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俄羅斯 烏克蘭 綠色隧道 14天 

 

 
 

【白俄羅斯】:  

 
首都-明斯克，位於歐洲大陸東半部，西邊與波蘭接壤、南鄰烏克蘭、北邊為波羅的海

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東側及東北則與俄羅斯交界，交通方便，與歐洲各國來往極

為便利，但也帶來坎坷的歷史，受鄰近各國國勢消長影響甚深。 

白俄羅斯屬內陸國家，境內森林佔 36％，且多丘陵和草原，春夏秋間四處皆綠，氣侯

宜人，景色壯闊。 

 
 
【烏克蘭】: 

 
首都-基輔，西臨波蘭及斯洛伐克，西南與匈牙利、羅馬尼亞及摩爾多瓦接壤，南臨亞

速海及黑海，西北部與白俄羅斯接壤，東臨俄羅斯。烏克蘭向來以富有朝氣的美女聞

名，比起俄羅斯的美女，烏克蘭的女孩多了一份嬌巧細緻，除了因為擁有斯拉夫民族

的血統之外，也得益於烏克蘭湖光山色的美景和溫暖宜人的氣候。 



精典必遊  最美呈現： 

『白俄羅斯』 

 
  ★【明斯克眼淚島】            ★【白俄啤酒館】 

  ★【米爾城堡】                ★【涅斯維日城堡】 

  ★【布列斯特要塞】            ★【史達林防線】 

  ★【別洛韋日國家公園】        ★【嚴冬老人 & 雪姑娘的家】 
 

 

『烏克蘭』 

 
  ★【基輔登山纜車】            ★【烏克蘭國立車諾比博物館】    

★【洞窟修道院】              ★【哥薩克露天博物館】  

  ★【綠色隧道(愛情隧道)】      ★【祖克瓦小鎮】 

  ★【利沃夫老城】              ★【加利西亞金馬蹄鐵】 

  ★【奧德薩港】                ★【黑海遊船】 
 

【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2019年 SUMMER 

天 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一 天 中華航空 CI-833 台北/曼谷 07：05 09：45 

第 一 天 烏克蘭航空 PS-272 曼谷/基輔 11：25   18：30 

第十三天 烏克蘭航空 PS-892 明斯克/基輔 17：00 18：00 

第十三天 烏克蘭航空 PS-271 基輔/曼谷 19：25   09：45+1 

第十四天 中華航空 CI-832 曼谷/台北 13：20 18：00 

*台北/曼谷航段為暫定之航班，正確航班以說明會為標準＊ 

 



Day 01 台北曼谷基輔【烏克蘭】 

今日帶著愉快雀躍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客機經曼谷轉機，飛往烏克蘭首

都-基輔。 

餐  食 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  宿 Radisson Blu Hotel或 Park INN或同級。 

Day 02 基輔-綠色隧道-祖克瓦-利沃夫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利沃夫，行經的這條公路是為了 2012年的歐洲足球錦標賽(UEFA 

Euro 2012)而修建的，以連接基輔及利沃夫兩個參賽城市，沿著秀美的風光，我們來

到彷彿童話場景般的「綠色隧道」，又知名為愛情隧道，這個曾被評比為世界十大最佳

攝影景觀的隧道，其實是一家工廠的鐵路專線，然而大自然的植被裝飾點綴，形成了

全世界最獨一無二的景觀。接續我們來到毗鄰與波蘭接壤的邊境-祖克瓦，這個小鎮是

著名哥薩克首領波格丹的誕生地，當時波格丹帶領著小鎮人民穿過小鎮城門，從波蘭

人手中獲得了獨立。 

下車參觀 祖克瓦小鎮。 

經典必遊 綠色隧道(注意:春夏秋季此處可能有較多蚊蟲。)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小鎮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  宿 五星 Hotel Leoplis或 Hotel Bank或 Hotel Nobilis或同級。 

公 里 數 基輔-350KM-綠色隧道-230KM-祖克瓦-40KM-利沃夫 

Day 03 利沃夫【加利西亞金馬蹄鐵 Golden Horseshoe of Galicia】 

歷史上曾被稱為加利西亞的地區，現在分屬於烏克蘭和波蘭，而來到利沃夫絕不能錯

過的就是有著加利西亞金馬蹄鐵之稱的三座城堡，其中奧列斯科是著名的波蘭國王約

翰三世.索別斯基誕生地，這位波蘭國王在 1683年維也納之戰拯救了整個歐洲，更讓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戰後一蹶不振，也漸漸地離開了歷史舞台的中心。我們將前往



Olesko城堡參觀這位英勇的波蘭國王的故居，探索城堡內珍貴的藝術收藏。接續探訪

Pidhirtsi城堡，凝視著其文藝復興時期的外觀，護城河和城牆，了解索別斯基的家族

歷史。接著來到 17世紀的 Zolochiv城堡，坐落在迷人公園腹地的城堡，此地原來是

索別斯基家族貴族的住所。 

經典必遊 Pidhirtsi、Zolochiv、Olesko城堡之旅。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加利西亞城堡美食       

晚餐－烏克蘭風味料理+傳統歌舞表演 

住  宿 五星 Hotel Leoplis或 Hotel Bank或 Hotel Nobilis或同級。 

公 里 數 利沃夫-102KM-城堡之旅 

Day 04 利沃夫【獅子城】+++全新體驗 夜臥火車+++奧德薩 

 
遊人們常把利沃夫稱作「小布拉格」，據說兩個城市看起來很相似，這裡是西烏克蘭的

中心城市，是主要的工業與文化教育中心，擁有烏克蘭最古老的大學和著名的利沃夫

歌劇與芭蕾舞劇院。然而利沃夫的歷史可以遠溯到 13世紀，是當時基輔羅斯的一個公

國，幾易其主，14世紀由波蘭管轄，18世紀時隸屬於奧地利，1918年又歸於波蘭，直

到 1939年最終回歸烏克蘭。也因此緣故，義大利人、法國人、希臘人和猶太人等共同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也將各民族的文化、藝術、傳統與宗教帶到了利沃夫。利沃夫完

美地融合了中東歐和西歐國家文化，也如實地反映在建築上，兼有哥德式與巴洛克式、

文藝復興式與羅馬式的風格，隨心所欲地混搭卻沒有違和感。老城的市集廣場曾經是

上流社會階層世代居住的地方，周圍環繞著利沃夫建城以來風格各異的歷史建築，而

在石板鋪成的街道巷弄中，不時能看見風格鮮明的咖啡館、各種各樣的紀念品小屋，

這樣特色獨具的利沃夫老城也在 199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接著我們與利沃



夫道別，體驗搭乘烏克蘭夜臥火車前往「黑海明珠」奧德薩。 

【獅子城】利沃夫的別稱-獅子城，這座城市是 13世紀時由基輔公國達寧·加利奇斯基

大公所創建，當時大公便以自己兒子的名字列夫(原意獅子)來為這座城市來命名。據

說光是利沃夫城內的獅子雕像多達 3000個，隱藏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有時在廣場上、

房屋前、庭院裡，有時在商店的招牌上或是飄揚的旗幟中，大大小小型態各異的獅子

形象，它們或神采飛揚、氣度非凡地守衛著某個建築，王者風範顯露無遺；或慵懶地

趴在某個轉角之處。 

下車參觀 市集廣場、拉丁教堂、道明會教堂、歌劇-芭蕾舞劇院、古藥草藥局。 

經典必遊 電車。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烏克蘭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  宿 夜臥火車兩人一室。 

貼心安排 由於夜臥火車沒有浴室的配備，我們特別在前往搭乘夜臥火車前，安排

旅館給各位貴賓們盥洗，並於旅館內享用晚餐。 

為何我們安排利沃夫與奧德薩間搭乘夜臥火車? 

近年來旅遊行態一直改變，除了旅遊舒適性之外，教育及體驗觀光是旅

遊中不可缺的元素，我們希望所有的貴賓都能深入當地的風情民俗，融

入當地的民情，當然最衷的希望是拓展您的旅遊新視野，夜臥火車是深

度旅遊的方式，可感受不同的旅遊情趣，在多重考量下，我們精心規劃

的方式不失為您最佳的選擇。唯一洗澡盥洗問題已為您解決，好好體驗

一下火車之旅吧！ 

Day 05 奧德薩 

 
我們於今晨抵達奧德薩，這座城市的創建可以追溯至古希臘，但是現在的城市樣貌基

本上是由俄羅斯凱薩琳大帝所建設出來的。奧德薩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於黑海沿岸，

東部接壤羅馬尼亞、西面為摩爾多瓦，北邊就是首都基輔。因為常年沿海不結冰，奧

德薩擁有天然不凍港，因此與許多世界國家港口相互都有來往，是烏克蘭重要的各種

物資集散地及重要貿易港口。城市中的建築古典又不失雄偉，沿海的風景壯麗視野遼

闊，奧德薩結合了觀光與工業的海港城，獨特的文化景觀，是來到烏克蘭絕不能錯過

的重點城市之一。 

【奧德薩】在 18世紀的俄土戰爭中，俄國軍隊從土耳其手中奪取這一地區，並通過 1792

年雅西條約加以確認，稱為新俄羅斯（Novorossiya）。俄羅斯凱薩琳大帝下令在此不



凍港建造了奧德薩城。二戰時被羅馬尼亞佔領，後被蘇聯收復。在 2014年克里米亞危

機，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占領，奧德薩已被烏克蘭視作為重要的軍港。 

行車參觀 奧德薩港、濱海大道 

下車參觀 波坦金階梯大道、歌劇-芭蕾舞劇院、舍甫琴科公園。 

經典必遊 黑海遊船。 

餐  食 早餐－餐盒或旅館內   午餐－烏克蘭風味料理   晚餐－鮮魚風味料理 

住  宿 五星濱海飯店 M1 Club Hotel或 Nemo或 Panorama De Luxe或同級。 

Day 06 奧德薩基輔 

 
今天我們搭機飛往首都-基輔，是烏克蘭經濟、文化及政治的中心，位於烏克蘭中北部，

第聶伯河中游兩岸，及其最大支流普里皮亞季河與傑斯納河匯合處附近。基輔有 1500

多年的歷史。始建於 5世紀，9至 13世紀是基輔羅斯的都城和中心，是歷史上第一個

俄羅斯民族國家，所以基輔也被稱為「俄國城市之母」，羅斯文化的發源地。城市經歷

二戰、車諾比事件和蘇聯的統治，在 1991年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獨立，基輔也成為烏

克蘭值得自豪的首都，擁有許多的博物館、劇院、東正教教堂及修道院，現代建築與

古代遺跡和諧地並存在一起，我們展開市區觀光，探索這個美麗的城市，並安排搭乘

基輔登山纜車，纜車採雙軌和錯車環路系統，連接基輔舊城和波迪利區，修建於 1902

年，並於 1905年通車，軌道長 238公尺，耗資約 23萬盧布。接續我們前往哥薩克露

天博物館，四處流亡的哥薩克人成立了一個被烏克蘭視為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

哥薩克，基輔最早是哥薩克人駐軍的地方，哥薩克士兵驍勇善戰，四處起義，再加上

他們先進的軍事制度，在當時很多國家都害怕鄂圖曼帝國，但是哥薩克卻敢於和他們

正面交鋒，今天我們將感受最正統哥薩克人的文化、歷史、風土民情及美食。 

【哥薩克】生活在現在的烏克蘭及俄羅斯南部的遊牧民系。13世紀時一些斯拉夫人為

躲避蒙古欽察汗國的統治，開始流落到俄羅斯南部地區，15、16世紀時，一些城市貧

民與不願成為農奴的俄羅斯及烏克蘭農民也遷徙到俄羅斯南部，這些人被稱為「哥薩

克」，突厥語中的「自由人」，他們以驍勇善戰和精湛的騎術著稱。 

行車參觀 衛國戰爭博物館-祖國雕像、聖安德烈教堂。 

下車參觀 安德烈斜坡、聖米迦勒金頂修道院。 

入內參觀 聖索菲亞大教堂、哥薩克露天博物館。 

經典必遊 基輔登山纜車。(如遇關閉，則於外站退門票費用，敬請知悉) 

貼心安排 中段班機(如預定之中段航班遇滿或航班異動，則改其他航點或改隔日班

機，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餐盒或旅館內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哥薩克風味料理+傳統歌舞表演 



住  宿 五星 Hotel Fairmont或 Opera或同級。 

Day 07 基輔 

 
自基輔羅斯時代就被確立的獨立廣場，坐落於市中心露天廣場地帶，廣場幾經易名，

如同見證了基輔的每一段歷史，在 2001年在基輔市長重新修建了整個廣場，並樹立獨

立紀念柱，立於柱上的是斯拉夫母神-貝利黑那亞，廣場下方則是大型高級購物商場。

接續我們前往修建於 1015年的洞窟修道院，也是市內最古老的建築之一，跟建於 1037

年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在 1990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修道院現在所在的地面下，

當時幾位修士挖了兩個高近 2米、寬近 1.2米的洞穴，往基輔第聶伯河方向延伸,總長

近 500多米，後來在洞穴壁上挖了小洞，並用以靜坐修行，在洞穴中修行的修士虔誠

而刻苦的精神感動了許多教徒，因此開始陸續建造地面上的教堂群。修士死後，遺體

保存在洞穴內，由於洞穴內特殊的氣候環境，讓遺體自然風乾形成木乃伊，被認為是

神蹟的體現，因此聲名遠播，現在洞窟內仍存有近 120具的木乃伊。之後我們來到國

立車諾比博物館，館藏是由烏克蘭政府經過多年收集來的，從當初的幾百件，到現在

超過近七千筆的手稿、報章及照片，包含記錄了核災後的驅離、清理等經過，亦收藏

了有關人士物品，如軍官將士的徽章證件等等。 

【黃金之門】高約 12公尺，寬約 6.4公尺，因門扇和門樓上的教堂圓頂裝飾有鍍金的

銅箔，因而得名。建於 11世紀，是烏克蘭現存為數不多的基輔大公雅羅斯拉夫時代的

建築之一。黃金之門當時有兩個作用：一為古代基輔城最主要的正門，二是做為防禦

之用。現在黃金之門並非舊時原貌，而是 1983年為紀念基輔建國 1500週年，將遺址

經過重新整修。 

下車參觀 獨立廣場、黃金之門。 

入內參觀 烏克蘭國立車諾比博物館。 

經典必遊 洞窟修道院。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基輔雞風味料理    晚餐－豬腳風味餐佐啤酒 



住  宿 五星 Hotel Fairmont或 Opera或同級。 

Day 08 基輔明斯克【白俄羅斯】 

今天我們準備告別基輔，驅車前往機場搭機飛往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辦理入境白俄

羅斯手續後，我們展開市區觀光。由於在二戰中被毀程度嚴重，直至戰後城市才開始

慢慢重建，而座落於城市中心的獨立廣場(Independence Square)，是獨立大道上的地

標之一，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和明斯克市政廳皆位於獨立廣場；廣場上的聖西蒙和海

倫娜教堂(Krasny Roman-Catholic Church) 為羅馬天主教堂，又稱紅教堂，於 1908 年

至 1910 年間建成；勝利廣場(Victory Square)上矗立著烈士紀念碑，底部鑲嵌金屬

浮雕，紀念碑上更有象徵英雄城市的五星勳章，廣場上更有不滅的英雄聖火，再再展

現出白俄羅斯軍民英勇抗敵的不朽精神。 

下車參觀 獨立廣場、聖西蒙和海倫娜教堂、勝利廣場、眼淚島。 

貼心安排 中段班機(如預定之中段航班遇滿或航班異動，則改其他航點或改隔日班

機，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白俄羅斯風味料理 

住  宿 五星 Crown Plaza hotel 或 Renaissance Minsk Hotel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Minsk或同級。 

Day 09 明斯克-史達林防線--明斯克 

 
現代化戰爭的時代，要塞不再適用，另一個軍事工程名詞「防線」，在二十世紀上半葉

出現，並一直活躍到二十世紀下半葉。而蘇聯紅軍為了防禦帝國主義國家從西線的進

攻，開始在西部國境開始了建設一系列防禦工程，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黑海，成為著

名的「史達林防線」。由數十個堡壘群組成的防禦地帶，每個堡壘群以鋼筋混凝土建成，

並透過坑道相互連接，防禦地帶前布置障礙物，後方有醫院、兵營和倉庫等等。且史

達林防線並非緊緊挨著國境線建造的，而是距離國境線有一定的距離，大約二十至一

百公里不等，若遭受突然襲擊，可以留出一定的緩衝空間，供防線內的守軍集結。今

天我們就來探索這位於白俄羅斯境內的史達林防線。之後我們前往參觀白俄啤酒博物

館，了解到白俄羅斯經典啤酒品牌製造過程。 



入內參觀 白俄啤酒博物館。 

經典必遊 史達林防線。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白俄羅斯風味料理     

晚餐－傳統風味餐+白俄羅斯歌舞表演 

住  宿 五星 Crown Plaza hotel 或 Renaissance Minsk Hotel 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Minsk或同級。 

公 里 數 明斯克-35KM-史達林防線 

Day 10 明斯克-米爾城堡-布列斯特 

 
今天我們驅車前往米爾城堡，城堡於 15世紀末開始建造，並於 16世紀初完工，當時

是一座哥德式建築，大約在 1568年城堡為拉齊維烏家族接管，被改造為文藝復興式建

築，其建築風格也因此融合了哥德式、巴洛克式以及文藝復興式，可以說是中歐城堡

建築的傑出典範，然而城堡卻在拿破崙時期城堡遭受嚴重損壞並被廢棄，直至 19世紀

末城堡才開始慢慢修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城堡曾被納粹占領，也作為是猶太人

的聚居所，而歷史悠久的米爾城堡也在 2000年時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

產。接續前往鄰近波蘭邊境的布列斯特。 

入內參觀 米爾城堡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白俄羅斯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  宿 Hermitage或同級。 

公 里 數 明斯克-100KM-米爾城堡-260KM-布列斯特 

 



Day 11 布列斯特-別洛韋日國家公園-布列斯特 

今天我們前往有歐洲之肺美稱的別洛韋日國家公園，自公元 983年就曾在歷史上有記

載的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森林之一，位於白俄羅斯與波蘭的交界，現在的國

家公園分屬於白俄羅斯及波蘭。自 14世紀末開始，此地是波蘭、立陶宛及俄羅斯的王

公貴族狩獵的場地，如俄羅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曾來這裡打獵，二戰爆發後，別

洛韋日被納粹佔領，當時的戈林元帥愛上了這片原始森林，下令不許做任何的破壞，

因此躲過戰火，保留最完整的樣貌。二戰後歸到蘇聯版圖，成為歷屆蘇聯的領導人接

待外國大使政要和避暑勝地。而在別洛韋日還有最重要的林中之王-野牛，從遠古時代

留下來，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但是因為人類的長期殺戮，17世紀之後，就只有

在別洛韋日還能見到了，因此在白俄羅斯常常能見到各式各樣的野牛紀念品。 

【嚴冬老人】根據東正教的曆法，聖誕節和新年比歐洲的節日晚兩個星期，聖誕節為 1

月 7日，新年是 1月 14日。但是跟西方的聖誕老人一樣，俄羅斯民族傳統中也有一位

和藹的老爺爺-嚴冬老人，在新年期間，總會帶著自己的孫女-雪姑娘，為孩子們送上

祝福和禮物。 

 
下車參觀 嚴冬老人 & 雪姑娘的家。 

經典必遊 別洛韋日國家公園。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白俄羅斯風味料理   晚餐－白俄羅斯風味料理 

住  宿 Hermitage或同級。 

公 里 數 布列斯特-80KM-別洛韋日國家公園 

Day 12 布列斯特-涅斯維日城堡 

 
我們前往參觀布列斯特最重要景點-布列斯特要塞，興建於 1833～1842年，為俄羅斯

帝國時期的要塞，距離華沙約 180公里；莫斯科約 1000公里，其建築主體作星形，中

世紀時期的防禦工事通常是圓環形堡壘，但是外敵一旦靠近時城牆時，敵人則相對安

全且略佔優勢，且圓環型也更容易受到新技術的砲擊。而十五世紀末時，星型堡壘第



一次出現在歐洲的義大利，星型的設計幾乎消除了防衛的死角，使用三角堡壘大大增

加了攻擊的廣度，所以從十六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歐洲各國幾乎都改以星型堡壘為

主。而要塞在俄羅斯帝國期間並沒有太多的破壞，直到蘇德戰爭爆發後，處於邊境的

布列斯特首當其衝，1941年納粹德軍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襲，要塞守軍毫無防備，

僅五小時後整個要塞已被包圍，共有 1877名士兵身亡，而要塞的守軍在突襲之後，仍

堅守近一個月才被納粹德軍占領，而要塞一直到 1944年才被解放，並於 1965年獲頒

「英雄要塞」的稱號，以表揚守軍堅毅不屈的精神。蘇聯當時將要塞建成景點，以推

動愛國主義，而要塞保留了軍營、軍火庫、砲台及當時的防禦工事，並於在 1971年開

放參觀，是許多遊人來到白俄羅斯一定要了解的歷史。 

下車參觀 布列斯特老城 

入內參觀 布列斯特要塞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白俄羅斯風味料理    晚餐－旅館內晚餐 

住  宿 Hotel Palace或 Hotel Nesvizh或同級。(如遇滿，則改安排入住明斯

克五星飯店，敬請見諒。) 

公 里 數 布列斯特-270KM-涅斯維日城堡 

Day 13 涅斯維日城堡-馬車基輔曼谷 

 
早餐後，我們前往參觀屬於拉濟維烏家族城堡建築群的涅斯維日城堡，著名的拉濟維

烏王朝曾誕生許多歐洲歷史和文化領域的重要人物，尤其對於科學、藝術、工藝和建

築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而自 16世紀開始建造，一直到 1939年完工的涅斯維日城堡，

完美的融合了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古典式和現代式等建築風格。再美麗的行程終有

結束的時候，此趟旅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信時光真的

能在此停留，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 

入內參觀 涅斯維日城堡。 



經典必遊 搭乘馬車。 

貼心安排 中段班機(如預定之中段航班遇滿或航班異動，則改其他航點或改隔日班

機，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旅館內      午餐－白俄羅斯風味料理        晚餐－機上 

住  宿 機上 

公 里 數 涅斯維日城堡-160KM-機場 

Day 14 曼谷台北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白俄羅斯及烏克蘭之旅。

敬祝健康、快樂。 

餐  食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X 

住  宿 甜蜜的家 

 

 

 

 

 

 

 

 

 

 

 

 

 

 

 

 

 

 

 

 

 

 

 

 

 

 

 

 

 



 

 

旅客篇 

1. 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

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2. 團體旅遊時間安排需團員相互配合，為顧及全體旅客之權益，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

適兼顧，所以請貴賓於報名時，需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和其

他團員的不悅與困擾。 

3.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

之貴賓，建議須有家人或友人同行，若無陪同者，請在預訂前如實告知敝公司，讓我們可以為

您提供您最適合的建議，並做出相應安排(以安全為優先)。 

4.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

領隊進行分房（但無法保證）。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

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5. 團體安排之房型皆為禁菸房，請勿在房內抽菸；若逕行於房內抽菸，經查獲須配合各旅館規範

繳交鉅額罰金，通常金額約在 100-500 歐元不等，詳細金額依照各旅館索賠為主。 

6. 如於行程中有特殊之需求，例如兒童餐、忌葷或一張大床等，請於出發前 15 日提出以利作業。 

7. 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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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內載有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的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護照需有半年以上效期)，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報名

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則須再查明相關規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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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旅遊前或是旅途中，因天候因素、航班變更(取消)、交通工具取消或道路阻斷等不可抗力或不

可歸責與旅行社之事由，導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履行時，為維護旅

遊團體之安全利益，旅行社保留調整、變更行程之權利。 

航空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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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機上座位是航空公司依照乘客英文姓名

之字母順序做統一安排，因此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2. 如您所參加行程需經中站轉機飛往行程目的地者，溫馨提醒：中站轉機務必配合當團領隊的引

導，順利登上轉機的航段。依據 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規定，所有搭機人務必按照所開立

的機票，依序搭乘使用，倘若中途有任一航段未順利搭乘，將被航空公司視同持票人放棄本次

旅程，並且後續的所有機票航段（包含回程機票）將全數被作廢失效。若此，後續所有的旅程

航段將必須自費重新購買新機票，費用通常在數萬元以上，敬請注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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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歐籍航空，機票皆依所使用航空公司的團體票規定作業，凡機票一經開票則無退、換票價

值(無法退機票款)，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如該機票款超出解約賠償之金額，亦須由旅

客負擔全額機票款，特此提醒您留意。 

5. 部分行程依航空公司規定，於香港機場轉機時，旅客必須於香港機場提領行李並重新辦理登機

手續。因此，請旅客務必於出發前十五日提供護照影本供本公司辦理《香港電子簽證》，或是

自行攜帶效期內《台胞證》，以利於香港機場轉機時提領行李並重新辦理登機手續。 

辦理香港電子簽證相關說明： 

● 護照影本一份(護照效期需滿 6 個月) 

● 出生地需為台灣 

註：香港簽證也會有申請被拒絕的狀況，若有先例請主動告知，並請另持有效期限之台胞證。  

住宿篇 

1. 團體安排之房型均為兩小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無法保證一定有大

床房型；如需求三人同房，大部份飯店無三張正常床型之三人房，通常為雙人房加一床，許多

旅館只接受小孩(12 歲以下)才能加床，一大二小或二大一小合住，加床大多為摺疊床、沙發床

或行軍彈簧床，加上飯店房間空間有限，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需求三人同房。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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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團體安排之房型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若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我們將向飯店提出您

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提供，敬請見諒。 



3. 三、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

團員或領隊進行分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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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造成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

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備註：單人房差(本行程所指單人房為單人房單人床房型。) 

4. 部分特色飯店如番紅花城民宿、洞穴飯店等房間格局大小不一，隨團領隊會使用抽籤方式安排

入住。 

5. 若遇商展或節慶期間，飯店常會遇滿房或是房間數不夠，本公司擁有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將會尋找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尤其島上之住宿酒店，因房間數有限，旺季期間，若同一

家酒店房數不足，將使用兩家同等級鄰近之酒店於同一團體敬請知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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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