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西班牙 10 日(含稅、雙點進出)
出發.售價:11/03、11/10、11/17、11/24、12/01 59,900 元
行程特色

【西班牙世界遺產】

格瑞那達【阿罕布拉宮】～建於 13、14 世紀，另被譽為世上最美麗的阿拉伯式宮殿，美輪美奐的宮廷建築，連天花板都
佈滿美麗細緻的阿拉伯雕刻，有如鑲嵌鐘乳石柱狀的精緻裝飾，象徵著回教世界的藝術瑰寶。

巴塞隆納【聖家堂

+

奎爾公園 】

～充滿新藝術氣息與熱情活力的地中海港都，特別安排造訪天才設計師高第設計的聖家族教堂、奎爾公園及巴特羅之家，
親臨高第所創造的異想世界，感受不可思議的獨特魔力。

哥多華【清真寺】
～建於西元 785 年的清真寺，是當時回教世界最大的清真寺，然而在基督教征服之後，形成了基督教教堂在清真寺中央的
奇特結構，由瑪瑙碧玉大理石及花崗岩裝飾成的圓柱森林令人驚艷。

【貼心安排】
特別安排在巴塞隆納入住 2 晚、最值得多停留的城市
馬德里 Madrid： AXOR FERIA 或同級。
格拉那達 GRANADA： ALHAMAR HOTEL 或同級。
塞維亞 sevilla：VERTICE ALJARAFE HOTEL 或同級。
瓦倫西亞 VALENCIA：
巴塞隆納 BARCELONA：

HOTEL SERCOTEL ACTEON VALENCIA 或同級。
FIRA CONGRESS HOTEL 或同級。

(以上飯店或同級，以行前說明會為標準)
【西班牙美食饗宴】
1. 西班牙傳統料理 TAPAS～
TAPAS 是從西班牙人特有的飲食習慣中，所洐生出的一種獨特「輕食文化」。盛傳以前酒館為了招待旅人歇腳，常在酒杯
上放置一碟「輕食」如麵包等，以應付客人的胃口。後來此種食物已無法滿足漸漸地各式的配酒小菜漸漸搬上桌，TAPAS
便由此傳產生。
2. 西班牙國飯 ～海鮮飯 Paella
說到西班牙料理，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西班牙的國飯 Paella！高貴香料蕃紅花煮成的黃澄澄飯粒，鋪上一層新鮮的海產，
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就是這樣的簡單，卻又令人永生難忘它的美味。
3. 傳統燉牛尾風味餐~

燉牛尾是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的特色菜，觀光客必點菜色之一 每間西班牙餐廳都有自己獨特的燉牛尾的做法，如果有機
會的話可以多嚐嚐看幾間， 可以發現真正的西班牙美味，別在執著西班牙海鮮飯囉!
4. 塞歌維亞--烤乳豬風味餐
（以上預訂菜單及圖片僅供參考，可能因季節更改或餐廳客滿更換餐廳而有所異動)
每日行程 符號標示：●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特別安排
第1
天

桃園

香港

今日準備好行李及裝滿希望的行囊，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由我們專業領隊協辦出境手續後，安排搭乘豪華
客機經香港轉機，飛往陽光國度－西班牙之首都馬德里。
第2
天

香港

馬德里 Madrid─塞哥維亞 Segvia─馬德里

接著前往卡斯提亞王國古都－塞哥維亞，觀賞橫跨城內保存最為完善之古羅馬建築─●古羅馬水道橋，長長的水道
宛如將過去與現在連結一起；續進城後沿著古意盎然有「教堂貴婦」之稱的●大教堂、●鳥喙之家。並於塞哥維亞
外牆斜坡上，遠眺美麗的※阿爾卡薩爾城堡。據說白雪公主電影即以此地為拍攝場景。
羅馬水道橋：全長 728 公尺，高達 29 公尺，建造時完全不用水泥及任何接合劑，只憑精巧的技術堆積花崗岩的
方法。在羅馬時代的建築物中，此建築不論在藝術或技術上，都可說是最出類拔萃的代表作，至今仍能完成運水
的使命，此建築於 1985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午後返回馬德里。
遊覽西班牙首都風光：於●西班牙廣場，仰望古今交錯的西班牙大樓及一代文學大師塞萬提斯雕像，爾後前往富
麗堂皇的◎西班牙皇宮，外觀融合新古典主義及文藝復興風格，內部洛可可式的華麗裝潢，均令人不禁發出驚嘆
之聲！續前往●太陽門一覽《熊爬樹》之馬德里市徽名景，並瀏覽於各式各樣、五花八門街頭櫥窗！
【下車參觀】：西班牙廣場、太陽門廣場、古羅馬水道橋
【門 票】：西班牙皇宮。(若外賓訪問不開放、則改參觀小皇宮或普拉多美術館)
【行車距離】馬德里－90km(約 1 時)塞哥維亞－90km(約 1 時)馬德里
【當地風味】： 香烤乳豬風味餐(含水酒)－西班牙的美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塞哥維亞最負盛名的料理就是烤
乳豬（燒烤喝牛奶的乳豬）。烹調前把乳豬浸在牛奶及香料中使之入味，再用藥草薰烤出生三週的小豬，外皮酥
脆內層軟嫩，讓人難以忘懷。

第3
天

餐

食：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烤乳豬風味

晚餐／西班牙 TAPAS 風味料理

旅

館：ABBA MADRID 或 HOLIDAY INN MADRID CALLE ALCALA 或 AXOR FERIA 或同級

托雷多－保存完好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建築而在 1986 年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馬德里－托雷多 Toledo─風車村 CONSUEGRA─住宿點
早餐後專車前往融合天主教、猶太教及伊斯蘭教文化特色之都－托雷多，名列西班牙三大教堂之一的托雷多大教
堂是當地著名的指標，托雷多一直保有多元文化的特色。 ●托雷多大教堂：在古羅馬時期，已被視為宗教聖地，

西元 646 年，托雷多主教正式將它納為天主教教堂，在經歷了眾多宗教文化的洗滌，造就了現今獨一無二的歷史
建築，融合後的整體卻展現出相當高的藝術價值。
午餐後拜訪唐吉軻德書中出現過的場景白色風車村，山丘上豎立數座白色的風車群，在一片平原排列展開，形成
典型拉曼查地區的鄉村風景。爾後前往西班牙文學名作家塞凡提斯投宿多次且為小說故事背景為舞台唐吉軻德小
酒館，欣賞到地拉曼查鄉村地區建築風格。拉曼查的赤色大地、橄欖樹、風車。
【下車參觀】：風車村、大教堂、聖馬丁橋；
【行車距離】：馬德里－72km(約 1.5 時)托雷多 Toledo－67km(約 1 時)風車村 CONSUEGRA－70km(約 1.5 時)

第4
天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拉曼查烤雞風味

晚餐／飯店晚餐

旅

館：SERCOTEL HOTEL GUADIANA 或 NH CIUDAD REAL 或 HOTEL SANTA CECILIA 或同級

住宿點─哥多華 Cordoba─塞維亞 Sevilla
早餐後前往哥多華的市區觀光，昔日為伊斯蘭教的首都，古羅馬橋挺立於人世間達 2000 年之久，著名的◎大清
真寺：代表著摩爾文化在此開花結果，莊嚴、尊貴的外觀，高低落差且層次分明的內部，瑪瑙、琥珀、大理石、
花崗岩分陳。隨後可漫步於猶太人區、百花巷，蜿蜒如迷宮般小巷。
傍晚抵達安塔露西亞首府～塞維亞。
【下車參觀】： 猶太小徑、百花巷、水車坊、古羅馬橋。
【門 票】：清真寺(大教堂)。
【行車距離】：住宿點－192km(約 2.5 時)哥多華－150km(約 2 時) 塞維亞

第5
天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燉牛尾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旅

館：VERTICE ALJARAFE HOTEL 或 ABADES BENACAZON 或 SILKEN AL ANDALUS PALACE 或同級

塞維亞－格拉那達 Granada
安塔露西亞首府～塞維亞，曾經是文學劇作家筆下大作—卡門的故事發生地，也是塞維亞的理髮師名作的故事所
在地，更是著名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拍片現場的場景，親臨現場往事場景歷歷在目，塞維亞在 1929 年及 1992
年兩度舉辦過萬國博覽會，是一個因為航海和貿易發展而形成的繁華都會。
首先參觀 1929 年，伊比利．美國博覽會場之●瑪利亞路易莎公園、公園內半圓形的西班牙廣場，高聳的尖塔交織
出迷人的景色；隨後入內參觀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塞維亞大教堂(世界第三，僅次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倫敦聖保
羅教堂)。此教堂因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黃金時代，造就出不凡之建築雕刻與裝飾陳設、對西班牙航海貢獻最
大之哥倫布長眠於此由後世景仰，沿坡道上◎希拉達塔俯瞰市街景觀。
頗具伊斯蘭文化風格的●ALCAZAR 宮殿●黃金塔、最富有回教色彩之●聖十字猶太區。
隨後前往●西班牙廣場，是當地市民的休憩場所，留有全國最大、也是當年為了舉辦萬國博覽會所建的主場地，
兩旁有著古典的噴泉迴廊。
午後前往伊斯蘭文化遺跡－格拉那達。格拉那達是阿拉伯摩爾王朝在歐洲最後的據點，璀璨精緻的回教文化在此

展露無遺，略帶憂鬱的精緻美感及絕代風華，譜出一首首令人詠嘆不絕的輓歌；◎阿爾罕布拉皇宮建於蒼木蓊鬱
的山巒之上，是摩爾人在「黃金時代」所遺留下之產物，精緻細膩的建築、清新脫俗的格調，驚世之美令人讚
賞，夏宮－天堂中的花園，彎形噴泉終年不斷，一年四季，青青、綠綠、紅紅、紫紫，宛若眾神花園一般，風采
永遠不褪！
【門 票】：阿爾罕布拉宮殿、阿拉伯式宮廷花園 GENERALIFE。(如遇滿，則改安排參觀皇家禮拜堂或塞維亞 A
LCAZAR 宮殿入內，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門 票】：塞維亞大教堂(如遇宗教活動，則改阿爾卡薩宮入內)
【行車時間及距離】：塞維亞－250km(約 3 時)格拉那達

第6
天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中式六菜一湯

晚餐／飯店晚餐

旅

館：ALHAMAR HOTEL 或 MACIA REAL DE lA ALHAMBRA 或 GRANADA PALACE 或同級

格拉那達─瓜地斯 Guadix─瓦倫西亞 Valencia
早餐後前往瓜地斯穴居屋：黃土丘下有著白皙的牆、而白色的煙囪又從黃土丘間竄出，瓜地斯當地的穴居屋造就
安達魯西亞最了奇特的景觀，目前還有將近四千人居住在私人洞穴之中，據傳十六世紀時回教徒為躲避天主教徒
迫害而建，洞內冬暖夏涼，正適合當地的氣候。
接續前往西班牙第三大都市－●瓦倫西亞，此地別名為〔悉得城〕，全年少有降雨，空氣乾燥是夏季避暑的好地
方，而冬季也很少降雪，十五～十七世紀時，是地中海貿易的重要港口，1808 年時市民為反抗拿破崙一世的統
治而群起發難，成為革命軍根據地。隨後展開瓦倫西亞的市區觀光，一項科學與藝術城的都市更新計畫，使得整
座城市有了全新的面貌。
科學與藝術城：利用乾涸河道所進行的都市更新建設，以科學館及類似眼球的天文館為主，充滿未來感的造型令
人驚艷，而造型流線、由兩個薄殼交互融合切割而成的藝術宮歌劇院，內部設有可容納兩千五百人的多功能表演
廳，更被譽為不輸當代的雪梨歌劇院，整個計劃區域正好相隔了城市的新舊區之間，完美的建築展現為這座城市
注入了新的生命。
【下車參觀】：瓜地斯穴居屋、瓦倫西亞藝術科學城。
【行車時間及距離】：格拉那達－50 公里（約 50 分）瓜地斯－227 公里（約 3 小時）中間休息點(午餐)－218
公里（約 2.5 小時）瓦倫西亞

第7
天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西班牙風味料理

晚餐／西班牙海鮮燉飯

旅

館：HOTEL SERCOTEL ACTEON VALENCIA 或 MAS CAMARENA 或 MELIA VALENCIA 或同級

瓦倫西亞─潘尼斯可拉 Peniscola─巴塞隆納 Barcelona
今日告別美麗瓦倫西亞城，繼續參觀月之堡：座落海濱的碉堡，中世紀時曾有教皇在權力鬥爭後退隱於此，堡上
可欣賞美麗的地中海景。
接著沿著美麗的地中海前往西班牙第二大都市－巴塞隆納，接著前往巴塞隆納最著名商業購物區●蘭布拉斯大
道、●加泰隆尼亞廣場，前往參觀以聖喬治屠龍為故事背景、耀眼炫目外觀的巴特婁之家(CASA BATTLO)，並前
往拜訪「西班牙現代建築之父」－高第，落實自然主義最成熟的作品●米拉之家(CASA MILA)，此建築從裡到
外，整個結構無稜角、全無直線的設計，營造出無窮的空間流動感，更是現代主義之建築極品，就誠如高第所

述：「藝術必須出自於大自然，因為大自然為人們創造出最獨特美麗的造型」。
【行車時間及距離】：瓦倫西亞－145 公里（約 2 小時）潘尼斯可拉－230 公里（約 3 小時）巴塞隆納

第8
天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地中海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旅

館：FIRA CONGRESS HOTEL 或 AC HOTEL SANT CUGAT 或 ALIMARA BARCELONA 或同級

巴塞隆納 BARCELONA
參觀巴塞隆納的舉世聞名的市標
◎聖家族教堂－由天才藝術家所構建，門牆上的浮雕，出自雕塑家蘇比拉什之手的 100 多尊雕像全部源自《聖
經》故事。從聖子的洗禮到最後的晚餐；從背叛的猶大到違心的彼得，一尊尊都精雕細刻，形同活物。經過了一
百多年的施工至今尚未完工，由著名的建築天才：安東尼奧高第所設計，他將生命中的所有心力都傾注在此；教
堂共有三座宏偉的立面，東、西、南面各具代表性，以完美而協調的手法呈現，線條簡潔而力落，如此特殊造
型，令人印象相當深刻。
◎奎爾公園，公園內處處可見絕妙的設計，充滿趣味與驚喜。
高第，落實自然主義最成熟的作品感恩大道上欣賞近代西班牙高第建築大師之作如●巴特婁之家 CASA BATTLO
及●米拉之家，充分發揮他的自然主義，由石頭砌成，完全沒有直角設計。
特別安排前往●聖約瑟市場（Mercat Sant Josep)，蘭布拉斯大道旁，是個每天都塞滿觀光客的傳統市場。走進市
場迎面而來的就是五彩繽紛的視覺饗宴，無論是菜販還是水果商都把蔬果擺放得整整齊齊。四處逛逛後發現肉販
也是把肉疊得井然有序，像是醃製品、香料、糖果等眼神所能觸及的範圍皆是。隨處一看就像一幅色彩瑰麗的水
彩畫般。聖約瑟市場的環境乾淨採光好，沒有攤販吵雜的叫賣聲，只有熱鬧氣氛和遊客的嬉笑聲，逛起來非常舒
服。
【下車參觀】：蘭布拉斯大道。
【門 票】：聖家族教堂、奎爾公園。

第9
天

餐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旅

館：FIRA CONGRESS HOTEL 或 AC HOTEL SANT CUGAT 或 ALIMARA BARCELONA 或同級

巴塞隆納

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香港

今早迎著和煦的陽光，繼續觀光，巴塞隆納的美是值得細細品味，需要多一點時間的停留。
今日向現代藝術之都巴塞隆納道聲再見，告別南歐一熱情拉丁。接著前往機場搭乘客機返回甜蜜的家－台北，夜
宿機上。
餐
第 10
天

食：早餐／飯店自助式早餐

香港

桃園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今日抵達台北中正機場，結束此次陽光國度西班牙浪漫之行！
餐

食：早餐／機上

備註
1.以上行程順序將視航班、飯店、火車而做調整，行程順序僅供參考，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2.西班牙百貨公司於星期日都是關閉的，如欲購物，領隊將看狀況調整時間，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11/03

六

國泰航空

CX531

桃園機場

20:00

香港機場

2018/11/03 21:55

2018/11/04

日

國泰航空

CX315

香港機場

00:50

馬德里機場

2018/11/04 08:45

2018/11/11

日

國泰航空

CX318

巴塞隆納機場

13:20

香港機場

2018/11/12 07:20

2018/11/12

一

國泰航空

CX530

香港機場

09:10

桃園機場

2018/11/12 11:10

自費活動參考
A：危險 B：一些危險 C：安全
城市

節目名稱

簡介

格拉那達

佛朗明哥舞蹈表
演

含車資、司機小費、門票、訂位
費、飲料，約 60 分鐘歌舞表演。

費用

備註

歐元
自費行程最低成團人數 1
大人 $40.00
5人
小孩 $40.00

危險

C

簽證
1.自 2011 年 1 月 11 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需有身分證字號之護照，無身分證字號如僑民，則不適用）以觀光名義入
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可適用六個月內停留 90 天免簽證優惠。
2.旅客若為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並「非」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旅客請於報名參團前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並應自行查明所持護照所屬國家入境歐洲之相關簽證規定。
3.依法律規定，旅客辦理入出境中華民國手續，均應持相同國籍之合法有效護照。
4.為避免旅客因下列因素無法出境或入境歐洲，請旅客於行程出發七日前將護照正本交付本公司，由專人預先檢查確認並
由領隊攜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A)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期者或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
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 、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姓名變更等：請詳閱「護照申請須知」或來
電洽詢。
(B)特殊身份如:軍警人員、役男請先申請許可或加蓋「出境許可章」、雙重國籍、無身份證字號之中華民國護照、境外補
發之中華民國護照…等）
(C)出國當天未攜帶有效護照
脫隊規定
1.「台北/香港/台北」改為「高雄/香港/高雄(搭乘港龍航空 KA)」或「高雄/香港/高雄」改為「台北/香港/台北」皆屬
服務性質，惟機位之確認仍須待航空公司回覆，是否可更改成功亦須視航空公司班機狀況而定，恕無法保證。且因改位作
業需待國泰航空香港總公司回覆，需較長工作天，請旅客耐心等候。
2.若高雄(台北)/香港/高雄(台北)之機位無法需求成功，請旅客另自行改加訂高雄/桃園中正機場來回接駁機或搭乘高
鐵。
二.脫隊

1.團體票必須【團去團回】，如欲脫隊需加價。
2.脫隊加價費用：與原行程之回程相同需加價 NTD$6,000 起；與原行程之回程不同需加價 NTD$8,000 起。
3.回程脫隊進香港，須加收進港稅 NTD$800。
4.脫隊旅客人數限實際全團開票人數 10%以內，如超出限制則無法以團體票更改，旅客需自行開立 FIT 個人票。
5.脫隊機位是否能需求成功，恕無法保證，須視航空公司之班機狀況而定。
三.團體經濟艙機票加價升等
1.香港到歐洲航段，團體經濟艙升等「特選經濟艙」單程加價 NTD$13,000 起；來回加價 NTD$26,000 起。
2.因往來台灣香港之航班無提供特選經濟艙，台北(高雄)/香港/台北(高雄)航段會以團體經濟艙為主。
3.團體經濟艙加價升等「商務艙」，單程約需加價 NTD$41,000 起；來回約需加價 NTD$82,000 起，前述費用僅供參考，
正確加價費用，需待國泰航空視
班機狀況另行報價。
4.「特選經濟艙」及「商務艙」升等機位是否能需求成功，恕無法保證，須視航空公司之班機狀況而定。
三.其它
1.超過 15 天(含)以上的特殊團體機票需求，票價須加價 NTD$3,000 起。
2.為響應環保，自 2010/06/01 起，國泰航空不再提供旅客存根聯，僅有團體訂位記錄，若有需要者，需向國泰航空申
請另行開立，需由旅客自行支付
手續費每張 100 元。
Q&A
【退稅】
1.退稅辦理需視該旅遊國之退稅規定，及您本次購買是否達滿足退稅之條件以及檢附單據之完整性。
然領隊僅係協助告知旅客辦理退稅之辦理手續，並無法告知您退稅之成功與否。
2.旅客應於離境前辦妥退稅相關手續，如蓋章、保留單據。
【餐食】
如旅客於行程有餐食特殊需求，如素食、兒童餐、忌牛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1.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2.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3.住宿飯店時：
(1)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
(2)離開房間時，應當將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並勿在燈上晾衣物。
(3)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4)請自備盥洗用具及穿著輕便之衣物。
(飯店並無全有吹風機、洗髮精、香皂；但無拖鞋、牙刷、牙膏；敬請自備)
(5)付費電視：飯店內的電視分付費及免費頻道。付費頻道需按房間號碼確認付費，才能使用！
(6)浴室地面有些未設排水口，浴盆防水簾請收到浴缸內；並請小心積水水滑，若使用不善而有淹到地毯情形，或破壞
房間設施，會被飯店要求賠償，請特別注意。
4.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5.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
6.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7.搭乘各項交通工具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方向以免發生危險。
8.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9.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0.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1.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2.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3.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地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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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 4 至 6 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
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
後 21 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
專線 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
活動附註
1.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含)，最多為 42 人以下(含)，將指派持有合格領隊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請旅客
於報名時注意此資訊。
2.如旅客有高北高或高港高接駁，請於報名時旅遊服務人員提出需求，本公司即向航空公司需求機位，但實際機位有無需
依航空公司回覆為主，故不一定會有機位，敬請旅客見諒。
3. 行程未安排行李員服務，可節省您的行李小費以及等候收送行李的時間。
【旅館與飯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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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旅客有三人房或加床需求時，其費用及房間有無應依旅遊服務人員告知為主。歐洲地區大多數以雙人房 2 張單人床為
基準房型，一大床部分房型較少，三人房型許多飯店都無此房型。如遇一定要需求三人房型而飯店無法提供此房型狀況下，
僅得依住宿飯店之房間大小狀況需求加床服務，尚請見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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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1.單人房差(本行程所指單人房為單人房單人床房型。)
團費報價係以兩人一室計算。如果您是單一或單數客人報名，
(1)您可指定住宿單人房並支付單人房差額費用，可讓您的整個旅遊品質更好。
(2)或由本公司協助安排與其他同性旅客同房。
2.團體售價不包含簽證費及小費，如領隊、導遊、司機、飯店行李員服務小費及床頭小費等。
3.敬請旅客注意，歐洲地區之公廁皆需付費，建議旅客自備零錢以便所需。
4.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需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本產品團
體售價已包含機場稅及燃料付加費。
5.外站參團(Join)的旅客，售價不含簽證費用、機票(國際段/歐洲內陸段)亦不含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6.嬰兒收費及包含項目：
嬰兒定義為未滿 2 歲，且年齡以回程日計算為主。嬰兒費用內容僅含機票及保險，且不占車位。費用未包含行程及門票、
餐食部份，故請旅客自行準備嬰兒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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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歐洲
台灣國際冠碼 + 歐洲各國國碼 + 當地區域號碼(不須撥 0) + 電話號碼
例如：自台灣打電話到法國巴黎

002 + 33 + 1 + 電話號碼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歐洲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台北區域號碼(不須撥 0) + 台北家中電話

例如：00 + 886 + 2 + 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歐洲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行動電話(不須撥第一位數字 0)
歐洲各國國碼：英

國

４４

捷

荷

克

４２０

蘭

３１

匈牙利

３６

比利時

３２

波

蘭

４８

盧森堡

３５２

丹

麥

４５

法

國

３３

挪

威

４７

德

國

４９

瑞

典

４６

瑞

士

４１

芬

蘭

３５８

奧地利

４３

冰

島

３５４

義大利

３９

希

臘

３０

西班牙

３４

葡萄牙

３５１

例如：00 + 886 + 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