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EID04CXA-T

每月一物》特選義大利托斯卡尼每月一物》特選義大利托斯卡尼10日～雙點進出．美食之都波隆那．佛羅倫斯．威尼斯鐘樓登頂．世界遺產之旅日～雙點進出．美食之都波隆那．佛羅倫斯．威尼斯鐘樓登頂．世界遺產之旅
(冬季版冬季版)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12/04(二) 列印時間：2018-08-27 16:06


參考航班

去程

2018/12/04(二) 20:15 桃園機場 2018/12/04(二) 22:15 香港機場 國泰航空  CX531

2018/12/05(三) 00:40 香港機場 2018/12/05(三) 06:35 米蘭馬爾彭薩機場 國泰航空  CX233

回程

2018/12/12(三) 12:25 羅馬達文西機場 2018/12/13(四) 06:50 香港機場 國泰航空  CX292

2018/12/13(四) 09:10 香港機場 2018/12/13(四) 11:00 桃園機場 國泰航空  CX530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1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49,900 

孩童佔床

$49,900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47,900 

嬰兒

--

備 註： 團體售價包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指定單人房（一張單人床房型）費用NT$11000。


行程特色

2018/07/09 14:41 更新

★★ 本行程安排搭乘國泰航空，北進南出航班，米蘭進、羅馬出，不走回頭路，行程最順暢！★本行程安排搭乘國泰航空，北進南出航班，米蘭進、羅馬出，不走回頭路，行程最順暢！★

★～獨家安排～★★～獨家安排～★美食愛好者的天堂：美食愛好者的天堂：Eataly World 義大利料理主題樂園義大利料理主題樂園

斥資一億歐元打造的主題樂園，共有斥資一億歐元打造的主題樂園，共有  2,000 個大小商家，在園區內就能盡情探索義大利飲食文化。可以親眼看見橄欖油和義大利麵的製作過程，或是品嘗個大小商家，在園區內就能盡情探索義大利飲食文化。可以親眼看見橄欖油和義大利麵的製作過程，或是品嘗

當地釀產的葡萄酒和啤酒，還可觀賞生火腿和起司熟成的製做過程。遊客可在園區中多達當地釀產的葡萄酒和啤酒，還可觀賞生火腿和起司熟成的製做過程。遊客可在園區中多達40多家餐廳的自費品嘗義大利美食，猶如踏進美食幻境～多家餐廳的自費品嘗義大利美食，猶如踏進美食幻境～

‧人生必遊之地「托斯卡尼之旅」‧人生必遊之地「托斯卡尼之旅」  
『油綠綠的一片亞平寧山脈，隨著山坡向山谷徐徐舒展，一棟棟色澤醇和的瓦頂石頭農宅，則像鐵錨一樣，把一片片農莊牢牢地碇在大地上。』在“托斯卡尼艷陽下”作
者如詩般的描寫下，托斯卡尼令人悠然神往。有人說「絲柏、牧草、丘陵是構成托斯卡尼田園風光三大元素」，這畫面就是如此經典。

javascript:window.print()


～特別加贈》登威尼斯鐘樓欣賞威尼斯景觀之旅～特別加贈》登威尼斯鐘樓欣賞威尼斯景觀之旅  
磚紅色的建築，高高聳立在聖馬可廣場上，簡單的線條與一旁的教堂、總督府形成鮮明的對比。鐘樓高達96.8公尺，特別安排搭乘電梯上樓，由上向下俯瞰，大海、
運河、古老的建築交織成的威尼斯水都，浪漫美景盡收眼底。

～《世界遺產》帶您暢遊義大利不容錯過必遊名城～《世界遺產》帶您暢遊義大利不容錯過必遊名城 ～～

　　．閃耀輝煌榮光的永恆之都「羅馬」。（1980/1990 收列世界遺產）

　　．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1982 收列世界遺產）

　　．輕鬆暢遊即將消失的浪漫水都「威尼斯」。（1987 收列世界遺產）

　　．名牌精品雲集的時尚之都「米蘭」。

．擁有世界最古老的大學的美食之都「波隆那」。



．擁有世界最美廣場山城「西恩納」。（1995 收列世界遺產）

．有世界七大奇景之稱的比薩斜塔所在地「比薩」。（1987 收列世界遺產）

～～  全程使用語音導覽耳機系統，聆聽解說更輕鬆全程使用語音導覽耳機系統，聆聽解說更輕鬆  ～～
本行程全程使用語音導覽耳機系統，讓您輕鬆自在地聆聽導遊或領隊講解。

**凡購買歐洲線旅遊產品，並完成繳付訂金者，即可獲得JETFI WiFi分享器優惠券優惠券乙張。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7/09 14:41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Taipei   香港Hong Kong

** 南區旅客若選擇改從高雄國際機場出發！班次以航空公司團體確認之機位為主，不保證有位，早訂早安心！

※因應航空公司機場的團體作業規定，請於出發七天前繳交護照予旅行社※

第2天 香港  米蘭Milan－160km－維洛娜Verona－115km－威尼斯近郊

今日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前往機場搭機飛往義大利，夜宿機上，放慢腳步、換個心情，迎

接即將到來的義大利的人文、藝術及美食洗禮。

經香港轉機後，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義大利北部第二大城─米蘭，辦理出關手續後，造訪流行之都～米蘭，享受藝術與



餐食餐食 早餐／ 機上輕食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

旅館旅館 NOVOTEL MESTRE CASTELLANA**** 或 ANTONY**** 或 CROWNE PLAZA PADOVA**** 或同級

第3天
威尼斯Venice  慕拉諾島(水晶島)  威尼斯本島─156KM─波隆那Bologna

～特別安排！威尼斯鐘樓登頂！俯瞰水都美景盡收眼底～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   午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

旅館旅館 EXECUTIVE SUITE**** 或 NH BOLOGNA VILLANOVA**** 或 RAMADA ENCORE BOLOGNA**** 或同級

第4天
波隆那Bologna－FICO World Eataly美食料理樂園－186km－比薩Pisa－佛羅倫斯近郊

～獨家安排～義大利料理主題樂園─FICO Eataly World～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   午餐／ 發餐費10歐元(方便遊玩)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HOTEL DATINI **** 或 HOTEL MIRO **** 或 WALL ART **** 或同級

第5天 文藝復興的顛峰之城～佛羅倫斯Florence

時尚的洗禮。米蘭是義大利流行之都，交錯著藝術與時尚。●主教大教堂是米蘭的市標，為世界第三大教堂，擁有135座
尖塔、2245尊雕像，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也是世界第二大的哥德式教堂，聞人徐志摩曾以《大理石的詩篇》來形容教
堂之美。●艾曼紐迴廊建築呈十字形，這座華麗商場有－米蘭的大客廳之稱，匯集各式高貴的商家，是米蘭最繁華的地
區。米蘭當之無愧是《血拼》的代名詞；密集的購物圈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裡是引領時尚的流行神殿，也是名牌時尚

的旗艦，當然更是您收買名牌的重鎮！

午後來到《羅密歐與茱麗葉》發源地的維洛娜。維洛娜剛好位於阿爾卑斯山麓上的最低隘口，成為一個南北往來的重要

地點。維洛納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古城，在義大利數千個城鎮中可以用最浪漫來形容；進入舊城之後，你可以漫步浪漫迷

情小巷街情，幾乎每一個轉角都有驚喜；前往茱麗葉的故居，緬懷感受莎翁筆下動人的愛情故事。至今還在使用，保持

最完整最古老，全義第二大的●圓形露天劇場及●卜納廣場，都是參觀的重點。

【下車參觀】米蘭大教堂、艾曼紐二世紀念迴廊。茱麗葉故居、圓形競技場、卜納廣場。

上午專車前往聞名古今的水都～威尼斯，棄車就舟，展開一趟獨有的威尼斯水都迷情之旅。

這個由商人建造的水都，位於義大利北部臨威尼斯灣，被略呈青綠的水所環繞的市街，實際分佈在118座小島上，靠160條
左右四通八達的運河與四百座橋連結交通。

先前往以水晶玻璃工藝聞名於世的●慕拉諾島，參觀威尼斯流傳數百年之藝術水晶玻璃冶鍊過程，並可選購著名的水晶玻璃
精品。

之後乘船前往威尼斯本島，參觀祥鴿群集的●聖馬可廣場和集拜占庭建築之大成的●聖馬可教堂、●道奇宮、●嘆息橋等。★
特別安排搭乘電梯登威尼斯鐘樓欣賞威尼斯景觀，由上向下俯瞰，大海、運河、古老的建築交織成的威尼斯水都，浪漫美

景盡收眼底。

今日您可自費搭乘威尼斯代表交通工具貢多拉(六人一艘) ，一享水巷行舟的樂趣，長形的燕尾船穿梭在拱橋水渠、古厝巷
弄之間，帶來無限浪漫的心靈感受。

傍晚驅車前往美食之都─波隆那。

【下車參觀】慕拉諾島水晶玻璃工廠、聖馬可廣場、聖馬可教堂、道奇宮、嘆息橋。

【特別安排】威尼斯鐘樓登頂。(如因大霧、強風等天候因素不佳導致鐘樓關閉，則退費5歐元)

今日造訪擁有世界最古老的大學的─波隆那。著名的大學城，擁有豐富的歷史、藝術、料理、音樂和文化，並曾經獲選為歐
洲文化之都。它也是聞名世界的美食之都！著名的蕃茄肉醬便是源自於此地唷。

波隆那(Bologna)其保存完好的中世紀古城列屬歐洲第二大歷史中心區，保有大量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時期、巴洛克藝術
裝飾古蹟群，尤其以●波隆那主廣場周邊最有可看性，像是●海神噴泉、●聖白托略大殿、●聖斯德望聖殿，以及最顯眼地標
●波隆那雙塔。

接著前往2017年12月最新開幕，有「老饕的迪士尼樂園」之稱的義大利料理主題樂園─FICO Eataly World！斥資一億歐元打
造的主題樂園，共有 2,000 個大小商家。遊客可以親眼看見橄欖油和義大利麵的製作過程，或是邊啜飲當地釀產的葡萄酒
和啤酒，邊觀賞生火腿和起司熟成的各個階段演示。40 幾種工作坊，從製作義大利冰淇淋、義大利麵、乳酪等到尋找松露
都有，精彩多元，就像進入一個美食幻境~

午後來到義大利著名地標，以斜塔聞名於世的比薩，這座在10世紀時因與東方貿易往來而興盛的城市，曾經與威尼斯、熱
那亞並列為地中海霸權國家。首先前往奇蹟廣場，參觀●大教堂、●洗禮堂、●古城牆及著名的●比薩斜塔，該塔原是該城的
鐘樓，用來報時；現在，比薩斜塔不僅是義大利的國寶，也是世界建築文化中一件難得的珍品，絕對讓您大開眼界。

【下車參觀】波隆那主廣場、海神噴泉、聖白托略大殿、聖斯德望聖殿、波隆那雙塔；比薩大教堂、洗禮堂、比薩斜塔。

一早專車前往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佛羅倫斯，她不僅是詩人但丁、藝術巨匠米開朗基羅，以及文藝復興時期最具原創力的畫
家兼科學家－達文西的故鄉；亦是電影『窗外有藍天』男女主角邂逅的地點。先造訪由粉紅、白色、綠色交織成幾何圖案

外觀的●百花聖母大教堂，是佛羅倫斯著名的的地標；之後續參觀●喬托鐘塔●天堂之門●統治廣場上的露天雕刻石像群、●
但丁之家等。佛羅倫斯皮革工藝聞名世界，是您為親朋好友選購紀念品的好地方。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HOTEL DATINI **** 或 HOTEL MIRO **** 或 WALL ART **** 或同級

第6天
托斯卡尼小鎮－ 72km－聖吉米安諾 St. Gimignano－55km－西恩納Siena

～托斯卡尼山城美景～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EXECUTIVE HOTEL **** 或 Siena Degli Ulivi Hotel **** 或同級

第7天 西恩納Siena - 233km - 羅馬Rome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WARMTHOTEL **** 或 FLEMING ROME **** 或 OCCIDENTAL ARAN PARK**** 或同級

第8天
永恆之都─羅馬Rome 【全日自由活動】

～羅馬全日自在遊～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館旅館 WARMTHOTEL **** 或 OCCIDENTAL ARAN PARK**** 或 FLEMING ROME **** 或同級

第9天 羅馬  香港Hong Kong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機上套餐

第10天 香港  台北Taipei

之後您可自費安排參觀世界三大美術館之一的烏菲茲美術館，親眼目睹達文西的「聖告圖」、波提且利的「維納斯的誕

生」…等大師們的藝術真品。

或著您可自行前往有著「佛羅倫斯的廚房」之稱的中央市場，想知道佛羅倫斯人平常吃什麼用什麼，來這裡就對了。您也

可自費品嚐有名的牛肚包，燉得軟嫩的牛肚夾在充滿麥香的麵包裡，濃郁的湯汁滲透進麵包，咬一口保證您回味無窮。

【下車參觀】聖母百花大教堂、天堂之門、市政廳廣場、但丁之家。

義大利中部的托斯卡尼地區景緻優美，丘陵山巒起伏佈滿翠綠柏樹、橄欖樹園、油菜花田、向日葵田以及綿延不盡的葡萄

酒莊園。

上午來到位於西恩納西北方的中古世紀小城，外號「塔之都」─聖吉米安諾，漫步於此一山城小鎮，遠眺托斯卡尼美麗山
景。原本有七十多座高塔，現今尚存十三座。這些塔在當時教皇派與帝王派侵略爭奪、地方豪族權力鬥爭之下，替貴族們

擔任守護城堡的任務。古代居民常於鐘塔上以石塊丟擲敵人，所以塔築得越高，越顯示其權力及尊貴。位於舊市區中心，

有一座13世紀的古井，●古井廣場四周盡是十三、四世紀黃色石灰岩所建的豪宅。●教堂廣場上有七座塔，是十二世紀羅馬
式建築，曾於十五世紀改建。

午後造訪十三世紀時義大利最繁榮的自治城邦之一的西恩納，前往有世界最美廣場美名的●康坡廣場，因別具一格的扇型形
狀又名扇貝廣場，獨特的緩坡地形，廣場中間的●歡樂噴泉，彷彿巨人般俯瞰著廣場的●曼吉亞塔，廣場四週包括●共和國宮
的古老建築，都令人連流忘返；建於12世紀擁有獨特的大理石條紋外觀的●主教堂，圍繞在圓花窗上的40位聖人，讓教堂充
滿莊嚴氣氛。

【下車參觀】康坡廣場、歡樂噴泉、曼吉亞塔、共和國宮、主教堂。古井廣場、教堂廣場

早餐過後驅車前往永恆之城－羅馬。

隨即展開羅馬市區觀光，安排參觀羅馬●許願池、●萬神殿…等，停留在電影羅馬假期中的場景●西班牙台階，遨遊屬於您的
羅馬假期中。

【下車參觀】許願池、萬神殿、西班牙台階

※今日為全日自由活動，您可自行安排前往心目中的景點，享受規劃行程的樂趣。(自由活動期間交通敬請自理)

或您可選擇自費參加古羅馬深度遊：參觀聖彼得大教堂，它是全世界最大最壯麗的教堂，高聳的圓頂是米開朗基羅的傑

作，其雄偉宏大的圓頂建築及堂內大理石之豪華裝飾，貴為世界之最。以及走訪羅馬最著名的地標鬥獸場（圓形競技

場），以及羅馬時代市民生活的中心古羅馬市集。

【今日安排】自由活動

今日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飛返台北，因時差及飛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

宿機上。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充電之旅，將讓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

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行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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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2.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5人以上(含)，最多為42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指派持有合格領隊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請旅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
訊。 
3. 團體售價不包含簽證費及小費，團體售價包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4. 外站參團 (Join) 的旅客，售價不含機票(國際段/歐洲內陸段)及簽證費用。
5. 重申歐盟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可處四年有期徒刑及37萬3千美金罰鍰。
6. 歐洲大部份飯店無三張正常床型之三人房，如旅客需求三人同住一房，無法保證所住之房型為三張正常床，大部份為雙人房加床（沙發床或行
軍床），如旅客無法接受此一安排建議勿需求三人同住一房。

7. 因歐洲飯店房間空間較小，部份飯店無法提供三人房，亦無法提供雙人房加床，如旅客需求三人房房型或雙人房加床，需視飯店狀況安排，無
法保證，敬請了解。

8. 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因此部份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
無冷氣設備，敬請了解。

9.『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 』


自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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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活動項目以實際出發日為主

羅馬

城市

古羅馬深度

遊

節目名稱

含聖彼得大教堂、鬥獸場(不含門票)、古羅馬
市集、全日車資、導遊、中式午餐

簡介

歐元

大人 $50
小孩 $50

費用 年齡說明

自費行程最低成團人數15人

備註

C

危險

威尼斯

貢多拉運河

遊

GONDOLA

搭乘威尼斯特有的鳳尾船 (GONDOLA) 欣賞當
地運河風光。六人一艘船，費用含船資、船伕

小費、一組樂師演奏及演唱義大利民謠。

歐元

大人 $40
小孩 $40

上述內容若不含樂師，費用為

35歐元
B

佛羅倫斯
烏菲茲美術

館
含導遊、門票、預約費、導遊小費

歐元

大人 $50
小孩 $50

自費行程最低成團人數15人

如遇週一或特殊假日(1/1、
5/1、12/25)休館則無法安排

C


活動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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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5人以上(含)，最多為42人以下(含)，雄獅旅遊將指派持有合格領隊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請旅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
訊。

2.如旅客有高北高或高港高接駁，請於報名時向雄獅旅遊服務人員提出需求，本公司即向航空公司需求機位，但實際機位有無需依航空公司回覆為
主，故不一定會有機位，敬請旅客見諒。

3.行程未安排行李員服務，可節省您的行李小費以及等候收送行李的時間。
4.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
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旅館與飯店】

1.歐洲因環保及氣候特性，冬季寒冷時間較長，夏季炎熱時間較短，且夏季日夜溫差大夜晚涼爽，因此部分飯店房間僅設置冬天必備之暖氣設備，
無冷氣設備，敬請諒解。

2.若旅客有三人房或加床需求時，其費用及房間有無應依雄獅旅遊服務人員告知為主。歐洲地區大多數以雙人房2張單人床為基準房型，一大床部
分房型較少，三人房型許多飯店都無此房型。如遇一定要需求三人房型而飯店無法提供此房型狀況下，僅得依住宿飯店之房間大小狀況需求加床

服務，尚請見諒。

3.如遇飯店未有加床服務內容時，且旅客需入住單人房時應繳交單人房差費用。
4.歐洲部份飯店內浴室熱水為鍋爐式加熱系統，如遇同時段多人同時使用時，易發生熱水供應不足或不均之情況。沐浴前，請先確認熱水供水狀況
是否穩定，如遇熱水不熱時，請稍候約30分鐘至60分鐘，待鍋爐重新加熱熱水，勿勉強使用。

【費用說明】

1.單人房差(本行程所指單人房為單人房單人床房型。)
團費報價已兩人一室計算，若您為單人或奇數旅客參團而無同行旅客共宿：

(1)您可指定住宿單人房並支付單人房差額費用，可讓您的整個旅遊品質更好。
(2)如未指定單人房並支付差價，則由本公司安排與其他旅客或領隊或隨團工作人員同房(同性別)，單人配房由本公司自行採隨機分配，恕無法指定
或變更．出發後若欲補價差變更為單人住宿，需依飯店實際房況為準，非均可變更，敬請見諒

2.團體售價不包含簽證費及小費，如領隊、導遊、司機、飯店行李員服務小費及床頭小費等。
3.敬請旅客注意，歐洲地區之公廁皆需付費，建議旅客自備零錢以便所需。
4.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需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本產品團體售價已包含機場稅及燃
料付加費。 
5.外站參團(Join)的旅客，售價不含簽證費用、機票(國際段/歐洲內陸段)亦不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6.嬰兒收費及包含項目：
嬰兒定義為未滿2歲，且年齡以回程日計算為主。嬰兒費用內容僅含機票及保險，且不占車位。費用未包含行程及門票、餐食部份，故請旅客自行
準備嬰兒餐食。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1.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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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3.住宿飯店時：
(1)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
(2)離開房間時，應當將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並勿在燈上晾衣物。
(3)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4)請自備盥洗用具及穿著輕便之衣物。(飯店並無全有吹風機、洗髮精、香皂；但無拖鞋、牙刷、牙膏；敬請自備)
(5)付費電視：飯店內的電視分付費及免費頻道。付費頻道需按房間號碼確認付費，才能使用！
(6)浴室地面有些未設排水口，浴盆防水簾請收到浴缸內；並請小心積水水滑，若使用不善而有淹到地毯情形，或破壞房間設施，會被飯店要求賠
償，請特別注意。

4.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5.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
6.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7.搭乘各項交通工具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方向以免發生危險。
8.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9.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0.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1.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2.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3.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地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14.重申歐盟加強查緝仿冒品，旅客出入境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可處四年有期徒刑及37萬3千美金罰鍰。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身體不
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886-800-
001922）。


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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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公司＞

一.「高雄/香港/高雄」或「台北/香港/台北」接駁班機更改需求
1.「台北/香港/台北」改為「高雄/香港/高雄(搭乘港龍航空KA)」或「高雄/香港/高雄」改為「台北/香港/台北」皆屬服務性質，惟機位之確認仍須待
航空公司回覆，是否可更改成功亦須視航空公司班機狀況而定，恕無法保證。且因改位作業需待國泰航

空香港總公司回覆，需較長工作天，請旅客耐心等候。 
2.若高雄(台北)/香港/高雄(台北)之機位無法需求成功，請旅客另自行改加訂高雄/桃園中正機場來回接駁機或搭乘高鐵。

二.脫隊
1.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如欲脫隊需加價。
2.脫隊加價費用：與原行程之回程相同需加價 NTD$6,000起；與原行程之回程不同需加價 NTD$8,000起。
3.回程脫隊進香港，須加收進港稅 NTD$800。
4.脫隊旅客人數限實際全團開票人數10%以內，如超出限制則無法以團體票更改，旅客需自行開立FIT個人票。
5.脫隊機位是否能需求成功，恕無法保證，須視航空公司之班機狀況而定。

三.團體經濟艙機票加價升等 
1.香港到歐洲航段，團體經濟艙升等「特選經濟艙」單程加價 NTD$13,000起；來回加價 NTD$26,000起。
2.因往來台灣香港之航班無提供特選經濟艙，台北(高雄)/香港/台北(高雄)航段會以團體經濟艙為主。
3.團體經濟艙加價升等「商務艙」，單程約需加價 NTD$41,000起；來回約需加價 NTD$82,000起，前述費用僅供參考，正確加價費用，需待國泰航
空視

班機狀況另行報價。

4.「特選經濟艙」及「商務艙」升等機位是否能需求成功，恕無法保證，須視航空公司之班機狀況而定。

三.其它
1.超過20天(含)以上的特殊團體機票需求，票價須加價 NTD$3,000。
2.為響應環保，自2010/06/01起，國泰航空不再提供旅客存根聯，僅有團體訂位記錄，若有需要者，需向國泰航空申請另行開立，需由旅客自行支
付

手續費每張100元。


旅遊資訊

小費小費

在歐洲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

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如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以下僅將各項有

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1.房間清潔工：每房歐元一元，置於枕頭上。
2.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歐元一元。
3.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小費﹝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等﹞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
以歐元為單位(每位) ：
* 8 天團 歐元 80 
* 9 天團 歐元 90 
* 10 天團 歐元 100 
* 11 天團 歐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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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天團 歐元 120 
* 13 天團 歐元 130 
* 為避免入境歐洲之通關延誤及困擾，請各位貴賓拒絕幫他人攜帶香煙入境歐洲．
*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簽證簽證

1.自2011年1月11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需有身分證字號之護照，無身分證字號如僑民，則不適用）以觀光名義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可
適用六個月內停留90天免簽證優惠。

2.旅客若為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並「非」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旅客請於報名參團前告知您的服務人員，並應自行查明所持護照
所屬國家入境歐洲之相關簽證規定。

3.依法律規定，旅客辦理入出境中華民國手續，均應持相同國籍之合法有效護照。

4.為避免旅客因下列因素無法出境或入境歐洲，請旅客於行程出發七日前將護照正本交付本公司，由專人預先檢查確認並由領隊攜至機場辦理登機
手續。

(A)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
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 、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請詳閱「護照申請須知」或來電洽詢。
(B)特殊身份如:軍警人員、役男請先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雙重國籍、無身份證字號之中華民國護照、境外補發之中華民國護照…等）
(C)出國當天未攜帶有效護照

電壓時差電壓時差

【時差】

歐洲地區之時差因日光節約時間而有所不同

三月最後一個星期日至九月最後一個星期日：中西歐慢台灣6小時 / 英國慢台灣7小時
十月至隔年三月 ：中西歐慢台灣7小時 / 英國慢台灣8小時

【電壓】

歐洲各國之電壓均為220–240伏特 / 雙圓孔插頭(唯英國地區大多為三扁孔)；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用品等須於外站充電，請記得攜帶變壓
充電器及轉換插頭。

電話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歐洲

　台灣國際冠碼 + 歐洲各國國碼 + 當地區域號碼(不須撥0) + 電話號碼
　例如：自台灣打電話到法國巴黎

　　　　002 + 33 + 1 + 電話號碼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歐洲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台北區域號碼(不須撥0) + 台北家中電話
　　　　00 + 886 + 2 + 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歐洲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行動電話(不須撥第一位數字0)
　　　　00 + 886 + 932......

歐洲各國國碼：英　國　４４ 捷　克 ４２０
荷　蘭　３１　　　　匈牙利 ３６
比利時　３２　　　　波 蘭 ４８
盧森堡　３５２　　　丹 麥 ４５
法　國 ３３　　　　挪　威 ４７
　　　　　　　德　國　４９　　　　瑞　典 ４６
　　　　　　　瑞　士　４１　　　　芬　蘭 ３５８
　　　　　　　奧地利　４３　　　　冰　島 ３５４
　　　　　　　義大利　３９

希　臘 ３０
　　　　　 西班牙 ３４
葡萄牙 ３５１

Q & A
【退稅】

1.退稅辦理需視該旅遊國之退稅規定，及您本次購買是否達滿足退稅之條件以及檢附單據之完整性。
然領隊僅係協助告知旅客辦理退稅之辦理手續，並無法告知您退稅之成功與否。

2.旅客應於離境前辦妥退稅相關手續，如蓋章、保留單據。

【餐食】

如旅客於行程有餐食特殊需求，如素食、兒童餐、忌牛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

《長榮出發行程，飛機餐不開放忌牛餐需求》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3935&CtNode=68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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