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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三島 秘境札金索斯 天空之城 米其林二星 全覽12天 

愛情海│米克諾斯│聖托里尼│克里特島 

 

參考航班        土耳其航空(TK) 出發日: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0 月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土耳其航空 TK 25 台北/伊斯坦堡 21 : 55 05 : 10+1 12 時 15 分 

第二天 土耳其航空 TK1845 伊斯坦堡/雅典 07 : 15 08 : 45 1 時 30 分 

第十一天 土耳其航空 TK1894 塞薩洛尼基/伊斯坦堡 21: 30 22 : 45 1 時 15 分 

第十二天 土耳其航空 TK 24 伊斯坦堡/台北 01 : 35 17 : 55 11 時 20 分 

 

●行程特色 

一、景點之最: 愛情海三島+天空之城+札金索斯 

1.精心安排暢遊希臘愛琴海美麗三島：到了文明古國希臘旅遊而未至島嶼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 

  我們特別規劃雙島行程，走訪素有「藍白之島」的密克諾斯島及「柏拉圖理想國與夕陽之島」 

  聖托裡尼島。 

A. 密克諾斯島(1 晚)：藍白之島(天體營的國度)。漫遊在愛琴海諸島藍白間，迷失在有如迷宮的密

克諾斯島島上巷弄間，不失為一種旅遊的樂趣。 

B. 聖托裡尼島(2 晚)：柏拉圖理想國與夕陽之島(欣賞地中海日落最美的地方)。 

聖托裡尼腹地大且又是基克拉澤斯群島中最熱門的觀光島嶼，特此我們安排搭乘專車遊，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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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貴賓在陽光底下苦等當地公車，跟著大批觀光客及當地居民爭先恐後擠進公車內，手裡還拿

著大包小包的個人物品，常常得〝站〞到目的地!  

  (玩)希臘愛琴海星羅棋布島嶼中是不可忽略的景觀之一，我們特別安排跳島遊 Jumping 

  Island 採二段渡輪或快艇的安排讓您實現徜徉愛琴海上的美夢。 

  (樂)由領隊帶領著大家造訪密克諾斯島著名的天堂海灘和聖托裡尼島著名的黑海灘。聖托裡尼島 

  安排搭乘纜車外，並體驗騎乘最原始交通工具─驢子，和特別專車前往島上觀賞全愛琴海最美的 

  夕陽的地方伊亞懸崖小村，讓你沉醉在週邊蔚藍的情愫氛圍中。   

C. 克裡特島：希臘文明的曙光(米諾安文明的遺跡所在) 。 

D. 特別企劃:札金索斯島 : 如果聖托裡尼是希臘最美的風景.紮金索斯則是希臘美的最精緻的島

嶼。 

2. 造訪超凡脫俗的世界珍貴遺產～有天空之城美稱的邁提歐拉的修道院。 

 

3. 德爾菲: 希臘神話中世界中心～德爾菲和當時請示神喻之地～阿波羅神殿。 

 

4. 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也稱為雅典的「阿克羅波利斯」～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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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餐食特色 

西式餐食為四道式(含飲用水)，中式餐食為八菜一湯。 

  ◆市場獨家安排米其林★二星餐廳：我們特別安排享用浪漫法式料理饗宴，讓各位貴賓用味蕾品 

   嘗雅典！ 

  ◆市場首推 Tripadvisor 的美食卓越獎餐廳 – BARBQ 牛排餐館。 

  ◆小威尼斯區濱海餐廳：小威尼斯區特色海鮮拼盤(鮮魚海鮮拼盤)，並可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 

    拉澤式風車和美麗的夕陽。 

 ◆邁提歐拉：岩腳下花園餐廳。 

  ◆特別安排聖托裡尼島：伊亞餐廳。 

  ◆精心推薦聖托裡尼島：愛情海景觀餐廳浪漫午餐。 

  ◆品嚐希臘最道地街頭風味小吃 GYROS 及 PITA 。  

 

三、嚴選飯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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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雅典：五星 Crowne Plaza / Divani Acropolis / Grand Hyatt / N.J.V Plaza / Radisson Blue 
Park 或同級。 

(2). 帕特雷:四星 Patras Palace 或 Astir hotel 或同級。  

 

 (3).卡蘭巴卡：以希臘鄉村飯店為選擇 Divani Kalambaka Hotel 或 Meteora Hotel 或同級。 

 

(4) 密克諾斯島：Porto Mykonos 或 Aphrodite 或 Dionysos 或同等級。 

 

(5).札金索斯：四星 Palatino Hotel 或 Zante 或 Zakynsos Zakanth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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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聖托裡尼島: 五星 Splendour Hotel 或 9Muses Hotel 或 Costa Grand 或同級。 

     

(5).克裡特島：五星 Atlantis Hotel 或 Galaxy Hotel 或同級。 

   

 

★門票或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 

DAY 1.    

台北 / 伊斯坦堡                                                                                                                                                        
       

懷著快樂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前往伊斯坦堡轉

機，希望您調整好心情，迎接未知的美好。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DAY 2.   

伊斯坦堡 / 雅典                                                                            

今日參觀首先造訪★衛城Acropolis---矗立在高達150公尺高的山丘上的雅典衛城，是雅典的地

標。在古希臘，城邦文化發展興盛的地區，都會有一座衛城，古時的衛城是整個城邦內最重要的建

築物群，作為祭祀、軍事防守及市政等公共空間用途，其內的景點包含帕德嫩神殿Parthenon 

Temple、衛城山門Propylaea、勝利女神神殿Athena Nike Temple、依瑞克堤翁神殿Erechtheion 

Temple等。接續行車參觀大學街旁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及圖書館三大古典建築。之後前往國會大

廈前的◎憲法廣場並觀看衛兵交接。每整點有衛兵交接儀式，衛兵穿著民族色彩的制服---百折短

裙、緊身白褲襪加上有大圓球的木鞋，活像個可愛的娃娃兵。爾後前往參觀◎奧林匹克競技場Athens 

Stadium--以1896年舉行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而聞名的競技場，其歷史可回溯至西元前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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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泛雅典大會。當初競技場十分簡陋，直到羅馬時代才演變至擁有大理石的觀眾席，但因天災人

禍而毀壞，1895年在希臘富豪的贊助下才又恢復壯觀宏偉的原貌。整個運動場總長204公尺、寬

83公尺，跑道一圈有400公尺，大理石觀眾席可容納5萬人，跑道是仿古的馬蹄型。 

【行車經過】雅典學院、雅典大學、圖書館。 

【下車參觀】奧林匹克競技場、憲法廣場。 

【入內參觀】衛城。 

 

DAY 3.   

雅典 ~ 密克諾斯島                                                                         

今日開始一趟浪漫愛琴海之旅，首先前往搭乘★渡輪前

往密克諾斯島；途中小島羅列於愛琴海湛藍之中，密

克諾斯島由於近雅典，一直是最受歡迎的希臘小島之

一，獨特的盒子型房屋，藍與白的絕佳色彩搭配，年

年均以石灰重新塗刷，成為此地的特色，也是全世界

人們對愛琴海的印象，而此地曾海盜橫行，鎮上的整

體設計是以防禦式的網狀排列組成的，街道彎曲迴轉

宛如迷宮，兩側亮白色建築中，卻隨時藏有意外驚喜，一會兒是瞪大眼睛對著你瞧的貓咪，一會兒

是妝點得繽紛精巧的小花圃，一會兒又是獨具特色的商店……。如果你來密克諾斯沒來◎天堂海灘

狂歡一下，那你就太遜了，天堂海灘原本在七零年代是專屬於男同志的裸體海灘，到後來不少人抱

著窺視或也想湊熱鬧的心態，於是天堂海灘的男同志漸漸消失了，現在的天堂海灘，充滿了男男女

女，穿著泳裝在吧台或沙灘狂飲或是跳舞。(天堂海灘四月以後開放)。傍晚時分來到◎小威尼斯區，

眺望五座特別的◎基克拉澤式風車，風車攪動著海風，迎面催吹來好似暢快，而夕陽更是美到不可

思議。 

【下車參觀】基克拉澤式風車、威尼斯區。 

【專車前往】天堂海灘。(自行租車開車前往固然自由，但因懸崖峭壁多及不熟悉地形，往往易發 

            生意外。因此，為了您的安全及節省等車的時間，我們不省成本，特別安排由領隊帶 

            領專車前往天堂海灘。) 

【航行距離參考】雅典(約 4～5 hr)密克諾斯島。 

早餐 飯店內(早餐盒)     午餐 海景景觀餐廳 晚餐 小威尼斯區特色海鮮拼

盤(鮮魚花枝海鮮拼盤) 

住宿 四星 Porto Mykonos / Aphrodite Hotel / San Marco / Dionysos 或同級。 

DAY 4. 
       

早餐 機上 午餐 中式料理八菜一湯(水

果+茶水) 

晚餐   Tripadvisor 的美食

卓越獎餐廳–BARBQ 

牛排餐館 

住宿 五星 Crowne Plaza / Divani Acropolis / Wyndham Grand / N.J.V Plaza / Grand 

Hyatt / Radisson Blue Park 或同級。 

http://www.portomykonos.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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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諾斯島～聖托里尼島                                                                

今日離開密克諾斯，搭乘★快艇或渡輪前往愛情海最迷人的

火山島聖托里尼當船駛抵聖托里尼，聖托里尼島很可能就是

傳說中的失落大陸亞特蘭提斯，而斐拉是聖托里尼島上的首

邑，當地人形容斐拉小城成群白色的房舍，宛如盛開的水仙

花般美麗，就讓自己迷失在斐拉小城狹窄的街道，穿梭在雪

白的屋宇，露天咖啡座以及點綴在陡峭山坡上的小商店組成

了聖托里尼的印象。當然在陶醉之餘可別忘了欣賞愛情海日

落(我們特別在此安排住宿 2 晚)。 今日中午特別安排希臘小吃 Gyro 或 Pita，Gyro 原是那希臘及

土耳其戰爭時期士兵們裹腹的簡單口糧，卻成為希臘道地的街頭風味小吃，香 Q 的餅皮，夾上各

式各樣的 KEBAB，香脆的薯條，在加上濃濃的 ZAZUKI 醬，灑一點特殊的香料，一卷卷的好滋味，

便讓你讚不絶口呢．． 

【航行距離參考】密克諾斯島(150km 約 3~4.5 hr)聖托里尼島。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GYROS 或 PITA 風味

小吃 

晚餐 景觀特色餐廳 

住宿 五星 Splendour Hotel / 9 Muses / Costa Grand 或同級。(如遇滿則改安排入住 El 

Greco Resort 或其他四星級旅館則退每人每晚 25 歐元。) 

 

DAY 5.                                                                              

聖托里尼島～亞特蘭提斯的落日                                                               

今日安排搭乘★纜車至舊港（高空眺望美麗舊港碼頭與之字型階梯)，再由舊港碼頭★騎乘驢子上到

山崖上，是難得的體驗(驢子走在之字型的階梯，可以從不同角度看舊港，也可感受驢子相互搶頭

彩的刺激）；隨後前往◎酒莊品嘗島上最出名的 Santo Wines，手握著酒杯，望著迷人的愛琴海，

與大海訴說幸福浪漫的事；傍晚時分前往聖托裡尼北邊的小村◎伊亞，這裡是座名符其實的地中海

藝術村，藝術家們利用海邊的巖穴小屋築起自己的藝術天堂，四列的小店、咖啡廳…各具特色，如

果您到希臘就一定要有時間到聖托裡尼ㄧ遊，到聖托裡尼則一定要到伊亞的 Castle 斷崖邊看夕

陽，在此有號稱全世界最美的愛琴海夕陽，白屋、藍窗、東正教十字圓頂教堂，建築在懸崖邊依山

傍海，全世界唯一，領隊將會帶您前往到伊亞，讓您有充足的時間逛逛此藝術小鎮，您可自由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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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海的餐廳，與您的情人或愛人、好友，共同欣賞這令人難忘的景致！當然在陶醉之餘可別忘了欣

賞有全世界最美夕陽之稱的愛情海日落(視天候)。 

【特別安排】纜車、騎乘驢子(騎驢子為聖多里尼一項樂趣，請貴賓評估自身體能、平衡、風險狀 

          況，您亦可於現場將騎乘驢子更改為搭乘纜車)。 

【專車前往】伊亞、酒莊。 

【航行距離參考】雅典(約 4～5 hr)密克諾斯島。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愛琴海景觀餐廳 晚餐 伊亞(OIA)餐廳 

住宿 五星 Splendour Hotel / 9 Muses / Costa Grand 或同級。(如遇滿則改安排入住 El 

Greco Resort 或其他四星級旅館則退每人每晚 25 歐元。) 

 

DAY 6. 

聖托里尼島～克里特島                                                                   
       

日暉從露臺溫暖地瀉進屋裡，窗外湛藍的海水，海上波光粼粼，好似鑽石灑落愛情海面上；今早可

前往斐拉(FIRA)藝術小街逛逛，逛逛斐拉市街，從遠處就可看到斐拉(FIRA)，斐拉(FIRA)是聖托裡

尼的首邑，整個白色城市位於海岸懸崖頂端，猶如山頂上的殘雪一般美麗，酒吧、餐廳、商店都集

中於此，悠閒的氣氛、溫暖的人情味，獨特的藝術創意，在此鎮上隨處可見，微風在陽光下細輕拂，

維納斯的雕像與愛琴海的藍拼塑出一幅美麗的畫作，幸福的感覺隨意可得，需要多一點時間遇見藍

與白的浪漫……。今日午餐為不打擾遊興，請您自理(在聖托裡尼午餐自理是最佳的選擇，因為您

能以最輕鬆的方式感受聖托裡尼之美，當您來到此地就會發現，我們為何如此安排，今日於斐拉有

時間我們建議您可兩人或三五成群找個面海的咖啡廳、餐廳捕捉愛琴海最美的一幅畫）。午後安排

★搭乘渡輪前往希臘文明起源地一克裡特島，夜宿克裡特島的首邑及主要商港赫克里昂。(行程會

依班次時間作先後順序之調整) 

【航行距離參考】聖托里尼島(約 2hr)克里特島。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為不打擾遊興，請您自

理 

晚餐 旅館內主廚料理 

住宿 五星 Aquila Atlantis / Galaxy Hotel 或同級。 

 

DAY 7.    

克里特島＜希臘文明的曙光＞ / 雅典                                                         

克裡特島位於歐亞非三洲的要衝，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在威尼斯商人興盛的 17 世紀成為當時的

重要城鎮。克裡特島是希臘諸島當中最大的島嶼，面積 8305 平方公里，也是整個地中海第五大島

嶼，位置處於希臘的最南端，有著豐富的地理景觀，整個狹長的島嶼東邊以赫克里昂為主要大城。 

今早參觀★克諾索斯宮，於西元 1900年出土，米諾安文明的遺跡，亦是希臘傳說中米諾斯國王(King 

Minos)建造了迷宮來囚禁牛頭人身怪物的所在地。克裡特島上的米諾安文明劃開了西洋文明的混

沌，即使後來面對希臘大陸文明、拜占庭、羅馬及鄂圖曼土耳其文明的洗禮，克裡特島上的米諾安

文明仍是它最令人不可忘的一頁，甚至後來的強勢文明都是以它為根、融合它的精神，可說是西方

文明起源。接續遊覽著名之★伊拉克裡翁考古博物館 Archaeological Museum (伊拉克裡翁考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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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 Archaeological Museum 關閉，將以伊拉克裡翁歷史博物館替代 Historic museum)，博物

館內展示了與米諾斯文明有關的文物外，展示品也涵蓋克裡特島各個歷史時期的藏品包括陶土器

皿、壁畫、金飾、青銅器具以及精彩的壁畫等。隨後市區觀光：◎獅子廣場，◎摩羅西噴泉等，廣

場周圍商店林立，好不熱鬧。向晚時分搭飛機飛往雅典，今晚我們特別安排品嚐榮獲米其林二星級

的餐廳裡享用主廚創意美食(米其林餐廳：米其林是一家賣輪胎的公司，因為業務的關係要常跑世

界各地，於是將吃過的餐廳做評分，如果不錯就會給星星，最多三顆星。對老外來說，能獲得米其

林星星是何等榮譽的大事，我們於 2011 年創新獨家領先推出米其林一星餐廳，各家旅行社分別跟

進，因此 2012 年特別領先安排雅典二星的米其林餐廳享用美食！**若因遇米其林二星餐廳訂位客

滿，改安排前往米其林一星餐廳 Hytra，並於台灣出發前每位旅客退餐費差(台幣 NTD.2000)，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入內參觀】克諾索斯宮、伊拉克裡翁考古博物館。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海鮮風味料理 晚餐 二星米其林餐廳主廚創

意美食 

住宿 五星 Crowne Plaza / Divani Acropolis / Wyndham Grand / N.J.V Plaza / Grand 

Hyatt / Radisson Blue Park 或同級。 

 

DAY 8.   

雅典 > 科林斯 > 基里尼～船～扎金索斯                                          

今早沿著薩羅尼克海灣通過鬼斧神工的◎科林斯地峽後，前往基裡尼，搭船前往心目中嚮往已久太

陽的後裔拍攝地－札金索斯，札金索斯是希臘愛奧尼亞群島中的第三大島嶼，充滿著愛與詩意，希

臘的很多著名作家和藝術家都出生於此。札金索斯島擁有者豐富的美景和傳統風俗，兼具歷史與文

化。當遊客乘船抵達碼頭時，他們會有一種到達威尼斯的感覺。抵達後安排乘船前往湛藍洞穴 Blue 

Caves 和沈船灣。（全程約 1.5 小時，進入藍洞需視天候及風浪狀況，敬請見諒!）。 

(備註) 

1. 沈船灣為希臘政府管制範圍，不定期會關閉海灘，如無法上去沉船灣海灘則會在船上欣賞沉船

灣美景，敬請見諒。  

2. 今日若因天候狀況不佳導致無法開船前往沈船灣及藍洞參觀，則改為制高點參觀東邊的山坡上

俯瞰整個沉船灣的美景。 

【行車距離參考】雅典 83KM :1h10min 柯林斯 208KM :2h20min 基里尼(航行距離約 1.5h)札金 

         索斯。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希臘風味餐   晚餐 飯店內 

住宿 四星 Palatino Hotel / Zakynsos Zakantha / Zante 或同級。 

 

DAY 9.   

扎金索斯～船～基里尼(上船城市) >帕德雷                                                     

今早展開札金索斯鎮小鎮觀光，札金索斯鎮是一面風景如畫的小鎮，另一面是蜿蜒曲折的盤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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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無論是在碼頭還是在小鎮的高處俯瞰，風景都美得令人窒息，您可以坐在露天的咖啡館或是小

飯館裡靜靜享受，別有一般風味。市區觀光>聖尼科勞斯教堂>索洛莫斯雕像等。爾後搭船返回基

裡尼後，驅車前往帕德雷，帕特雷是希臘第三大城，歷史已超過4,000年，是希臘西部的重要都市，

今晚夜宿此地。 

【行車距離參考】扎金索斯(航行距離約 1.5h) 基里尼 77KM :1h10min 帕德雷。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希臘鮮魚料理    晚餐 飯店內 

住宿 四星 Patras Palace / Astir Hotel 或同級。(如遇帕特雷滿，則改住基里尼四星飯店) 

 

DAY 10. 

帕德雷 > 德爾菲 > 卡蘭巴卡                                                                  

今天驅車來到希臘文化中心德爾菲，希臘神話中，宙斯從世界的兩端各派出一隻老鷹，向世界的中

心飛去，他們就在德爾菲相遇，因而這裡成為世界的中心。這裡也是古代最馳名也最受尊崇的神諭

遺址。太陽神阿波羅神(Apollo)，守護著德爾菲城，祂的神諭對於希臘人有極大的影響，德爾菲神

廟的神諭通常都相當曖昧模糊，難以辨認，但是卻相當準確。據說人們若能聽從祂的神諭，體會其

中的忠告，都可平息很多紛爭。神諭也指引希臘人建立了許多殖民地，因此後來德爾菲出現了著名

的阿波羅神廟組群。這裡的風光相當明媚，是希臘有名的聖山，宇宙中心點的石碑就立於此。在此

我們安排參觀德爾菲聖地最重要的遺蹟－★阿波羅神殿，為當時請示神喻之地。之後參觀★德爾菲

博物館，館內珍藏阿波羅神殿重要真品，如代表世界中心的肚臍之眼。 

【入內參觀】阿波羅神殿、德爾菲博物館。 

【行車距離參考】帕特雷125KM : 2h德爾菲232KM : 3h15min卡蘭巴卡。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德爾菲峽谷景觀餐廳        

晚 

晚餐 飯店內 

住宿 四星 Divani Meterora / Amalia 或同級。 

 

DAY 11.  

卡蘭巴卡 ~ 邁提歐拉(天空之城)  >  塞薩洛尼基 / 伊斯坦堡                                      

希臘半島北部的色薩利地區邁提奧拉，車子一進入山區，一幢幢聳天的巨石矗立眼前，一座座與世

隔絕、紅頂白瓦的中世紀修道院，遺世孤立在這些險峻的巨石頂上，美麗得讓人屏息，覺得超凡脫

俗。邁提歐拉希臘文中意為在天空之上或懸浮的石頭，邁提歐拉的修道院就是坐落在這些高聳的岩

石山頂上面，大約1000年前，這裡就出現了隱遁的修士。他們靠木梯和繩索攀上了高聳入雲的峰

頂，居住在天然岩洞內，祈禱、讚頌和懺悔。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高聳平滑的懸崖壁上保留著的

11世紀隱遁修士們古老殘破的洞室，這些洞室及修到院儘管令人難以置信，卻是希臘東正教最大

和最重要的建築之一，1988年，邁提歐拉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為自然和文化

雙重遺產。今日我們將參觀規模最大的★大邁提歐拉修道院或萬蘭修道院或★聖史蒂芬修道院。 

爾後前往希臘第二大城塞薩洛尼基，抵達後安排參觀塞薩洛尼基的◎塞薩洛尼基白塔，它被公認為

該城的標誌，過去是土耳其的監獄，現在設有拜占庭文化博物館，登塔可以觀看市中心和海港的美

景。再美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心底深處卻已留下永遠的美痕，爾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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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參觀】白塔。 

【入內參觀】依開放日期選擇進入兩座修道院(我們依開放日期選擇進入二座修道院，遇休息則以 

            其他修道院取代)。 

【行車距離參考】邁提歐拉4 KM : 10min卡蘭巴卡234KM : 3h塞薩洛尼基。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岩腳下花園餐廳羊肋

排主廚料理 

晚餐 發餐費 10 歐元 

住宿 機上。 

 
       

DAY 12.        

伊斯坦堡 / 台北                                                                                                                                                        
       

今日飛機抵達台北，返回甜蜜的家。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

會準。 

 

參團需知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 

2. 除每人每天一瓶水外，中華料理八菜一湯含茶水，西式餐食為四道式(含桌上水(每四人一瓶))；

全程早餐為旅館內美式。 

3. 本行程不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只含米克諾斯和聖托裡尼島上行李搬運費用。 

4. 本行程未含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共 120 歐元／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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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歐洲轉換插頭各乙只，於您抵達機場後由領隊發送給各位。耳

機：全程安排每位元元貴賓皆配有耳機組，讓您不受外界所幹擾，聆聽導遊的專業解說。(耳

塞式耳機皆不重複使用)。 

7. 此行程貼心安排加贈【每人歐洲網路電話卡一張】，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上網速度：4G 

流量限制：每天 500MB 高速，超過降速 300kbps，團體旅遊日期結束後即斷網。  

    熱點分享：可分享。 

卡片規格：三合一 SIM 卡。 

8. 凡蜜月之每對新人，請提供喜帖正本，本公司另有贈送蜜月好禮(薑心比心擴香瓶市價： 

NTD 1,200 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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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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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地餐素食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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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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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張大床及兩張床的規格及房型數量各飯店大不同，偶有飯店標準兩張床是放在同一大床 

    床架，更於旅遊旺季期間或飯店客滿時，無法提供您所選擇之床型，以上，皆敬請見諒！ 

12.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本公司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員共用一室，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13. 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請注意：大多數飯店無法保證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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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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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機票一旦開立後，則無退票價值。 

16.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給予的座位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 

    親友一定會做再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17. 如您為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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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 

    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使用輪椅及重殘或個人精神狀態不穩之貴 

    賓，敝公司保有不接受報名一般性團體之權利，請貴賓於付訂前主動向銷售同仁說明自身 

    狀況，如未告知以致公司拒訂，致無法成行，旅客需自行負責，敬請知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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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以上表列行程，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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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