographic Village)，帶大家回到 200 年前復

興時代保加利亞人的世界。除了可以看到典型

的復興房屋和建築，還可以目睹當地工匠創作

他們的作品。19 世紀

的鞋匠作坊和建於

1860 年的製革廠是埃塔爾最著名的兩個靓點。 

因為靠河，在這裡，水

推動著百年水磨坊的輪

子運轉，腳下的鵝卵石

提醒您，真正的生活之美隱藏在體驗與我們祖

先的工藝接觸的情感中。 

參觀特里亞夫納傳統的保加利亞餐廳；Luc's 是

一家比利時啤酒廠，在餐廳旁邊生產現榨啤酒。他們最受歡迎的啤酒是

用保加利亞香料之一 chubritsa 製成的，僅此一家。當地人有自己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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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食(Pestil)，他們喜歡稱之為「加布羅沃巧克力」。不過，它並不是真

正的巧克力。它由乾李子製成，味道甜美，混合有一點酸味。用一點核

桃將體驗帶到了另一個層次。 

 宿：Hotel Kalina Palace,Tryavna 

 

第 9 天 特里亞夫納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7 
Wed 

探索「中央巴爾幹國家公園」: 這是歐洲最大和

最重要的保護區之一。保加利亞是歐洲第二大生

物多樣性國家。在

落葉闊葉林中，分

佈最廣的是橡樹和

山毛櫸。 

該地區有幾條適合遠足的小徑。巴爾加卡自

然公園(Balgarka Nature Park)巴爾幹山脈北坡一

望無際的森林茂密

的高地。與鄰近的

中央巴爾幹國家公

園裸露的史詩般的

懸崖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巴爾加卡更溫和，樹木茂密，適合在

盛開的紅牡丹的宜人森林輕鬆漫步。 

從特里亞夫納出發，先搭乘短途但風景優美的

火車前往小型 Bazovets 車站。然後攀登東正教

教堂，進入巴爾加卡自然公園陰涼的山毛櫸森

林，那裡盛產美味的森林蘑菇、野蒜和無數野

草莓。在靠近巴爾幹山脈最高火車站的 

Krastets Hut 完成健行。(1-2 小時) 

特里亞夫納小鎮(22km)歷史悠久，市中心老房子

鵝卵石街道和建於 1814 的鐘樓、鐘樓旁邊一座

建於 1844-1845 年的羅馬風格的古老石橋。工藝

街(Petko R. Slaveykov)有許多小商店，當地工匠

在那裡出售他們的商品。 

參觀保加利亞最早的(1836 年至 1839 年)世俗學

校之一，收藏了老學校的文物和其他展覽。200

年前，學生們首先被教導在沙子上寫字，然後再在紙上寫字。 

木雕博物館(Daskalov’s house):19 世紀時，建築大師和他的助手打賭誰能

在天花板上創造更好的木飾。事關名譽與獎金，自然要卯足全力，作品

精彩可期。 

 宿：Hotel Kalina Palace,Tryav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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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天 特里亞夫納/洛維奇(Lovech/100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8 
Thu 

遊覽山中老屋(Karashka House):這座房子建於 1921

年，是該地區修復最精美的

老房子之一。使用天然材

料，如石頭，粘土和木材。

石屋頂承載著 19 世紀的精

神。 

樓上設有 3 間臥室和 1 間浴室。廚房、餐廳和客廳位

於底樓。 

這個社區很小，很鄉村，附

近有大約 10 棟房子。這所房子位於南坡，海拔

約 500 米，周圍環繞著大片森林，享有巴爾幹

半島的壯麗景色。附近有雄偉的最高峰 Botev，

Kademlya 和 Maragidik。 

午餐後乘車穿過巴爾幹山脈，抵達伊斯卡爾峽

谷，位於保加利亞最大的喀斯特地區之

一。在那裡開始一個短途環形徒步旅行

（1.5 小時），探索“上帝之

眼”(Prohodna)洞穴（長 265 m，高 25 至

41 m，寬 15 至 25m）的獨特自然奇觀，

穿過保加利亞最大的洞穴通道。 

克魯蘇那瀑布 Krushuna Waterfalls（距離 Devetashka 洞穴 20 分鐘車

程）。這是一個獨特的自然奇觀，根據光線的不同，石灰岩賦予水特殊的

顏色，使其更加美麗。安排在森林中沿著美麗的溪流漫步。 

 宿：The Old Lovech or Hotel Varosha 

 

第 11 天 洛維奇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19 
Thu 

大師 Kolyu Ficheto 在 19

世紀 70 年代建造的廊橋

是洛維奇的標識，它將

老城區與現代城市連接

起來，橫跨奧薩姆河。

石頭地基和木衣使這座橋在巴爾幹半島獨一無

二。 

與佛羅倫薩舊橋相似，洛

維奇橋有 64 間店鋪。裡面

有許多藝術教師，在廊橋

的車間裡，製作各種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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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的美女——手繪眼鏡、紡織娃娃和玩具，以

及其他紡織裝飾品，如

枕頭、桌布、珠寶、木

雕、酒杯上畫保加利亞

的 shevitsa 裝飾。 

洛維奇堡壘，它建在希

薩里亞(Hisarya)山頂 上，其最早的文獻證據

是在本世紀中葉。從 Hisarya 城堡城牆旁邊的最高點，丁香花一望無際，

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平原與 Stara Planina 山腳下的交界處。洛維奇因而被稱

為丁香之鄉。 

1968 年，瓦羅沙被宣佈為建築保護區(Drasovata and Rashovata kasht)。建

於 1835 年的 Rashova 房子是當地文化活動家 Nencho Rashev 的家。在這

所房子裡，您可以看到 20 世紀上半葉中等富裕的當地知識分子的生活。

包括一張高桌、歐式椅子和瓷器。臥室裡有一個嬰兒鞦韆和德國時鐘。樂

器幾乎是學習中的必備品。 

老城區的 Todor Kirkov 

廣場是一個熱鬧的地

方。Drakata 餐廳是老

洛維奇鎮上最受歡迎

的餐廳。在小酒館裡

吃美味的飯菜:豆子配

香腸、pljeskavitsa 和雞肉串。讓自己沉浸在另一個時代。五月正可以去

感受一下老城區的氣味和色彩。 

保加利亞美食是東南歐美食的代表，具有常見的斯拉夫和希臘元素。保加

利亞傳統上是牧羊人的土地，其烹飪傳統基於羊奶和山羊奶產品（乳酪，

牛奶和優酪乳），蔬菜，草藥和香料。還有在陶罐中準備的各種燉菜和燉

肉菜餚。 

 宿：The Old Lovech or Hotel Varosha 

 

第 12 天 洛維奇/科普里夫什帝查(120km)/索非

亞(110km)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2023/05/20 

Sat 

科普里夫什帝查(Koprivshtitsa)始建於 14 世

紀，座落在 Sredna Gora 山脈環繞的山谷中。

它是保加利亞最漂亮的地方之一，一個非常小

的城鎮，非常舒適，可以在城市生活中享受令

人驚嘆的傳統保加利

亞美食。幾乎所有餐廳的東西都是自製的，非常

美味。 

舊武器、民族復興藝術作品、家庭編織和刺繡、

傳統服飾和典型的保加利亞珠寶也被保存下來。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保加利亞：歐洲最古老國家之一的狂野威嚴十三日遊 

 

第 10 頁，共 11 頁 

午餐後返回索非亞，拜訪中央索非亞市場大廳（Tsentralni sofiyski hali），

俗稱市場大廳，是位於索非亞市中心的一個有頂棚的市場，它於 1910 年

開業，1989 年中央市場大廳在政治變革中倒塌，並於 2000 年恢復。 

中央大廳是一個非常明亮和熱鬧的購物中心，一樓有 130 多家商店，二樓

有美食廣場、布藝店、雜貨店、辦公室等。地下室裡有羅馬澡堂的遺跡！

大家在此有逛有買，自由晚餐後赴機場，搭機離境，經由土耳其伊斯坦堡

轉機回台灣。索非亞/伊斯坦堡 TK1030 21:15/22:45 飛行時間約 1 小時 15

分鐘。 

 宿：機上過夜 
 

第 13 天 伊斯坦堡/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2023/05/21 

Sun 
平安抵達台北，返回溫暖的家。TK024 IST/TPE 02:00/05:35 

飯店與航班暫供參考，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特色: 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是東南歐的一個覆蓋 47 萬平方千米的地

理區域，此名來源於巴爾幹山脈，其意為「樹木繁茂的山脈」。該山脈從塞爾維亞-保

加利亞邊境延伸到黑海沿岸，貫通整個保加利亞。山脈、河流、森林、湖泊、岩溶、

冰川，在這造化的鬼斧神工之下，幾百萬年如同彈指一揮，滄海桑田，悠悠變幻，等

待心靈純凈之人去感受。 

緣起:為何鍾情保加利亞? 

1. 交通方便，由台北直飛伊斯坦堡、當天可轉機抵達。因為同家航空公司行李可以直  

掛，毋須入境土耳其或辦理二次登機手續。 

2. 去過的人都喜歡這個國家並予推薦。 

3. 歐盟國少數的發展中國家、物價便宜、尚未觀光化。 

4. 古蹟、自然風光兼備。 

5. 台灣護照入境免簽。 

 

《價格說明》 

售價NT$118,000. (含行程內所列食宿、交通、旅行社責任險500萬及意外醫療險20萬 

不另收小費)；指定單間住宿加價NT$30,000.。國際段升等商務艙加價NTD$78,000. 

以上行程站供參考。確定成行時可能根據屆時航班狀況調整。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

體行程』 

http://www.ftn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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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其他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護照影本、身分證影本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2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 樓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 樓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
qi/165743476795650 

mailto:anna@ftntour.com.tw
mailto:william@ftntour.com.tw
http://www.ftntour.com.tw/
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