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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出發日期： 2019/04/12(五) 列印時間：2018-12-12 15:18


參考航班

去程

2019/04/12(五) 09:30 桃園機場 2019/04/12(五) 16:30 倫敦蓋威克機場 中華航空  CI069

回程

2019/04/22(一) 21:10 倫敦蓋威克機場 2019/04/23(二) 17:55 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070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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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孩童佔床

$148,000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146,000 

嬰兒

--


行程特色

2018/08/27 17:13 更新

設計理念設計理念

英國，在您的印象中是什麼樣的國家？也許最先想到的是⼤笨鐘、倫敦眼、哈利波特，⼜或許是動聽的英國腔、優雅的紳⼠文
化、⾼貴的英國皇室、現代的倫敦建築。然⽽，英國的樣貌卻不只如此。這次，我們要帶您去體驗四種全然不同的英國⾯貌，從

不同世紀的歷史建築、雄偉壯麗的⾼⼭⼤湖、寧靜優雅的英國鄉村、到最後現代時髦的英倫風格，⼀趟旅程帶您真正的認識英
國。不僅如此，我們還打算打破您對英國食物的迷思，精

選的道地料理以及最具英國代表的明星主廚餐廳給您絕對的英式饗宴。

【早⿃優惠專案 】

★於出發⽇ 5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每⼈NTD 5,000 折扣
★於出發⽇ 4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每⼈NTD 4,000 折扣
★於出發⽇ 3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每⼈NTD 3000 折扣

※ 以上優惠不與其他優惠併⽤
※ 以上優惠僅適⽤全程參團旅客，JOIN旅客恕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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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8/27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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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London

餐食 早餐／ X   午餐／ 機上   晚餐／ STEAK &amp; LOBSTER (GBP 35)

第2天 倫敦London 劍橋Cambridge 約克York

今⽇準備好⾏李及裝滿希望的⾏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我們專業領隊協辦出境⼿續後，安排搭乘豪
華客機⾶往⽇不落帝國「英國」。

●劍橋(Cambridge)：
是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學城。世界知名的劍橋⼤學⼀⼆零九年創立於劍橋。劍橋⼤學歷史悠久，以科學⽅
⾯的卓越研究聞名全世界。這裡無論學習環境, 圖書館設備和藏書，都⼗分理想，學⽣可以專⼼讀書，在學
業上爭取最好的表現。⼤學的建築包括國王學院禮拜堂、卡文迪許實驗室和劍橋⼤學圖書館，圖書館內有6
百万以上的藏書量。另外，劍橋⼤學也出了相當多名⼈，其中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再別康橋的徐志摩了。
就讓雄保旅遊帶著你悄悄地前往劍橋⼤學，再揮揮衣袖地離開，不帶⾛⼀片雲彩，卻可以帶⾛滿滿的回憶
。

★撐篙(punting)：
撐篙是利⽤⻑竿往河床戳到底再⽤⼒推移讓船前進，⽽不是⽤⼀般的划船槳，這種撐篙的⽅式只有在特定
地⽅才有辦法玩，特別是像康河這種⽔很淺的地⽅就很適合。



景點 約克⼤教堂  約克⽯頭街  約克⾁舖街  劍橋撐篙遊船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蒂下午茶 (GBP 20)   晚餐／ 英式約克夏布丁料理(GBP 25)

旅館 Holiday Inn York

第3天 約克York 愛丁堡Edinburgh

景點 荷⾥路德宮  愛丁堡城堡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女巫餐廳 (GBP 40)   晚餐／ 蘇格蘭道地料理(GBP 25)

旅館 Holiday Inn Edinburgh

第4天 愛丁堡Edinburgh 史特靈城堡Stirling Castle 尼斯湖Loch Ness 威廉堡Fort William

景點 史特靈城堡  尼斯湖遊船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蘇格蘭⾼地特⾊料理(GBP 20)   晚餐／ 飯店晚餐 (GBP 30)

第5天 威廉堡Fort William ⾺萊格Mallaig 格倫科Glencoe 羅夢湖Loch Lomond 格拉斯哥Glasgow

●約克(York)：
約克是英國的北部⾸府，由羅⾺⼈興建，⾄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公元71年，羅⾺⼈為了防禦外敵⽽建
立了堡壘，後來逐漸擴⼤成為北英格蘭最重要的⾏政、軍事重鎮。100年後羅⾺⼈撤退，經過撒克遜⼈統
治，約克⼜被外來的維京⼈接管，現在的名稱約克就是從維京語約維克(Jorvik)轉變⽽來的。

◎約克⼤教堂(York Minster)：
約克⼤教堂是英國最⼤的哥特式教堂。13世紀初開始動⼯，250年後才完成。教堂內擁有世界⾯積最⼤、
以單扇窗鑲嵌的中世紀彩繪玻璃和世界最古老的側廊。教堂東⾯⼀整片的彩⾊玻璃，⾯積幾乎相當於⼀個
網球場的⼤⼩，玻璃染⾊、切割、組合⼯藝⼀流。教堂內還有⼀些如⼩天使、封建時代的盾牌和龍頭的⼩
收藏。參觀教堂最好選擇約克⼤教堂舉⾏晚禱的時，在唱詩班優美歌聲和管風琴聲中，領略約克⼤教堂恢
弘氣氛。步⾏275級樓梯便可到達⾼71米的中央塔頂端，可⼀覽約克的美麗景⾊。

●愛丁堡(Edinburgh)：
愛丁堡是英國蘇格蘭⾸府，也是繼格拉斯哥後蘇格蘭的第⼆⼤城市，位於蘇格蘭東海岸福斯灣南岸。愛丁
堡有著悠久的歷史，許多歷史建築亦完好保存下來。愛丁堡城堡、荷⾥路德宮、聖吉爾斯⼤教堂等名勝都
位於此地。愛丁堡的舊城和新城⼀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2004年愛丁堡成為世界第⼀座文
學之城。愛丁堡的教育也很發達，英國最古老的⼤學之⼀愛丁堡⼤學就坐落於此，為⼀所歷史超過四百年
的世界頂尖名校。加上愛丁堡國際藝術節等文化活動，愛丁堡成為了英國僅次於倫敦的第⼆⼤旅遊城市。

◎史特靈城堡(Stirling Castle)：
史特林城堡位於聳立的岩崖頂上，⾃古便是蘇格蘭的重要堡壘，幾世紀來主宰著蘇格蘭的歷史。傳說六世
紀時亞瑟王從薩克遜⼈⼿中奪得原來的城堡，但⽬前的建築是⼗五世紀時的斯圖亞特王朝所建。⼗六世紀
時，為保護出⽣六個⽉就登基的瑪麗女王不受英王亨利八世的攻擊，特別加強了防禦⼯事，⽽瑪麗女王的
童年就是在此度過。1995年梅爾吉伯遜⾃導⾃演的電影「英雄本⾊」，歷史場景就在史特靈。

★尼斯湖遊船(Loch Ness)：
尼斯湖是⼀個位於蘇格蘭⾼地喀⾥多尼亞地峽摩萊灣⼝的印威內斯市的細⻑淡⽔湖。尼斯湖是眾多相連的
蘇格蘭⾼地湖泊的其中⼀個，其⽔質因⼤量的浮藻和泥炭⽽非常渾濁，⽔中的能⾒度極低，不⾜兩米。湖
底地形複雜，有很多洞穴。它也是蘇格蘭和英國境內第⼆⽔深和⾯積第⼆⼤的湖泊，其⾯積為56.4平⽅公
⾥，⽔深最深處達 226 米，因⽔深關係，所存的⽔量比英格蘭和威爾斯所有淡⽔湖泊總⽔量還多。⽽尼斯
湖最令⼈感興趣的便是他的⽔怪傳說，⾃從1934年有⼈宣稱在尼斯湖中⽬擊到⽔怪後，便吸引著⼤批的⺠
眾、觀光客以及探險家前來，希望能夠找到傳說中的尼斯湖⽔怪。

★哈利波特蒸汽火⾞：
還記得哈利波特第⼆集時，跟著榮恩偷開爸爸的隱形⾶⾞去到霍格華茲的時候被火⾞追的畫⾯嗎？還記得
的⼈⼀定對那台經典的蒸汽火⾞還有印象吧！沒錯，雄保旅遊為了各位特別安排了這段火⾞之旅，隨時準
備好您的相機，因為這段旅途中，有著許多美好的蘇格蘭⾼地風景。其中最經典的就是在哈利波特中出現
的場景，格倫芬南⾼架橋。

▲格倫科⼤峽⾕(Glencoe)：
格倫科峽⾕是蘇格蘭⾼地中頗具盛名的⼀座峽⾕。在蘇格蘭，你可以看⾒⾼⼭、湖泊等等許多不同的地貌
，然⽽，這座峽⾕是古老的冰川切砌⽽成。不過，令這座峽⾕頗具盛名的原因卻是因為於1692年的⼀場⼤
屠殺。於1690年光榮⾰命後，英國議會宣布詹姆⼠⼆世退位並由其女婿威廉三世繼位，不過，蘇格蘭⼈依
然⽀持信奉天主教的詹姆⼠⼆世，因此紛紛起義。就在起義被鎮壓後，住在格倫科的麥當勞家族順⼿偷了
在格蘭利昂的坎⾙爾家族的牲畜，也因此結下樑⼦。之後，威廉三世要求各家族遞交忠誠宣誓書，然⽽，
麥當勞家族因為⼀些原因延遲了。因此，於1692年威廉三世以軍隊調動經過麥當勞家族的領地，需暫時休
整的名義停留在麥當勞家族所在的格倫科，其中的三名指揮官中有兩位為坎⾙爾家族的成員。⽽不知情的
麥當勞家族仍殷情款待軍隊。直到夜深了之後，指揮官便下令屠殺麥當勞家族的命令，導致了這場悲劇。



景點 哈利波特蒸汽火⾞  格倫科⼤峽⾕  羅夢湖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萊格海鮮餐廳(GBP 22)   晚餐／ Number 16 Restaurant (GBP 33)

第6天 格拉斯哥Glasgow 格雷納格林Gretna Green 湖區Windermere Lake

景點 彼得兔之家  格雷納格林  溫德米爾湖遊船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彼得兔之家 (GBP 25)   晚餐／ 飯店晚餐 (GBP 30)

旅館 Low Wood Bay

第7天 溫德米爾湖區Lake Windermere 契斯特Chester 史特拉福Stratford

景點 安妮故居  契斯特  莎⼠比亞的出⽣地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Jamie’s Italian (GBP 25)   晚餐／ 飯店晚餐 (GBP 30)

第8天 史特拉福Stratford 科茲沃爾德Cotswolds ⽜津Oxford

●羅夢湖(Loch Lomond)：
羅夢湖是英國本島⾯積最⼤的內陸淡⽔湖，也是儲⽔量第⼆的湖泊。其實羅夢湖也有⼀段相當淒美的歷史
，也就是蘇格蘭⺠謠羅夢湖的故事。這⾸歌是由⼀位年輕⼠兵寫給他的愛⼈的，據傳當時的查理王⼦想要
推翻英格蘭王的統治，蘇格蘭⼈⺠也追隨王⼦起義。⽽其中有兩位來⾃露絲⼩鎮的年輕⼈被俘虜，英格蘭
軍隊放⾛了其中⼀⼈，好讓他回家鄉告訴其他⼈起義的代價並將另⼀⼈處死。⽽被處死的那⼀⼈便寫了這
⾸歌交給被放⾛的⼠兵，希望能夠將寄託於這⾸歌的希望也⼀併帶回。

●格雷納格林(Gretna Green)：
格雷納格林⼜被稱為私奔⼩鎮。原因是在以前，英格蘭的法律禁⽌21歲以下的年輕⼈在未經⽗⺟同意之下
⾃⾏結婚。但是在蘇格蘭，合法的婚姻年齡是女⽣12歲、男⽣14歲並且只要有證婚⼈就可以合法結婚。因
此，有許多當時不顧⽗⺟親阻⽌的年輕情侶便會選定這個位於英、蘇邊界的⼩鎮請當地居⺠幫忙主持婚禮
，也因此有私奔⼩鎮的美名。

★溫德米爾湖遊船(Windermere Lake)：
湖區國家公園位於英國領⼟的中部地帶，由於此地風景優美，⾃然⽣態保存良好，因此也成為了眾多遊客
熱愛的英格蘭景點之⼀。尤其，湖區相當適合進⾏⼾外活動，有著6條健⾏步道、還可以乘船遊湖、搭乘⼩
火⾞欣賞沿途風光等等。除此之外，湖區國家公園還是⼤名鼎鼎的彼得兔的故鄉，彼得兔是由畢翠斯．波
特親筆創造出來的，當波特第⼀次來到湖區時便深深愛上這裡，也因此⻑居在此，也是在此創作出了彼得
兔的。雄保決定帶您搭乘遊船，在美麗的湖中欣賞這片⾃然景觀，並且尋找可愛的彼得兔的蹤跡吧。

●契斯特(Chester)：
契斯特是位於英格蘭⻄北部的⼩鎮，在市區的主要街道林立著15、16世紀所建⿊⽩相間⽊造的排屋，這種
建築的外牆是先⽤⽊條架設各種規則和不規則的格⼦，再填以灰泥，⽽且是⼀種斜屋頂並裝有煙囪及凸出
的老虎窗、⾼細格⼦的開窗，這就是所謂的都鐸式建築，在英式建築風格中留有⼀席地位。契斯特也是英
國都鐸式建築保留最完整的城市，在這座古城散步彷彿⾛回中古世紀⼀般，相當令⼈著迷。

●史特拉福(Stratford)：
史特拉福的全名為雅芳河畔的史特拉福，會如此取名是因為在英國會有許多同樣名字的地⽅，⽽要分辨它
們的不同就是冠上他們所在的地區或是河流作為代表。這裡的史特拉福是全英國最有名的史特拉福，因為
英國的⼤文豪莎⼠比亞便是在此地出⾝的。也因為他是莎⼠比亞的故鄉，每年都吸引超過500萬的⼈們朝
聖。

●⽔上伯頓(Bourton-on the Water)：
在英國，有⼀個地區被稱為英國的⼼臟，這個地區叫做柯茲沃爾德。但是你⼀定會很好奇，為什麼他會被
稱為英國的⼼臟，他究竟有何魅⼒。但是他可以說是英國鄉村的代表，更可以說是英國⼈⽇常⽣活的代表
。其中，⽔上柏頓⼜是柯茲沃地區最著名的⼩鎮之⼀，原因便是他的鄉野美景是最為出⾊的，完全可以應
證⼩橋、流⽔、⼈家這句話。在夏天，當地居⺠還會在⼩河中舉辦⾜球賽呢！可說是相當有趣。

●拜伯⾥(Bibury)：
拜伯⾥也是柯茲沃地區的其中⼀個著名⼩鎮，就連藝術家威廉·莫⾥斯在訪問拜伯⾥時曾稱其為「英格蘭最
美麗的村莊」。⽽能夠讓它作為柯茲沃地區的代表之⼀便是因為他的阿靈頓排屋。阿靈頓排屋是17世紀時
專為織⼯建造，其中他們的織布機就架設在閣樓內。兩層樓的阿靈頓排屋並非對稱，所⽤的⽯頭也都成不
規則形，窄⼩的⾨窗讓屋內顯得相當陰暗。

◎⽜津基督學院(Christ Church Oxford)：
⽜津基督學院是⽜津⼤學中最⼤的學院之⼀，也是參觀⼈數最多的學院。能夠讓基督學院成為最出名的學
院便是因為他的餐廳。可能⼤家在看過照片前會相當驚訝，⼀個賤在學校內的餐廳怎麼會是主⾓，吸引眾
多觀光客相爭前來⼀睹他的風采。但是他的來頭便是哈利波特中霍格華茲學校的餐廳，幾乎全世界都⾒過



景點 ⽔上伯頓  ⽜津⼤學  ⽜津基督學院  拜伯⾥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英國鄉村風味餐(GBP 20)   晚餐／ ⽜津特⾊晚餐(GBP 25)

旅館 Jurys Inn Oxford

第9天 ⽜津Oxford 巴斯Bath 巨⽯陣Stonehenge 倫敦London

景點 巴斯浴池  巨⽯陣 Stonehenge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The Pump Room (GBP 22)   晚餐／ 百年炸⿂薯條餐廳(GBP 25)

旅館 Hilton London Bankside

第10天 倫敦London 溫莎Windsor 倫敦London

景點 ⼤英博物館  溫莎城堡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英國風味料理(GBP 20)   晚餐／ Gordon Ramsay (****GBP 90****)

旅館 Hilton London Bankside

第11天 倫敦London

景點 倫敦塔  

他的風貌了，也因為如此，才能吸引⼤量的影迷前來朝聖。

◎巴斯浴場(The Roman Baths)：
巴斯城最早建於公元43年，是羅⾺⼈的溫泉聖地，⽽羅⾺浴場也是多數旅客對巴斯的第⼀個印象。這裡有
英格蘭唯⼀的天然溫泉，觀光業興盛，18世紀巴斯成為英國上流⽣活的主導中⼼城市。1987年巴斯城當選
為世界遺產城市之⼀，也是英國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

◎巨⽯陣(Stonehenge)：
巨⽯陣位於英格蘭威爾特郡埃姆斯伯⾥，是英國的旅遊熱點，每年都有100萬⼈從世界各地慕名前來參觀
。巨⽯陣是英國最著名的史前建築遺跡，它的建造起因和⽅法⾄今在考古界仍是個不解之謎。巨⽯陣也叫
做圓形⽯林，位於英國離倫敦⼤約120公⾥⼀個叫做埃姆斯伯⾥的地⽅。那裡的幾⼗塊巨⽯圍成⼀個⼤圓
圈，其中⼀些⽯塊⾜有六米之⾼。據估計，圓形⽯林已經在這個⼀⾺平川的平原上矗立了幾千年。1986年
，「巨⽯陣」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
溫莎城堡位於英國英格蘭東南部區域伯克郡溫莎-梅登⿊德皇家⾃治市鎮溫莎，⽬前是英國王室溫莎王朝的
家族城堡，也是現今世界上有⼈居住的城堡中最⼤的⼀個。溫莎城堡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威廉⼀世時期，城
堡的地板⾯積⼤約有45,000平⽅公尺。與倫敦的⽩⾦漢宮、愛丁堡的荷⾥路德宮⼀樣，溫莎城堡也是英國
君主主要的⾏政官邸。現任英國女王伊麗莎⽩⼆世每年有相當多的時間在溫莎城堡度過，在這裡進⾏國家
或是私⼈的娛樂活動。

◎⼤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英博物館是⼀座於英國倫敦的綜合博物館，也是世界上規模最⼤、最著名的博物館之⼀，成立於1753年
。⽬前博物館擁有藏品800多萬件。由於空間的限制，⽬前還有⼤批藏品未能公開展出。⼤英博物館⽬前
分為10個研究和專業館，分別是非洲、⼤洋洲、美洲館、古埃及和蘇丹館、亞洲館、不列顛、歐洲和史前
時期館、硬幣和紀念幣館、保護和科學研究館、希臘和羅⾺館、中東館、便攜古物和珍寶館、版畫和素描
館。

●倫敦(London)：
倫敦是英國⾸都、英國第⼀⼤城及第⼀⼤港，歐洲最⼤的都會區之⼀兼四⼤世界級城市之⼀，與美國紐約
、法國巴黎和⽇本東京並稱為當今全球四⼤都市。從1801年到20世紀初，作為⼤英帝國的⾸都，倫敦因在
其於政治、經濟、⼈文文化、科技發明等領域上的卓越成就，⽽成為全世界最⼤的都市。倫敦並且是迄今
為⽌舉辦夏季奧運會次數最多的城市。也是歷史上⾸座三度舉辦奧運會的城市。 倫敦是⼀個非常多元化的
⼤都市，其居⺠來⾃世界各地，具有多元的種族、宗教和文化；城市中使⽤的語⾔超過300種。同時，倫
敦還是世界聞名的旅遊勝地，擁有數量眾多的名勝景點與博物館等。

◎倫敦塔(Tower of London)：
倫敦塔是位於倫敦市中⼼泰晤⼠河北岸的⼀座城堡，於1988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倫敦塔曾作為堡壘、
軍械庫、國庫、鑄幣廠、宮殿、刑場、公共檔案辦公室、天文台、避難所和監獄，特別關押上層階級的囚
犯。

晚上，請收拾⼀下您的⾏李，將您在這美麗的英國所有回憶，全都裝進⾏李裡，我們將帶著這滿滿的回憶
回台灣。



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理   晚餐／ 機上

第12天 倫敦London 台北

餐食 早餐／ 機上   午餐／ 機上   晚餐／ X

旅館 溫暖的家

抵達台北，期待下次旅⾏再⾒。


⾏程備註

★１：報名前溫馨⼩提⽰★
1-1：本⾏程報價已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旅遊責任險，以及⾏程所標⽰之住宿、餐食、景點⾨票」。
1-2：若您與同⾏旅客經分房之後為落單旅客，則須補「單⼈房差30000元」，本公司會依據其他旅客分房狀態，若有同性別旅客
可同房，則可免除上述價差費⽤。
1-3：承上；若您為維護住宿品質與隱私，「指定」單⼈入住⼀間房，則亦須補⾜上述「單⼈房差」費⽤。
1-4：未滿２⾜歲之嬰兒費⽤為新台幣12000元，以上費⽤已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旅遊責任險」，不含餐食、不含⾏
程中任何贈品（例如WI-FI機、機場貴賓室...等等），且不佔機（⾞、床）位；⾏程中各個旅遊景點（除有年齡限制外）皆可入場
但不佔座位，提醒旅客須⾃⾏準備嬰兒餐食。
1-5：因受⾶⾏考量及法規限制，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即⽇起，如有嬰兒同⾏者，請於報名時通知業務並確認能
否取得席次及開票作業，並同時提供開票的名單及出⽣年⽉⽇，航空公司將以入名單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受理。
1-6：本⾏程最低成團⼈數為15⼈（含）、最⾼團體⼈數為28⼈（含），並有合格領隊全程服務。另本公司網⾴所顯⽰之「可
賣」機位數，並非代表最終成團⼈數（以上⼈數不含嬰兒）。
1-7：本⾏程免付「台灣領隊＋當地司機」之⼩費，但床頭⼩費、⾏李⼩費、其他服務性⼩費則請各位團員依國際禮儀以及當然慣
例⾃⾏⽀付。
1-8：⾏程景點、活動、食宿均包含於⾏程費⽤中，如⾃⾏放棄均無法退費或轉讓他⼈使⽤。
1-9：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14天（不含國定假⽇）通知承辨⼈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理，並以實際回覆為準。
1-10：若您未報名或報名超過24⼩時未繳付訂⾦，本公司保留因匯率、燃油費、更改活動辦法等因素之調整售價的權利，且恕不
另⾏公告，敬請⾒諒。
1-11：本⾏程乃以團體為報價模式，所有機票、餐食、景點、住宿、⾞資等成本費⽤並無兒童、年⻑者或其他特殊⾝份之優惠，
亦不適⽤於上述元件各⾃推出之針對個別旅客所進⾏之優惠活動；詳細售價與特惠⽅式以各⾏程標⽰為準，本公司不再進⾏任何
退費與折扣。
1-12：旅遊本為增廣⾒聞與體驗和平⽇不同之⽣活經驗，各國餐食、住宿、⽔質、交通、氣候、巴⼠、風俗依各國觀光發展程度
各有不同。建議各位旅客報名前適時瞭解當地狀況並入境隨俗，避免與期待認知產⽣極⼤之誤差。另各旅遊地區景點與食宿皆為
全球旅客所共享參觀之權益，本公司團體⾏程無法迴避您所顧忌的任何國籍、種族、宗教之其他旅客，請您⽀持與體諒。
1-13：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清艙、企業同盟、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銷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同
團旅客售價皆相同⼀致，⼀切以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1-14：本⾏程所提供之「WI-FI 機」、「⽿機導覽器」限本⾏程中使⽤，返台出關前請務必歸還領隊，若旅客攜回未歸還，則須
⾃付續租費⽤，並請妥善保管設備及其配件，若有遺失須依供應商報價賠償。
1-15：⽇本⾏程所使⽤之「WI-FI 機」為「不限流量、不降速」，每台WI-FI 機最多可連線五台設備。
1-16：★【特別說明】～本旅遊團為雄獅集團旗下「雄獅旅遊、雄保旅遊、雙獅旅⾏社（旅天下）、欣聯航、新創網」聯合出團
(PAK)，操作中⼼為 雄保聯合國際旅⾏社股份有限公司，並由雄保聯合國際旅⾏社股份有限公司執⾏出團。

★２：住宿之溫馨⼩提⽰★
2-1：⾏程飯店所使⽤之房型除⾏程特別載明或旅客特別需求，正常以提供各飯店之標準房型為主，並請遵守飯店各項規定（例如
勿在房間吸煙），如有違返飯店規定⽽受罰款，須請旅客⾃⾏負責。
2-2：旅客需求⼀⼤床或⼆⼩床、⾼或低樓層、吸煙或禁煙房、非邊間或連通房等等特殊需求，在不升等房型且不增加售價之前提
下，且最終之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入住時使得確認，尚祈鑒諒。
2-3：「單⼈房差」係指「單⼈指定入住⼀間房之價差」。由於本⾏程報價是以「兩⼈⼀室」為報價基礎，假設您為享有較隱私之
住宿品質⽽欲單⼈入住⼀間房，需補貼之價差則稱之「單⼈房差」。
2-4：⼤部份飯店並無「三或四⼈房型」，旅客若選擇加床，床型以折疊床或沙發床為主，且基於房型與消防安全為由，⼤部份最
多僅能加⼀張床。
2-5：若您的最終分房為１⼤⼈＋１兒童（或嬰兒），為顧及其他旅客之住宿品質與權利，恕不接受兒童不佔床之訂單需求，若另
⼀旅客為嬰兒，⼤⼈則需⽀付「單⼈房差」。
2-6：各飯店是否提供盥洗⽤品、吹風機、WIFI上網、熱⽔器等等皆有不同服務規格，因此仍建議您攜帶慣⽤之個⼈衛⽣盥洗⽤品
與電器，或根據最終說明會資料洽詢您的服務⼈員或領隊。
2-7：⾏程中若包含飯店內早餐，餐食及服務（例如管家烹煮服務）則依各飯店所提供之內容為準。
2-8：⾏程所標⽰飯店等級以當地認證或各⼤訂房網評等為準，部份設施、服務、環境可能與國際星等飯店有些微落差，如有須加
強服務之處，可洽飯店服務⼈員或領隊、導遊協助。
2-9：團費未含飯店內各項迷你吧商品、有料（付費）電視、客房服務、⾃費設施等項⽬。另旅客若毀損、遺失飯店內之⽤品，本
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任，旅客須⾃⾏負擔相關費⽤。
2-10：各住宿酒店、⺠宿依本⾝地理條件、氣候、特⾊等因素，提供不同設施與服務，例如歐洲部份酒店、或⽇本⺠宿可能無冷
氣設施，尚祈⾒諒；並請遵守各項住宿規定，以及勿在未經允許之處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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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機票之溫馨⼩提⽰★
3-1：兒童定義為「回程搭機⽇」２⾜歲（含）以上、未滿１２歲之旅客。
3-2：嬰兒定義為「回程搭機⽇」未滿２⾜歲之旅客，且不列為團體⼈數。
3-3：團體機票無兒童之機票價差，嬰兒費⽤則請參考各⾏程售價。
3-4：本⾏程使⽤團體經濟艙機票，故無法累積哩程、優先選位更改航班及⽇期、退票、更換旅客。
3-5：由於團體機位座位安排統⼀由航空公司以姓⽒之英文字⺟順序排定，可能造成您與同⾏之親友座位不相連之情況，團體⾏程
可請求領隊協助您與其他團員協調更換，但可能造成您原始座位之變更，請您⽀持與諒解。
3-6：請依說明會資料上所登載的集合時間抵達機場與領隊會合，並⾃⾏考量交通狀況提早出⾨，另請務必於航空公司所規定時間
內抵達登機閘⼝，以免錯過航班起⾶時間。
3-7：各航空公司針對孕婦搭乘的規定不⼀，⼀般懷孕三⼗⼆⾄三⼗六週須請產檢醫⽣填寫航空公司之專⽤診斷書，三⼗六週後須
醫護⼈員同⾏搭乘或禁⽌搭乘，詳情請洽您的客服專員，我們將為您查詢最新訊息。
3-8：有關航班⾏李規定，以各航空公司規範為主，若超重時旅客須⾃⾏負擔超重費⽤，若有任何疑問可洽詢領隊或地勤⼈員。

★４：⾏程之溫馨⼩提⽰★
4-1：為求安全起⾒，⾏程中請務必遵守⼯作⼈員安全指⽰，例如⽔上活動時全程穿著⽔上救⽣衣、⾏⾞時務必繫上安全帶；如有
感到⾝體不適，可選擇不參加，並請告知領隊及導遊，謝謝合作。
4-2：如遇景點之部份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設施或展覽項⽬請求權
利。
4-3：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其他⾏程內容進⾏前後順序調
動之權利。
4-4：由於各國飲食文化不同，例如國外素食經常可食⽤蔥、薑、蒜、辣椒、奶蛋，因此台灣旅客若有特殊餐食者，食材往往多有
限制，例如素食菜⾊會較正常餐食少及簡單，建議旅客可攜帶備⽤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4-5：台灣與各國海關相關規定、以及各航空公司搭機規範，⼀切依各國家及各單位規範為主，若有任何疑問請參閱各官⽅單位相
關規定，或於「事前」洽詢領隊或服務⼈員。
4-6：各國法規為保障旅客與司機⾏⾞安全，每⽇皆有⾏⾞時間限制（以各國法令為準），以有效防⽌巴⼠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
衍⽣之交通狀況。 
4-7：旅遊期間請留意⾃⾝與財產安全，並確實遵守當地法令，例如勿攜帶或穿著或購買仿冒商品、在禁⽌吸煙處抽煙等等。


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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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公司＞

⼀.脫隊
　1.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脫隊】,脫隊者請⾃⾏開立【個⼈票】

⼆.團體升等艙 
　1.華航(CI)台灣地區團體加價⾄豪經艙Z艙不同出發⽇報價不同(單程加價費⽤約$5000~$15000)，詳細銷售
　　條件請洽業務。
　※升等艙加價費⽤依出發⽇為計算基準。
　※團體升等艙不可進貴賓室/不可累積⾥程數/托運⾏李30KG。
　※若要搭乘商務艙，請開立【個⼈票】。
　※因每架航班升等艙機位有限，請貴賓靜候需求回覆，若無需求到升等艙，請搭乘經濟艙參團。

三.其它
　1.旺季期間(春節及寒暑假)之團體機票⼀經開票後，不得更改⾏程、姓名及辦理退票。

四.⾼雄/台北接駁交通
　1.航空班機接駁：即⽇起無提供接駁班機，敬請提前⾃理或轉搭⾼鐵。 
　2.⾼鐵接駁：2017/10/01～2018/12/31期間，搭乘「去程各站－桃園(青埔)」及「桃園(青埔)－回程各
　　站」可享全票8折優惠。 
　　(以出發地點⾄桃園站為票價基準，票價請參考台灣⾼鐵官網)
　※需求加訂⾼鐵的旅客，請於繳訂時⼀併告知業務⼈員；於機票開立後即可加購⾼鐵票。
　※機票開立時間需配合團體作業，若旅客有須提前取票亦或其他特殊狀況情形者，需請旅客⾃理⾼鐵票，
　　若有不便，敬請⾒諒。


旅遊資訊

⼩費

在英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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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房1英鎊，置於枕頭上。
2.⾏李服務員上、下⼤⾏李之⼩費，每件⾏李1英鎊。
3.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每位旅客每天10英鎊 (⾃2017/08/01起)
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費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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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鎊為標準(每位) ：
* 7 天團 英鎊 70 
* 8 天團 英鎊 80 
* 9 天團 英鎊 90 
* 10 天團 英鎊 100 
* 11 天團 英鎊 110 
* 12 天團 英鎊 120 
* 13 天團 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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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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