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EE418BR1-T

《深度奧捷雙國之旅》五星連泊‧金色大廳音樂會‧雙遊船‧三古堡‧米其林推薦餐《深度奧捷雙國之旅》五星連泊‧金色大廳音樂會‧雙遊船‧三古堡‧米其林推薦餐12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04/18(四) 列印時間：2019-01-16 10:07


參考航班

去程

2019/04/18(四) 22:30 桃園機場 2019/04/19(五) 08:35 維也納機場 長榮航空  BR061

回程

2019/04/28(日) 18:35 維也納機場 2019/04/29(一) 16:30 桃園機場 長榮航空  BR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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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 

孩童佔床

$158,000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156,000 

嬰兒

--


行程特色

0001/01/01 00:00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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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0001/01/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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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也納Vienna

餐食餐食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

旅館旅館 機上

第2天 維也納Vienna 梅爾克Melk 哈修塔特Hallstatt 聖沃夫岡湖區St.Wolfgan

景點景點 哈修塔特鹽坑  梅爾克修道院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梅爾克修道院 (EUR20)   晚餐／ 白馬飯店晚餐 (EUR35)

旅館旅館 Romantik Hotel Im Weissen Roessl

第3天 聖沃夫岡湖St.Wolfgan 國王湖Königssee 薩爾茲堡Salz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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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之都維也納。

◎梅爾克修道院(Stift Melk)：
梅爾克修道院為奧地利最具規模的巴洛克式建築，這棟東西長320m、尖塔高65m的建築物歷史十分悠久，原本是有「梅克城塞」之稱
，為巴伐利亞貴族希茲歐家族的財產，修道院有著黃白相間的外觀，東門宛如宮殿般華麗，上面高掛著該院鎮院之寶「梅克十字架」是

在1362年打造的，此外有「大理石之室」配對的畫作即是圖書館室的頂棚畫。

●哈修塔特(Hallstatt)：
哈修塔特為奧地利上奧地利州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的一個村莊，鄰近哈修塔特湖畔，HALL源自於古克爾特語的「鹽」，起因於這一地區
盛產鹽礦而得名。哈修塔特於199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也因為該村莊美若仙境，甚至被票選為此生必去的19個小鎮之一。

★哈修塔特鹽礦(Hallstatt Salzwelten)：
哈修塔特因為附近盛產鹽礦而得名，因而能夠顯示出鹽礦場對於哈修塔特的重要性。從小鎮搭乘纜車上山，能夠先前往觀景台欣賞美麗

的湖光山色，接著跟著我們前去換上礦工裝，準備進入鹽洞探險囉！

★國王湖(Königssee)：



景點景點 米拉貝爾花園  國王湖  莫札特出生地  薩爾茨堡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德國豬腳(EUR20)   晚餐／ 飯店晚餐 (EUR35)

旅館旅館 Imlauer Hotel Pitter Salzburg 或 喜來登薩爾茨堡酒店

第4天 薩爾茲堡Salzburg 庫倫洛夫Český Krumlov

景點景點 契斯基庫倫洛夫  捷克克魯姆洛夫城堡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BBQ餐廳(EUR20)   晚餐／ 中古世紀變裝餐廳 (EUR35)

旅館旅館 Mlyn 或 OLD INN HOTEL

第5天 庫倫洛夫Český Krumlov 皮爾森Plzeň 瑪麗安斯凱Marianske Lazne 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

景點景點 皮爾森啤酒廠  瑪麗安斯凱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皮爾森啤酒廠 (EUR20)   晚餐／ 飯店晚餐 (EUR35)

旅館旅館 GRAND PUPP

第6天 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 布拉格Pargue

景點景點 卡羅維瓦利  黑光劇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老兵餐廳 (EUR20)   晚餐／ 中式八菜一湯(EUR15)

旅館旅館 Art Deco Imperial Hotel 或 Art Noveau Palace Hotel 或 Cosmopolitan Hotel Prague

第7天 布拉格Pargue

國王湖位在貝希特斯登國家公園，由於清澈見底的湖水而成為德國著名的旅遊勝地。它被認為是德國最乾淨以及最美麗的湖泊。而德國

為了能夠保護這片美麗的湖泊，從1909年起，只允許電動船、手划船在湖上航行。如此一來才不會造成湖泊的污染。國王湖清澈的湖水
清澈，甚至達到飲用水的標準。雄保旅遊特別安排於此遊船，帶著各位以最親近的方式擁抱這片人間仙境。

◎薩爾茲堡(Salzburg)：
薩爾茲堡是奧地利第四大城市，也是音樂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薩爾茲堡於西元7世紀時由當時的主教興建了聖彼得修道院，並將周圍的
市街稱之為薩爾茲哈堡，也成為了今日的薩爾茲堡前身。之後，於19世紀時，因為莫札特的出生地而聲名大噪，進而成為了當時舉世聞
名的音樂之都。

●庫倫洛夫(Český Krumlov)：
庫倫洛夫全名為契斯基庫倫洛夫，近年來成為捷克最受歡迎的景點，它以超過三百座歷史建築物而聞名，並於1992年便被列為「世界文
化和自然雙重遺產」。庫倫洛夫幾百年來歷經五大家族統治，也因為其地理位置偏南方，加上受伏爾塔瓦河環繞形成天然屏障，因此沒

有受到戰火無情的肆虐，也讓城內的建築持續地保存下來。走進庫倫洛夫彷彿走入了浪漫的中古世紀小鎮，也因此深得許多蜜月的新婚

夫妻的喜愛，就跟著熊堡旅遊的腳步一起享受這個浪漫的小鎮吧！

★雄保旅遊特別安排庫倫洛夫中世紀變裝晚宴，利用晚餐時間，讓各位能夠換上喜愛的中世紀裝扮，與這座中世紀小鎮留下美好的回憶

。

●皮爾森(Plzeň)：
皮爾森啤酒是捷克銷售第一的啤酒品牌，它的發源地就在皮爾森，能夠聞名於世便是因為它獨特的釀製法。皮爾森啤酒好喝的秘密便是

來自於下層發酵法，其實在1839年以前，皮爾森與其他地方一樣都是採用上層發酵法，但是這個方法容易使得當時沒有先進設備的皮爾
森釀製出來的啤酒品質不穩定。直到1839年，皮爾森居民忍無可忍之際便興起集資建立自己的一座釀酒廠，並且採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
與釀酒師，才能夠逐漸發展成現在的皮爾森啤酒。因此來到這裡一定不能錯過的就是品啜道地的皮爾森啤酒，雄保旅遊特別安排進入皮

爾森酒廠餐廳享用美味的烤鴨配上一杯皮爾森啤酒，保證會是令你念齒不忘的好滋味。

●瑪麗安斯凱(Marianske Lazne)：
瑪麗安斯凱是捷克卡羅維發利州的一個鎮，以溫泉著名，這裡是捷克西部三座溫泉城市中的第二大溫泉城，有一個「皇后的溫泉區」的

雅名，比起溫泉第一大城的卡羅維瓦利，這裡算是新興的溫泉鄉，是19世紀時開始發展溫泉療養服務的。它的顯赫名聲不僅在於溫泉的
療效和高品質的自然資源，也因坐落在經過精心保護的綠色森林地帶中，擁有著天然的美麗自然風光和取之不盡的礦泉資源而聞名。

●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
卡羅維瓦利位於捷克西部波希米亞地區卡羅維瓦利州，是Ohře和 Teplá 這2條河流的匯合處。卡羅維瓦利在歷史上以溫泉著稱，總共有
13個主要溫泉，大約300個較小溫泉，因此卡羅維瓦利是捷克最古老也最大的溫泉鎮。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是全歐洲最受歡迎的溫泉
度假區，在19世紀末的時候是屬於貴族專用的溫泉城市。因為這裡的溫泉因具有特別療效，許多病人會來此休養度假，為了方便病人在
飲用泉水的同時可以散步休養，所以就以當地建築特色蓋成迴廊，寬廣的長廊把溫泉出水口包含在其中，成為當地的特色。

●布拉格(Pargue)：
布拉格是捷克首都和最大城市、歐盟第十四大城市，和歷史上波西米亞的首都，市內擁有為數眾多的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風格的建築，

從羅馬式、哥德式建築、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新藝術運動風格到立體派和超現代主義，其中特別以巴洛克風格和

哥德式建築更占優勢。布拉格建築給人整體上的觀感是建築頂部變化特別豐富，並且色彩極為絢麗奪目（紅瓦黃牆），因而擁有「千塔

之城」、「金色城市」等美稱，號稱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布拉格也是歐洲的文化重鎮之一，歷史上曾有音樂、文學等諸多領域眾多

傑出人物，如作曲家莫扎特、斯美塔那、德沃夏克，作家卡夫卡、哈維爾、昆德拉等人在該城進行創作活動，今天該市仍保持了濃郁的

文化氣氛，擁有眾多的歌劇院、音樂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電影院等文化機構，以及層出不窮的年度文化活動。

★黑光劇(Black Theater)：
黑光劇是捷克戲劇活動中最特殊、知名度也最高的一種。舞台的佈景和演員的服裝都是全黑的，正式演出時，是以彩色的燈光束投射，

搭配演員手中的螢光道具，再加上音樂，所呈現出來的奇妙視覺影像。這次，雄保旅遊安排了相當精采有趣的黑光劇，透過欣賞當地的

藝術表演，參與當地的特殊活動，讓各位更貼近當地人的生活，更認識當地的風俗民情。



景點景點 布拉格城堡  黃金巷  聖維特主教座堂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布拉格道地料理(EUR20)   晚餐／ 市民會館 (EUR20)

旅館旅館 Art Deco Imperial Hotel 或 Art Noveau Palace Hotel 或 Cosmopolitan Hotel Prague

第8天 布拉格Pargue

景點景點 布拉格老城廣場  布拉格舊市政廳及天文鐘  伏爾他瓦河遊船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米其林推薦餐(****EUR45****)   晚餐／ U Zlate Konvice地窖餐廳 (EUR25)

旅館旅館 Art Deco Imperial Hotel 或 Art Noveau Palace Hotel 或 Cosmopolitan Hotel Prague

第9天 布拉格Pargue 黛絲Telc 維也納Vienna

景點景點 古典音樂會  黛絲小鎮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捷克風味餐(EUR20)   晚餐／ Ribs of Vienna (EUR20)

旅館旅館 HILTON VIENNA 或 Intercontinental

第10天 維也納Vienna

●布拉格城堡區(Pražský hrad)：
布拉格城堡區佔地近7萬平方英尺，是世界上最大的古老城堡，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也是布拉格最受歡迎的旅遊推薦景點
。城堡區曾經是布拉格內一個獨立的市鎮，今日因為有著奢華的宮殿及城堡，又位居高處，因而成為遊客一覽城堡風光外，也是將布拉

格風景盡收眼底的好地方。

◎ 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
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建於西元9世紀，曾經是波希米亞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住所，現在也是捷克共和國歷任總統的辦公之處。
布拉格城堡幅員廣大，裡面包含聖維特主教座堂、聖喬治教堂等四座教堂，還有舊皇宮、安妮女王夏宮、洛布科維奇宮、新皇宮四座宮

殿，更有黃金巷、達利沃爾塔、皇家花園等知名建築，是觀光客必來朝聖的景點。布拉格城堡興建之後，一直是各大王朝的王室中心，

幾個世紀以來見證興盛與衰敗，也歷經多次的擴建，因此保留了羅馬式、哥德式、巴洛克式、文藝復興等不同時期的歷史建築，因此成

為觀光勝地。像是其中的聖維特主教座堂就是哥德式建築的經典，更有許多波希米亞國王長眠於此，而聖維特主教座堂的後方就是聖喬

治教堂，是捷克保存最完整的羅馬式建築，旁邊的聖喬治女修道院，現在改建成國家藝廊，收藏了14到17世紀捷克的藝術作品。不止教
堂令人驚艷，城堡中還有過去讓術士煉金的「火藥塔」，現在則展出中古時期天文學、煉金術等文物的博物館。還有最著名的「黃金巷

」，因過去此巷住了許多煉金術士而得名，短短一條街，兩旁建築小巧可愛、色彩豐富，現在成為販賣手工藝品的商店街，不只好拍更

好買。而捷克的總統府也位於此，雖然禁止入內參觀，但是每日的衛兵交接卻是觀光客搶拍的熱門景點。

●布拉格老城區(Staré Město)：
分老城區、新城區、城堡區和小城區四個區。老城區中心的老城廣場，是群眾遊行集會的場所。廣場中央矗立著十五世紀所建的捷克民

族英雄揚·胡斯的巨大雕像，胡斯是當年布拉格大學校長，因反對羅馬教皇的暴政，主張宗教改革，於1415年7月被異族統治者以異教徒
的罪名活活燒死。在他遇害500周年之際，捷克人民為他建立了雕像。廣場上的老市政廳，是十三世紀的哥特式建築，廣場之南有伯利恒
教堂，當年胡斯就是這個教堂的神甫，曾在此佈道，廣場東南方有重建的卡羅利努姆宮，它是查理大學最古老的建築物。火藥門樓是老

城13座城門中的僅存的一個。

● 布拉格舊市政廳及天文鐘:
舊市政廳最受遊客歡迎的是牆上的大型天文鐘，天文鐘的下半部為特殊的月曆鐘，最外面以波西米亞人一年四季的工作生活情景，代表1
2個月份，第二層以圖案表示12個星座，最裡面則是布拉格舊城紋徽。每到整點時分，鐘樓之下便擠滿了的觀光客，當整點的鐘聲響起，
看著鐘旁的人偶微微動作，還有基督的十二門徒在樓頂的窗子繞著圈圈，大家都會忍不住齊聲歡呼!

★伏爾塔瓦河遊船：

雖然從查理大橋確實可以俯瞰伏爾塔瓦河的壯麗美景，但想要追求最浪漫的布拉格體驗，還是要在河上欣賞整座城市美景，坐在遊船上

，看見城市美景緩緩從兩旁流過。河岸兩旁有粉彩色的倉庫，優雅矗立的教堂螺旋高塔，襯映著橘色的屋頂。因此，雄保旅遊特別安排

各位在伏爾塔瓦河上游船，慢慢欣賞布拉格的河邊景色，享受這東歐古城的浪漫時刻。

●黛絲小鎮(Telc)：
黛絲小鎮又稱特爾奇，是一個靜謐古色古香的小鎮，位於布拉格到維也納的國王大道的中心點，近五百年來都未受到任何破壞，寧靜的

小鎮在1992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個小鎮沒有高大的教堂、雄偉的城堡、奢華的宮殿，卻有著相當耐人尋味的特色房屋，走在小鎮內
彷彿走進了童話故事。

●維也納(Vienna)：
維也納位於奧地利東北部阿爾卑斯山北麓維也納盆地之中，三面環山，多瑙河穿城而過，四周環繞著著名的維也納森林，也讓維也納擁

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稱，環境優美，景色誘人。另外，維也納也被稱為“音樂之都”，在18世紀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維也納很快便成為
了歐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也因為如此孕育了許多知名音樂家，海頓、薩里耶利、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等人將維也納古典主義

引領到了頂峰。

★古典音樂會：

既然來到了音樂之都，欣賞一場音樂會絕對會是最能夠了解維也納的方式。也因為維也納對於人文藝術的重視，至今維也納還是擁有相

當著名的愛樂樂團，不僅如此，就連走在路上也有機會聽見當地居民的街頭演出，可見維也納的音樂素質已經如同這座城市的DNA不斷
的傳遞下去。在這裡，雄保旅遊也貼心地為您準備一場精采的音樂演出。

●維也納(Vienna)：
維也納位於奧地利東北部阿爾卑斯山北麓維也納盆地之中，三面環山，多瑙河穿城而過，四周環繞著著名的維也納森林，也讓維也納擁

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稱，環境優美，景色誘人。另外，維也納也被稱為“音樂之都”，在18世紀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維也納很快便成為
了歐洲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也因為如此孕育了許多知名音樂家，海頓、薩里耶利、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等人將維也納古典主義

引領到了頂峰。

◎熊布朗宮(Schloss Schönbrunn)：
熊布朗宮又稱美泉宮，是座落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西南部的巴洛克藝術建築，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



景點景點 美泉宮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霍夫堡皇宮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EUR15)   晚餐／ 市政廳 (EUR25)

旅館旅館 HILTON VIENNA 或 Intercontinental

第11天 維也納Vienna 台北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機上

旅館旅館 機上

第12天 台北

餐食餐食 早餐／ 機上   午餐／ 機上   晚餐／ X

旅館旅館 溫暖的窩

朝家族的皇宮，如今是維也納最負盛名的旅遊景點。熊布朗宮整體為巴洛克式建築，少數房間則以洛可可風格為主，當初是以超越凡爾

賽宮為目標興建，但是在興建的半途中就因為經費不足，不得不的情況下只好刪減內容而成。另外，美泉宮的由來是因為有一天神聖羅

馬帝國的皇帝在狩獵時，因為飲用此處的泉水發現十分甜美，因此將此處命名為美泉宮。

一早，讓我們漫步在維也納街頭，享受美好的早晨時光也藉此為美好的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請收拾一下您的行李，將您在這美麗的奧地利捷克所有回憶，全都裝進行李裡，我們將帶著這滿滿的回憶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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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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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依本身地理條件、氣候、特色等因素，提供不同設施與服務，例如歐洲部份酒店、或日本民宿可能無冷氣設施，尚祈見諒；並請遵守各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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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規定，以及勿在未經允許之處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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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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

一.《高北高接駁》長榮航空目前停飛高北高接駁 

二.《豪華經濟艙或商務艙加價規定(ED CLASS)》
1.長榮團體票規定長榮團體票規定:需求單程加價上豪經艙需求單程加價上豪經艙(ED)艙艙
2.單程加價豪經艙(ED)艙報價如下
阿姆斯特丹(AMS)航點 單程 + NTD 11,000
巴　　　黎(CDG)航點 單程 + NTD 11,000
倫　　　敦(LHR)航點 單程 + NTD 18,000 (含ED TAX) 
維 也 納(VIE)航點 單程 + NTD 11,000
需求來回豪經需求來回豪經(ED)艙需以航空公司報價為主艙需以航空公司報價為主  
2019/05/09 起維也納機型更改為起維也納機型更改為787無提供豪經艙無提供豪經艙 ,僅有商務艙及經濟艙兩種艙等僅有商務艙及經濟艙兩種艙等  

3.商務艙，請自行開立【個人票】

★若您要需求加價上豪華經濟艙，請於報名付訂金時一併告知業務人員訂出，★若您要需求加價上豪華經濟艙，請於報名付訂金時一併告知業務人員訂出，

機位是否能機位是否能CONFIRM，須視航空公司之班機狀況而定，無法保證，須視航空公司之班機狀況而定，無法保證OK ★★  

三.《脫隊》
1.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不能延回】，脫隊延回者請自行開立【個人票】

四.《其它》
1.旺季期間(農曆春節及暑假)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票後，不得更改行程、姓名及辦理退票。
2.非旺季期間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若需辦理退票，需收退票手續費NTD 6000/人

五.《高鐵接駁》
1. 自2015.12.01起，台灣高鐵將新增苗栗、彰化、雲林三站點加入全線營運服務，同時全面調整高鐵時刻表，並將票價調整。
配合高鐵車票調整，自2017年4月1日起搭乘高鐵的旅客，持有長榮航空與立榮航空國際線機票，即可以優惠價標準車廂現行售價8折或商務車廂現行售價85折加購高
鐵車票。

(旅客於2015年12月01日以前所開立的高鐵票，恕不辦理退還價差事宜。)
(票價以高鐵官網公告為準)
2. 機票開立時間需配合團體作業為主，若有卡特殊節日或有特殊需求需提前購買高鐵票的旅客，
煩需請客自理，以免向隅，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3. 詳細說明請參考官網：http://www.evaair.com/zh-tw/book-and-manage-your-trip/thsr-Reservation/service-bulletins/


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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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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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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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