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視界假期】波．克．斯 10天(OS-SV) 

【【新新視視界界假假期期】】  
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 

 16 湖國家公園 三國饗宴 1O 天(OS-SV) 
亞德里亞海岸線上， 

散落著 1 千多個小島，這裏風光秀麗、景色迷人， 

每個小島都有獨特的味道，白色的沙灘與蔚藍海洋， 

它們的名氣和愛琴海上的希臘小島一樣響亮， 

在咖啡座上曬太陽，看望海的老人， 

讓時間無所事事地過…… 
 

 

 

 

 

 

 

 

 

行程特色 

一.匠心獨具選搭奧地利航空，最是輕鬆：(10天 8夜) 

1.當天晚上抵達：無需機上夜過夜，最是貼心的航班選擇。 

2. 玩家的選擇，捨我其誰的航班！雙點 (塞拉耶佛／維也納) 進出，不走回頭路。 

 

二.造訪絕美國家公園，與大自然共舞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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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選克斯雙國行程之最： 

   1.特別安排一個世界自然遺產及四個世界文化遺產： 

    【自然遺產】 

    ＊克羅埃西亞的驕傲～普萊維斯湖國家公園。          (UNESCO.1979) 

    【文化遺產】 

    ＊巴爾幹半島和平希望的象徵－「看守橋的人」莫斯塔。(UNESCO.2005) 

    ＊人間天堂美景的杜布羅尼克。                      (UNESCO.1979) 

    ＊風華絕代古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宮殿所在斯普利特。  (UNESCO.1979) 

    ＊歷史悠久的特吉爾島古城，彷彿是露天的城市博物館。(UNESCO.1997) 

   2.超凡脫俗的「阿爾卑斯之珠A JEWEL IN THE ALPS」－布雷德湖。 

   3.地球上最美麗的地底世界～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 

   4.驚悚大師希區考克心目中最美麗的眾神之地－札達爾。  

 

四.嚴選特色餐廳，品嚐亞德里亞海道地原味 

波．克．斯雖稱不上世界美食國家之林，但因近鄰義大利、匈牙利、奧地利及巴爾

幹半島，再加上臨亞德里亞海，使其菜色融合地中海與歐陸的特色，成爲具美味且

富多樣化的料理，為此我們特別安排： 

   1.全程於旅館享用美式早餐，午晚餐以中、西式混合使用，以西式為主中式為輔。 

   2.另我們特別選擇克斯最具特色且道地的風味餐。 

 

五.精選各地飯店 

我們清楚知道「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因此，我們懂您對飯店的需求感受，

為您精心選擇各城飯店，不論是它的地理位置或設計陳設，都希望為旅程中增添一

些驚喜，多一點舒適，令您回味無窮。 

   塞拉耶佛：EUROPE(5★)或 RADON PLAZA(5★)或同等級。 

杜布羅威尼克：CROATIA(5★)或 ARISTON(5★)或 RADISSON BLU(5★)或同級。 

   斯布利特：LE MERIDIEN LAV(5★)或 ATRIUM(5★)或 PRESIDENT(5★)或同級。  

   札達爾：KOLOVARE(4★)或 PINIJA(4★)或 FUNIMATION BORIK(4★)或同級。 

   普萊維斯：JEZERO或 PLITVICE或 DEGENIJA或同級。(十六湖國家公園係因為高

知名觀光勝地，若遇園區內飯店客滿，則改住園區外飯店，敬請見諒!!) 

布雷德：GOLF(4★)或 PARK(4★)或同級。 

維也納：NH AIRPORT(4★)或 AUSTIRA TREND(4★)或 HILTON DANUBE(4★)或同級。 

                               (以上飯店或同級，以行前說明會為標準。) 

特別備註： 

由於餐食皆由餐廳算妥人數備料，若有特殊餐食，如不食鹿、牛、羊、魚...等，

請務必於團體出發前七日告知，若於當下才告知，則需支付額外費用，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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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DATE 城          市 班       機 時           間 

 

去程 

第 01天 台    北香    港 中華航空  CI-601  07:25/09:05 

第 01天 香    港維 也 納 奧地利航空 OS-058  11:00/16:30 

第 01天 維 也 納塞拉耶佛 奧地利航空 OS-759  20:25/21:35 

回程 第 09天 維 也 納香    港 奧地利航空 OS-057  13:40/08:05+1 

第 10天 香    港台    北 中華航空  CI-602  10:20/11:55 

備註 ＊以上航班為暫定之航班，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準，若需當團正確航班請來

電洽詢您的業務。 

 

          打開另一扇天堂之門，美麗的人生從此開始… 

第 一 天 台北香港維也納 VIENA塞拉耶佛 SARAJEVO(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鬆的腳步，搭乘

奧地利航空豪華客機飛往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塞拉耶佛；抵達後直接前往飯店休

息。 

貼心提醒：今日我們於維也納候機時遇用餐時間，領隊會於現場發放每人 10 歐元，

讓各位貴賓於機場內自行享用簡餐，而抵達後我們會直接前往飯店休息

喔! 適時的休息~精神滿分，讓您於明日開始旅遊充滿活力!! 

餐  食：早餐－X         午餐－X         晚餐－每人機場誤餐費 10歐元  

住宿飯店：EUROPE(5★)或 RADON PLAZA(5★)或同等級。 

 

第 二 天 塞拉耶佛莫斯塔 MOSTAR杜布羅威尼克 DUBROVNIK(克羅埃西亞) 

塞拉耶佛的拉丁橋上標示著巴爾幹的血淚史「FROM THIS PLACE ON 26 JUNE 1914 GAVRILO 

PRINCIP ASSASINATED THE HEIR TO THE AUSTRO-HUNGARIAN THRONE FRANZ FERDIDAND 

AND HIS WIFE VERA」。今日飛抵波赫塞首府塞拉耶佛，此承在土耳其語為『蘇丹總督

的宮殿』曾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奧匈帝國統治，故融合多種族文化、宗教，獨特地

匯聚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建築，甚為獨特。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當代

波赫戰爭而聞名於世；濃厚的伊斯蘭教氛圍，讓您感覺時而好像置身於中東的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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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這種獨特的風貌明顯迥然於歐洲其他傳統的城市，因此，塞拉耶佛現被譽爲歐

洲的耶路撒冷。之後來到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首府，也是波士尼亞第二大城－莫

斯塔爾。莫斯塔爾的意思是「看守橋的人」。聶雷托巴河流經市區，獨立戰爭所毀壞的

斯達瑞老橋 Stari Most在重建後，可惜 1993年古橋在波黑內戰中被毀，直到 2003年

在 UNESCO資助下重建完成，象徵這民族間的協調與和解、國際間的合作，也象徵這不

同文化、种族和宗教間和睦相處。如今老橋已成了巴爾幹半島和平希望的象徵。兩座

宗教建築物聖彼得保羅教堂和考斯基清真寺各據河的二岸，遙遙相望，形成有趣的景

觀。接續前往亞德里亞珍珠—杜布羅威尼克。 

下車參觀：拉丁橋(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Sebilj廣場「鴿子廣場」、『塞拉耶佛玫

瑰』莫斯塔橋。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波士尼亞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 

住宿飯店：CROATIA(5★)或 ARISTON(5★)或 RADISSON BLU(5★)或同級。 

  

第 三 天 杜布羅威尼克斯普利特 SPLIT 

愛爾蘭作家蕭伯納 GeorgeBernard Shaw 曾說：「想目睹天堂美景的人，就到克羅埃西

亞的杜布羅威尼克。」依山傍海，風景優美，氣候溫和，素有亞德里亞海明珠 PEAL OF 

ADIATIC 和城市博物館之美稱，聯合國文教會於 1979 年更明列為人類世界文化珍貴的

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Босна и Херцеговина） 

巴爾幹半島西面一個國，前身係前南斯拉夫六個聯邦單位之一，

首都塞拉耶佛。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於 15 世紀橫掃巴爾幹半島，

於 1463 正式征服西巴爾幹的波士尼亞區，並設立波士尼亞省。

在土耳其人治理的 400年內，許多斯拉夫人漸漸改信回教，包括

命名、飲食、建築，及生活習慣都受到土耳其人的影響。這群改

信伊斯蘭的斯拉夫人也開始有了自己不同的民族認同，為與信奉

東正教的塞族及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族分割，於是自稱波士尼亞

族。波黑現行國旗，於 1998年 2月 10日制定。1992年波黑獨立後發生激烈的內戰。

在各方和解後，於 1998年才制定了現在的國旗。深藍底與星星取自歐盟旗幟，代表

其為歐洲的一員。最上與最下的星星只有一半出現，代表星星的數量無窮無盡。三

角形代表國土形狀及國內三族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與波士尼亞穆斯林。黃色則

代表三族互相合作，共創美好的未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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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產，味道有點像威尼斯，但更多添了些古老的感覺。孤立於海中岬角的海港小城，

融合了許多文化於一身，有『斯拉夫的雅典』之稱，是克羅埃西亞最受歡迎的旅遊勝

地及健康療養勝地；固若金湯的城牆，緊緊守護著亞德里亞這顆珍珠，更為城市增添

幾許神祕，幾分嬌貴。杜布羅威尼克面積只有 979 平方公里的杜布羅威尼克，擁有世

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風采，雅致的聖方濟修道院、熱鬧的布拉卡大道、文藝復興風格的

宮殿廻廊與拱門，歲月似乎不曾為她改變什麼。古城牆極為適合散步及眺望亞德里亞

海美景，若要全部走完可能需要一點腳力，小巷人家及小咖啡店就在古城牆上，獨特

的感覺此處僅有，漫步其中的樂趣，只有親臨才能體會！ 

下車參觀：大(小)噴水池、禁衛軍之家、聖布雷瑟教堂、史邦扎宮、聖約翰堡壘、

雷維林堡壘、派勒門、史特拉敦大道。 

含入場券：舊城牆。 

貼心提醒：在杜布羅威尼克爬城牆時，部分城牆階梯高低不一，您可量力而行，決

定走半圈或走完整圈，而走整圈的貴賓別忘了要把門票要收好，因為門

票半途會再次檢查!今日午餐會較晚用餐，別忘了帶點小零食，隨時補充

體力喔。 

美食推薦：我們途經美食必推淡菜產地，天然美味的食材一直出現在我們眼前，怎

能錯過，沒錯!來此處必來嘗鮮!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特產淡菜佐鮮魚料理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飯店：LE MERIDIEN LAV(5★)或 ATRIUM(5★)或 PRESIDENT(5★)或同級。 

行車時間及距離：杜布羅威尼克 229KM/3H斯布利特 

 

上天恩賜的自然美景，此景只應天上有－眾神之地 

第 四 天 斯普利特特吉爾 TROGIR札達爾 ZADAR 

今早尋著歷史的足跡回到過去，我們來到古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的皇城古都一斯布利

特。皇城斯布利特，昔日羅馬皇帝戴奧克里先所興建的宮殿所在，迄今宮殿遺跡保留

完善，從各有涵義的金、銀、銅、鐵門、由皇陵改成的聖多米努斯教堂、皇宮大廳等，

精美的雕刻、壯麗的柱廊……等，皆充分顯現出帝政時期的宮廷氣派，在在難掩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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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皇宮的絕代風華。接續回到過去，我們來到了海岸小島－特吉爾，古城特吉爾整

個城市，嚴格來說是個小島，早期歷經了希臘文明、古羅馬及基督教文明、拜占庭文

化…等，到公元七世紀後才有今日的克羅埃西亞人居住，所以其文明悠久，尤在同時

期的建築風格，在古城裏到處可見，幽幽的古風是很少見的，也在 1997年被聯合國文

教明訂為人類珍貴遺產；向晚時份來到向晚來到眾神之地札達爾。 

下車參觀：戴奧克里先宮殿遺址、金、銀、銅、鐵門、St.Lovro Church、敞廊、鐘

塔、卡馬蘭蔻城堡。 

含入場券：皇宮地下大廳。 

美食推薦：中午我們安排享用克羅埃西亞傳統章魚沙拉，切末的章魚和著清爽微酸

微甜的醬汁~美味おいしいね~再加上那黑嚕嚕的義大利麵，鮮味滿滿~飯

後可別忘了露出您最美的牙齒與美景合照!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午餐－特色章魚沙拉佐墨汁義大利麵 晚餐－旅館內西式 

住宿飯店：KOLOVARE(4★)或 PINIJA(4★)或 FUNIMATION BORIK(4★)或同級。 

行車時間及距離：斯布利特 28KM/30Min特吉爾 130KM/1H30Min札達爾 

 

          如夢非真，暗戀、追尋.. 

第 五 天 札達爾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札達爾，它擁有四位守護神 Zoilus、Simon、Chrisogonus、Anastasia所庇蔭。數千

年來，一直是達爾馬提亞首都，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從那斑駁的牆垣與無數的宗教

紀念碑足可證明。接續前往有歐洲九寨溝美譽及世界自然遺產的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前南斯拉夫最綺麗的國家公，由數座大小湖泊及無數瀑布組成，故又稱為十六湖國家

公園。它是由水和石灰岩層變化而形成特殊的石灰華地形，且湖水會因含有各種不同

礦物質成分的變化而顯得瑰麗異常。藏身於巴爾幹半島上的普萊維斯國家公園呈現出

不同的風貌，春天，春雷剎響，大地蟄伏，森林間卻暗藏生機，樹林湖泊間充滿希望。

夏天，林木鬱鬱蔥蔥，聽松濤呼嘯，萬綠烘托出湛藍的湖水。秋天，紅葉滿山，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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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六湖如一位天生麗質的美女，讓人賞心悅目。冬天，玉樹瓊枝，一片銀色如童話

般世界，彷彿仙境，如此清靜不被打擾。難怪多少詩人訴不盡心中的悸動，多少畫家

和攝影家更為這天色美景羨煞不已。您的照相機準備好了嗎？讓我們出發吧！ 

下車參觀：聖多納教堂、古羅馬凱旋門遺跡、海管風琴、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含入場券：普萊維斯國家公園、渡輪(冬季視氣候開放)。 

貼心提醒：午餐後我們走進國家公園內，四季風景皆不同，冬季會視情況擇其路線(上

湖 11月起關閉，正確關閉時間以公家公園公告為主)，專心拍照的同時

請注意團體行進方向，以免走失喔！ 

美食推薦：什麼是 PEKA? 指的是克羅埃西亞的一種傳統料理方式，將菜餚置於圓鍋

後，蓋上鐵鍋蓋，利用壁爐餘燼，將菜餚烹製完成。PEKA菜餚是令人難

以置信的多汁，芳香；而看似簡單的料理過程，卻是需要相當的經驗掌握

使菜餚熟透卻不過頭。PEKA料理羊肉的方式，入口霎那，只知味蕾完全

被征服了，連那羊騷味都除去了，再加上傳統的利卡湯，真是滋味無窮，

您~可千萬別錯過!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PEKA羊肉料理     晚餐－旅館內西式套餐 

住宿飯店：JEZERO或 HOTEL PLITVICE或 DEGENIJA或同等級 

           (十六湖國家公園係因為高知名觀光勝地，若遇園區內飯店客滿，則改住

園區外飯店，敬請見諒!!) 

行車時間及距離：札達爾 133KM/1H50Min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第 六 天 普萊維斯國家公園札格雷布 ZAGREB布雷德(小鎮)BLEDLAKE(斯洛維尼

亞) 

清晨，您可曾在蟲鳴鳥叫聲中起床呢？沐浴於鍾秀的山水綠林之間，大自然的美景洗

滌您俗世煩惱，沉浸在山林溪谷間接受芬多精的洗禮，沿著蜿蜒木製棧道，處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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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沖積而成的大小石灰岩湖泊。今日前往一個美麗的城市，一個充滿歷史文化的古城

首都－札格雷布。這城市的面積並不大，大致分為上城及下城，自中世紀以來，此地

便是克羅埃西亞的地理、政治、宗教、經濟與文化中心，有許多著名的研究家、藝術

家及運動選手來自於此城，儘管城市發展迅速，卻融合了各個時期的歷史古蹟與人民

風俗，仍舊保存古典魅力及豐富人情味，讓這城市散發出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息。接續

來到素有藍湖之稱－布雷德湖。 

下車參觀：舊市政大樓、耶拉齊洽廣場、瞭望塔、石門、大教堂。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啤酒館綜合拼盤料理   晚餐－鮮鱒魚料理 

美食推薦：今日午餐安排於啤酒館內享用超級綜合拼盤，您可自費點上一杯自釀啤

酒，犒賞自己這一年來的辛苦。 

住宿飯店：GOLF(4★)或 PARK(4★)或同級。 

行車時間及距離：普萊維斯國家公園 138KM/2H札格雷布 200KM/2H30Min布雷德 

 

          綠色國度阿爾卑斯山風情小鎮～I SLOVENIA RTISAN 

第 七 天 布雷德朱布亞那 LJUBLJANA 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 POSTOJNA布雷德 

一夜好眠後，是個令人驚豔的一天，今早我們將安排搭乘 PLETNA人力小船前往斯國人

民心中的聖地－布雷德湖湖中之島，「於其生、於其死」皆希望在這裡。島上的聖母教

堂裡不時地傳出幸福的鐘聲，低音迴盪於湖面，像是這裡湖底流傳一則古老的傳說，

訴說著一名婦人對丈夫的思念，臨去之前可許個願望。布雷德湖風景，悠然恬靜的景

致令人忘記浮世中一切的煩憂，翠綠的湖面倒映著懸崖上的古堡，蔚藍的湖水在群山

所環抱下，更凸顯出悠然恬靜的景緻。其風格獨特的建築與碧綠無暇的湖面構成了人

與自然的完美結合。接續前往位於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世界的十字路口－朱布亞那，

它是一個文化大熔爐，也是斯洛維尼亞的首都，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市區中猶保

存著羅馬帝國時代的遺跡，巴洛克式建築的市政廳、十七世紀的羅巴噴泉、有趣的三

重橋、綠頂雙塔的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城市最美的廣場，以及紅色的聖方濟教堂，都

讓人流連忘返。午餐後前往造訪歐洲最大最美的前往波斯托伊那天然鐘乳石洞，首先

必需搭乘小型電動車深入洞穴，帶您穿梭於如愛麗絲的仙境地層，深入參觀各種形狀

石筍及石柱，及世界上獨有的人色魚；這是一生不曾有過的感動，讚嘆大自然是如此。 

 
下車參觀：三重橋、聖方濟教堂、龍橋。 

特別安排：『PLETNA人力小船』前往布雷德湖湖心小島(如遇停駛每人現退 10歐元)。 

含入場券：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小火車及洞內耳機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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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鐘乳石洞洞內終年溫度為 7-8度，外套可別忘了! 另外團體用導覽機的”

耳機”您也可帶下車，洞內導覽機可使用。 

美食推薦：來到布雷德不吃布雷德蛋糕 kremna rezina-kremšnite要幹嘛~我們帶您

品嚐最著名的布雷德蛋糕，濕潤的蛋糕體搭上微脆的千層，還有那新鮮

的奶油，吃完誰能愛上它~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午餐－斯洛維尼亞鹿肉料理 晚餐－雞腿料理佐特產蛋糕 

住宿飯店：GOLF(4★)或 PARK(4★)或同等級。 

行車時間及距離：布雷德 55KM/40Min朱布亞那 53KM/1H波斯托伊那鐘乳石洞

101KM/1H30Min布雷德 

 

第 八 天 布雷德潘朵夫購物村 Parndorf Outlet維也納 

 
今日續經奧斯邊境，在樂音及奧地利鄉村美麗景致的伴隨下，返回音樂之都－維也納；

前往潘朵夫購物村這裡四周風景如畫，嶄新的購物廣場上擁有超過 130家的頂級設計

名品店提供 30%-70%的折扣，這些品牌包括：Armani, Burberry, Desigual, Gucci, 

Guess, Nike, Timberland, Tommy Hilfiger 和 Zegna等為前來維也納的遊客提供難

忘的購物之旅。 

特別安排：潘朵夫購物村(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周四 09:30~20:00、周五 09:30~21:00、

星期六 09:00~18:00、周日及法定假日不營業；如遇休館，則改為前往維

也納市區購物大街)。 

貼心提醒：OUTLET購物村購買商品時請記得隨身帶著護照，非歐盟國家的消費者可

申請退稅，您所需要做的是：購物時留意“退稅 Tax Refund”標識，非消

耗品達退稅金額時，在付款當下要求商家出具退稅收據，部分商家會要求

現場填寫退稅資料，您可先將您台灣地址透過中華郵政系統網頁翻譯記錄

下來，以利當場抄寫，並於購物村退稅櫃台辦理退稅之現金退回(需備一

張信用卡保證用，卡號字體需為浮字並且英文姓名同護照)，相關資訊請以

購物村規定為主，明日於機場再辦理海關檢視購買物品蓋章後將收據寄回商

家，即完成退稅手續。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飯店：NH AIRPORT(4★)或 AUSTIRA TREND(4★)或 HILTON DANUBE(4★)或同級。 

行車時間及距離：布雷德 383KM/4H維也納 

 

第 九 天 維也納香港 

前往機場，此趟歐洲之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感覺，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

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http://www.mcarthurglen.com/at/designer-outlet-parndorf/cn/
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SearchZone/index.jsp?ID=1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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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今日早餐您可輕鬆又優閒地享用，而午餐時間正是大家忙於辦理退稅，

機上提供的餐點會較晚，您可隨身帶點零食，隨時補充體力喔! 

餐  食：早餐－飯店美式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飯店：機上 

第 十 天 香港台北 

今日飛達闊別已久的故鄉－台北，結束一趟難忘的波克斯 10天之旅。 
(本公司保有因中段航班及交通調整行程先後順序之權利) 

 

 

聖誕市集 CHRISTMAS MAGIC 

聖誕市集悠久的歷史其來有自，是為了慶祝耶穌的誕辰這特殊的日子。從聖誕節起

往前推的第四個星期日開始，大約一個月的期間就是『降臨節』，叫做『ADVENT』，意

思是『到來』之意。在這期間信徒會準備一個用樹枝編成的圓形花冠，在降臨節的第

一個星期日上完教堂後，就會點燃第一根蠟燭，下一個星期日再點燃第二根，由此類

推，當第四根點燃時就是聖誕節快來臨了。為此在許多歐州基督教城市，都會依照遵

循古例在第一個耶穌降臨節之前的星期五晚上盛重揭開。 

    聖誕市集序幕，頓時整個活絡起來，帶給人們在冰冷的冬天裡無限的希望與溫暖

的祝福；每當誕節的精靈降臨...有如繽紛璀璨聖誕節的世界，美妙的聖誕市場正等待

著您的光臨，盡情享受聖誕節帶來的歡樂氣氛吧，相信您一定會深深沉醉於聖誕市場

魅力中。 

 

2017 預計於 11/25~1/7期間舉辦，城市：札格雷布、朱布亞那、斯普利特、杜布

羅威尼克；若有調整請以官網為主。 

 

 

行程備註：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人以上;最多為 42人(含)以下 (不含機票自理之貴賓),

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2. 本行程未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 

3. 本行程未包含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每人共 100歐元。 

4. 西式料理三道式含桌上水(每四人一瓶)。 

5. 本公司為除每位旅客投保履約責任險５００萬／醫療２０萬。 

6. 本公司贈送每位旅客行李綁帶，於您抵達機場後由領隊發送給各位。 

7. 若有特殊餐食、兒童餐者，請您在報名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少請於出發前

七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以利為您處理。  

8.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

甚至魚等，中華餐廳大多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而西式餐廳則以義大利麵

為主，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

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9. 因大床房型數量有限，且大多飯店大床規格以兩張小床合併；若遇旅遊旺季期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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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客滿，有時遇飯店無法提供，敬請見諒！  

10. 若指定房型為 3人同房或小孩加床，請注意：有些飯店無法保證會有 3人房型，

酒店通常是以房內多擺一張行軍床或折疊床來安排，或無法加床時，敬請見諒並且

請告知業務其哪位會拉出來與其他團員同房。 

11.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將向飯店

提出您的需求，但無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12. 加價升等商務艙純為服務性質，本公司會儘最大努力協助訂位，但不保證一定有機

位，其費用另計。 

13. 機票一旦開立後，則無退票價值。 

14. 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國家，不得攜帶肉類及乳類物品或加工品入境；室內不可抽菸。  

15.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歲或行動

不便之貴賓，須事先告知、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

陪同參團，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16.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

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

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17. 以上表列行程，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我們將以

此為操作標準，但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若當地導遊及領隊稍作

更改，也請您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