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典北德 10 日(含稅)  

出發日期.售價:04/07   67,900 元          04/11、04/29、05/03   69,900 元 

06/04、06/17   71,900 元          06/24   74,900 元          07/01   80,900 元 
 

【行程特色】 

 
休威林城堡素有《七湖之城》之稱，位在兩湖間的布爾克湖心小島、僅以兩座橋樑與其它島嶼相連，擁有 300 餘座尖塔壯麗外觀

仿自法國羅亞爾河區的香波堡而建，整個城區被碧波漣漣的湖泊分割成片片星島澤國。 

 

呂北克：整個老城至今仍保持著中世紀的風貌，城中到處是古老的建築和狹窄的小巷。 

★1987 年成為德國第一個被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 

 



 

漢堡：德國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文化與藝術之都。 

 
 

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城市被分割，東柏林為東德的首都，與西柏林被圍牆分隔，直到 1990 年兩德統一，該市才重新獲得德

國首都的地位，是個世界級的城市。 

 
休威林城堡：同法國的香坡堡與德國的新天鵝堡的綜合體；300 多座的尖塔仿自法國羅亞爾河區的香坡堡，而尖塔倒影在水中波光

粼粼更顯浪漫風情而博得《北方新天鵝堡》的美名。 



 
 

德勒斯登：有《易北河畔佛羅倫斯》美稱。這奧古斯都君王唯藉藝術創作而不朽的河上城市，在歐洲美術、建築、音樂的發展歷

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充滿了德國的歷史與驕傲。 

 
 

 

 

 

 

 

 

 

 

 



【精選飯店】 

用心安排住宿在德勒斯登、柏林以及不萊梅的城區內，省卻拉車的時間，更多了領略這三個城市有別於白天的另一個風貌。 

德勒斯登 PULLMAN DRESDEN NEWA 或 DORINT HOTEL DRESDEN 或 同級飯店 

 

 
 

柏林 PARK INN BY RADISSON ALEXANDERPLATZ 或 LEONARDO ROYAL BERLIN ALEXANDERPLATZ 或 同級飯店 



 

 
 

 

 

 

 

 

 



【行程路線】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4/07 

〔星期日〕  
CI061  台北(桃園)  法蘭克福  23:10  06:50+1  

2019/04/15 

〔星期ㄧ〕  
CI062  法蘭克福  台北(桃園)  11:20  05:50+1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桃園)／法蘭克福(飛行時間約 13 小時 40 分鐘) 

 

開啟您兒時的夢想，如童話實現的夢想不在遙不可及。放鬆心情，夢想起飛，隨著專業領隊，搭乘豪

華客機飛往法蘭克福，班機於隔日清晨抵達。  

貼心的提醒： 

1.由於航程關係，須於飛機上過夜，請各位旅客，務必自行準備可以保暖的外套，以備不時之須。 

2.出發前，請來公司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3.飛機上空間較小，建議您穿著舒適寬鬆的衣物，以及一雙舒適的鞋子。 

4.本行程包含：全程導覽耳機每人一副、行李束帶每人一條(恕不挑色)、歐規轉接插頭每人一個。 

餐 食：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套餐 

住 宿： 夜宿機上 

第 2 天 法蘭克福-213KM-班堡 BAMBERG-187KM-威瑪 WEIMAR 

 

班堡：有《德國小威尼斯》美名之稱的千年古城。此地位於巴伐利亞省北方，於緬茵河和多瑙河的交

匯處，是座渾然天成的河濱古城，是座一千多年歷史的古城。舊城區因保持了中世紀風格的市容，成

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沿岸漁家戶戶相連，各有自己的碼頭，美如一幅優美的圖畫。 

 

班堡大教堂：建於 1237 年，由四根高塔及羅馬、哥德式風格混合的建築、風格獨特，是班堡的地標。 

新宮殿：梅茵茲大主教於 18 世紀所建的巴洛克式建築，為當時最豪華的宮殿之一。 

 

隨後前往北德小鎮-威瑪，威瑪：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曾經這樣形容：威瑪並非是有公園的城市，而是有城市的公園。擁有 1100

多年歷史的小鎮，在德國的近代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德國在結束帝制後成立的第一部憲法就在此地頒布，即為《威瑪憲

法》。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和平時期，歷史稱之為《威瑪共和》。今晚夜宿於此。 

 

【下車拍照】班堡大教堂、新宮殿、威瑪。 

餐 食：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德式燉肉風味餐 

住 宿： PARK INN BY RADISSON 或 LEONARDO WEIMAR HOTEL WEIMAR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威瑪-131KM-萊比錫 LEIPZIG-122KM-德勒斯登 DRESDEN 

 

萊比錫：東德時期的第二大城，也是德國的音樂之城，舉世聞名的音樂之父巴哈長久在此工作，也被

安葬於當地的聖托馬斯教堂，紀念雕像就矗立在教堂前。許多名人雅士如文學家哥德、哲學家尼采都

曾在此求學。老城廣場上有年輕時代的哥德塑像，廣場上的舊市政廳，現在已改建為歷史博物館，外

觀可見六座造型優美的高閣樓，矗立於其中的鐘塔就是廣場中心標誌。  

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德勒斯登  

德勒斯登：百塔之都、文化古城。建城於 800 多年前，素有易北河畔佛羅倫斯美稱的巴洛克藝術之都。曾為古代薩克遜王國首都

所在地。這奧古斯都君王唯藉藝術創作而不朽的河上城市，在漫漫的長流中，留下永恆不變的美麗，在歐洲美術、建築、音樂的

發展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充滿了德國的歷史與驕傲，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  

今日我們以易北河南岸的舊市區為參觀重點，遊覽德國最具價值、文藝復興風格的德勒斯登城，城堡外牆著名的《君主出巡》壁

畫萬不可錯過，由 2 萬 5 千片麥森瓷磚製作，描繪 93 位薩克森國王出巡的場面，是德勒斯登唯一倖免戰火的史蹟，此外，歐洲

最後一座混合羅馬哥及德式建築的大教堂、遊人如織的塞帕歌劇院等名勝，都是您不可錯過的重點。 

 

溫馨提醒：欲進入教堂內部參觀請勿穿著短褲、背心，勿穿拖鞋；若遇教堂進行彌撒或是活動無法入內參觀，敬請見諒。 

 

【下車拍照】聖托馬斯教堂、舊市政廳、君主出巡壁畫、大教堂、塞帕歌劇院。 

餐 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北德牛排風味餐 

住 宿： 
PULLMAN DRESDEN NEWA 或 WESTIN BELLEVUE 或 WYNDHAM GARDEN DRESDEN 或 

ACHAT PREMIUM DRESDEN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德勒斯登-193KM-柏林 BERLIN 

 

柏林：1990 年 10 月兩德統一後的首都既年輕又古老，也是著名的歐洲古都。它位於歐洲的心臟，是東

西方的交匯點，始建於 1237 年。1990 年 10 月 3 日，兩個德國統一，東、西柏林也再次合併為一個城

市。作為德國多代王朝的首都，此城市有眾多充滿歷史感的名勝建築。現今柏林集結了現代經典與傳

統智慧於一身，造就古典與現代建築藝術相互映襯，雄偉的命運之門布蘭登堡門輕聲低訴德國的興衰

榮辱的過往，對柏林人懷有特殊的感情。 

 

雖然二戰期間，柏林的許多名勝都被摧毀，但是經過柏林人的努力，這些精美的建築又重現於世人眼前，為柏林贏得《重生之

城》的美譽。 

 

柏林圍牆(東邊畫廊)：始建於 1961 年 8 月 13 日，全長 155 公里。曾因為戰爭的原因而分成東西兩邊，而中間則隔著這道柏林圍

牆。1989 年隨著東西德的合併，柏林圍牆也隨之被推倒，只留下了約三公里的部分。現在剩下的柏林圍牆已經沒有阻隔作用，

取而代之的是宣傳和平的作用，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這些牆上畫上色彩繽紛的塗鴉，表達了人們對和平的熱愛。2019 年正

好是柏林圍牆被推倒 30 周年。 

 

布蘭登堡門：可謂是柏林乃至德國的象徵，見證了德國的歷史。這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是由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

1788 年至 1791 年間興建的，以紀念普魯士在七年戰爭中取得的勝利。 

 

柏林大教堂：始建於 1894 年，1905 年建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柏林大教堂遭到嚴重破壞。戰後人們搭起臨時的棚子來保護

大教堂，直到 1975 年東德才開始它的修復工作。兩德統一隔四年後，於 1993 年，修復工作才最終完成。 

 

波茲坦廣場可說是柏林最受歡迎的購物區，超過 120 間的商家，其中包括時尚感十足的咖啡館和餐廳，各色各樣的商品正在此對

您招手。從布蘭登堡城門門前延伸向柏林大教堂，這條在道路兩旁種滿行道樹的即為菩堤樹大道，沿著兩旁精品商品店林立，世

界百大著名的洪堡大學，也位於這裡。 

 

溫馨提醒：欲進入教堂內部參觀請勿穿著短褲、背心，勿穿拖鞋；若遇教堂進行彌撒或是活動無法入內參觀，敬請見諒。 

 

【下車拍照】柏林圍牆、布蘭登城門、柏林大教堂。 

【行車經過】波茲坦廣場、菩堤樹大道、洪堡大學。 

餐 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 自理(方便遊玩) (晚餐) 德式香腸風味餐 

住 宿： 
PARK INN BY RADISSON ALEXANDERPLATZ 或 LEONARDO ROYAL BERLIN 

ALEXANDERPLATZ 或 ESTREL HOTEL BERLIN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柏林 

 

柏林博物館島位在史普雷河上，這裏齊聚了世界級的博物館。 

貝加蒙博物館：展示雄偉的古希臘宙斯大祭壇、色彩鮮艷的伊合休達城門、古巴比倫王國的遺跡。 

註：貝加盟博物館於 2014 年~2019 年進行局部整修，若遇團體預約臨時取消，將以 ALTE MUSEUM 或

其他藝術殿堂做替代方案。 

 

午後返回市區安排自由活動，讓您有多一點的時間體會這座擁有獨特歷史但又充滿活力的城市。從布蘭登堡城門到博物館島，是

著名的菩提樹大道，大道的兩旁盡是歌劇院、美術館、圖書館、洪堡大學，波茨坦廣場及亞歷山大廣場是柏林最有魅力的場所之

一，其引人注目的建築集餐館、購物中心、劇院及電影院等於一身，使它不僅吸引著觀光的遊客，也吸引著柏林人經常到此自由

逛街。 

 

【特別安排】貝加蒙博物館。 

餐 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水果 (晚餐) 自理(方便活動) 

住 宿： 
PARK INN BY RADISSON ALEXLANDERPLATZ 或 LEONARDO HOTEL ALEXPANDERPLATZ 或 

ESTREL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柏林-212KM-休威林城堡 SCHLOSS SCHWERIN-82KM-呂北克 LUBECK-漢堡 HAMBURG 



 

休威林城堡：素有《七湖之城》之稱，位在兩湖間的布爾克湖心小島、僅以兩座橋樑與其它島嶼相

連，擁有 300 餘座尖塔壯麗外觀仿自法國羅亞爾河區的香波堡而建，整個城區被碧波漣漣的湖泊分割

成片片星島澤國，內部金碧輝煌的裝飾令人驚豔，城堡優美的倒影映在碧綠的湖區上更顯浪漫風情而

博得北方新天鵝堡的美稱，可悠遊於充滿貴族氣息的城堡花園，使身心盡情舒展之餘也享受了大自然

芬多精的沐浴。  

呂北克：建城於 12 世紀，位在波羅的海沿岸，漢薩同盟的城市。整個老城至今仍保持著中世紀的風貌，城中到處是古老的建築

和狹窄的小巷。豪斯敦門是舊城區的入口，也是唯一保留下來最完整的城門。★1987 年成為德國第一個被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的古城。沿著河岸興建的鹽倉，是目前呂北克保存最完整的磚造房。極富特色的市政廳使用顯眼黑磚而建。瑪莉恩教堂為全世界

最高的磚造教堂。教堂內的哥德式拱頂高達 40 公尺，高高在上的機械式管風琴擁有 8512 根風管，更是世界之最，呂北克也自詡

為《風琴之城》。 

 

溫馨提醒：欲進入教堂內部參觀請勿穿著短褲、背心，勿穿拖鞋；若遇教堂進行彌撒或是活動無法入內參觀，敬請見諒。 

 

【入內參觀】休威林城堡。 

【下車拍照】豪斯敦門、鹽倉、市政廳、瑪麗恩教堂。 

餐 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 湖區餐廳西式套餐 或 休威林小鎮特色餐廳 (晚餐) 德式黃金豬排風

味餐 

住 宿： 
LEONARDO HAMBURG AIRPORT 或 LEONARDO HAMBURG ELBBRUCKEN 或 LEONARDO 

HAMBURG CITY NORD 或 LEONARDO HAMBURG STILLHORN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漢堡-126KM-不萊梅-137KM-漢諾威 HANNOVER 

 

漢堡：德國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文化與藝術之都。易北河、畢勒河流經市區，與多個港灣、湖泊、

運河水道及兩千多座橋樑，構成媲美水都威尼斯的風情，是德國最美麗的水都。  

位於阿斯塔運河畔，完成於 19 世紀後期新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的市政廳及聖米歇爾教堂。市政廳的建築

是一棟新文藝復興式建築，表面雕工細緻，左右對稱的建築特色也很吸引人，幾何造型美麗的尖塔，

呈現出了市政廳的壯觀，屋頂的銅綠磚瓦，亦顯露出歷經歲月的風華。聖米歇爾教堂高約 132 公尺，18 世紀時曾是世界最高的

教堂。  

不萊梅：位於童話大道北端起點，是德國北部觀光重鎮。它在古時的漢薩同盟時代就是一座貿易大城，也是德國僅次於漢堡的第

二大港，同時也是童話大道的終點站。格林兄弟童故事中不萊梅樂隊銅像的流浪動物音樂師公雞、貓、狗、驢子，智退強敵的印

象深植人心 舊城區四週環繞著傳統德意志建築及美麗的廣場，市政廳前的動物音樂師及日耳曼史詩人物～羅蘭騎士雕像，經常

是遊客的焦點。★於 2004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漢諾威：德國第一次舉辦萬國博覽會的城市，抵達後，於漢諾威安排拜訪王宮庭園，華麗宏偉的巴洛克式庭園，述說昔日神聖羅

馬帝國選帝侯大城的風采。  

【下車拍照】漢堡市政廳、聖米歇爾教堂、不萊梅樂隊銅像、羅蘭騎士像。 

【入內參觀】王宮庭園。 

餐 食： (早餐) 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餐) 北德鮮魚風味餐 (晚餐) 德式豬腳風味餐 

住 宿： 
H+ HOTEL HANNOVER 或 WYNDHAM HANNOVER ATRIUM 或 RADISSON BLU HANNOVER 或 

同級旅館 

第 8 天 北德小鎮-168KM-卡塞爾 KASSEL-193KM-法蘭克福 FRANKFURT 

 

卡塞爾：童話大道的中心，附近森林密布，古堡林立，是睡美人、白雪公主、灰姑娘等故事的誕生

地，為格林兄弟居住長達 24 年(1805～1829)的地方，也是格林童話主要蒐集而成的地點，醞釀出許多

令人傳頌的有名故事。卡塞爾與童話大道上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是這裡大多是磚瓦砌成的建築。 

 

威廉高地公園：卡塞爾最重要的地標之一，居高臨下的風景能欣賞到威廉郝艾宮、音樂噴泉與遠方的

海克力斯雕像連成一氣的情境。建造當時以義大利公園為範本，隨著潮流時勢的蛻變，被修改為英式花園的風格，是全歐洲最大

的巴洛克風格高地公園。結合療養溫泉度假休閒水景藝術，還有暖房、塔樓、茶坊，是當時頗受歡迎的度假場所，為德國浪漫風

格盛行時所遺留下來的造景傑作。 

 



午後前往法蘭克福，若時間許可下，將進入羅馬人廣場讓您自由活動，隨後用完晚餐後返回飯店休息。 

 

【入內參觀】威廉高地公園。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美式早餐 (午餐) 北德嫩煎雞肉風味餐 (晚餐) 中日式自助餐 

住 宿： 
HOLIDAY INN FRANKFURT ALTE-OPER 或 LEONARDO ROYAL HOTEL 或 PLAZA FRANKFURT 

CONGRESS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9 天 法蘭克福／台北(桃園)(飛行時間約 12 小時 30 分鐘) 

 

今日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搭機經由香港轉機後飛返台灣，因時差及飛

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本日您將搭乘直飛的航班返回台灣，中途無需轉機，在本航段中，機上將提供您二次的正餐，並且於

二餐之間會供應點心或三明治等簡易輕食。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夜宿機上 

第 10 天 桃園 

 

班機今日返抵國門，結束此次難忘的德國童話之旅，期待下次再相會。 

 

註：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

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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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見諒。 

餐 食： (早餐) 機上簡餐 (午餐) X (晚餐) X 

住 宿： 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以上表列行程，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我們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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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見諒。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

多為 45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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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

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

擾。 因大床房型數量有限，若遇旅遊旺季期間，有時遇飯店無法提供，敬請見諒。 若指定房型為 3 人同房或小孩加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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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恕見諒。 因本行程不提供行李員

之服務，所以您可省下進出房間的行李小費，和等候送行李的時間。 2003 年元月歐盟公告”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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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行程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高北高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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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費用另計。 若為包含一段國內線班機的團型，該國內

線之託運行李請以每人一件 23KG 為限，謝謝您的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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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小費說明】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10 歐元*10 天=100 歐元。  
 

【旅遊錦囊】 

電壓：歐洲的電壓為 220V，雙圓孔插座，如有需要請自備變壓器。 時差：夏季期間歐洲比台灣慢六小時。冬季期間歐洲比台灣慢

七小時。 幣值：歐洲已全面使用歐幣(英國、瑞士及部份北歐國家除外)，建議出國前先兌換歐元最為方便，在商店中購物普遍上

信用卡也都可以被接受。 安全： 

上、下遊覽車或遊覽觀光區時，慎防搶劫或扒手，錢財或護照等貴重物品務必慎重保管。離開飯店或遊覽車時，請仔細檢查隨身

物品以免遺失。 

歐洲地區保險法規明定，旅遊團體所使用的遊覽車對車內的旅客（依團體名單）人身安全保有意外險，但對旅客所存放於車上的

行李或私人物件，不負遺失或損壞之賠償，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置於車上若有遺失或遭竊是無法尋求賠償的。住宿飯店中，若

旅客離開房間，對置放於房內之行李或物品亦不負帶保管的責任，若有貴重物品，請存放在飯店之保險箱。 購物：歐洲是世界一

流的名牌服飾、皮件的集中地，羅馬的商店街、佛羅倫斯的皮革飾品、威尼斯精美閃耀的水晶玻璃藝品、德國黑森林的咕咕鐘、



瑞士名錶等，都是世界馳名的購物重點。（歐洲地區如遇國定假日與週日，商店均休息不開店） 住宿：以四星級旅館為主(除法國

地區飯店因課稅問題及歐洲少部份小城市以三星級飯店為主)，旅館內無牙刷、牙膏，吹風機亦不是每家旅館都有，並另請自備拖

鞋。 

特別注意：歐洲部份城市的旅館，由於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供應沐浴的方式；於是，如果同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易產

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或不均的狀況。 

● 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 分鐘至 60 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 

● 盡量避開大家熱門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 

● 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禁忌：前往義大利旅遊，教堂是不可錯過的重

點，但請注意服裝，著短褲、迷你短裙及露背裝是禁止入內的。在參觀博物館或美術館或教堂時，拍照或攝影有時是可以的，通

常不可使用閃光燈。 電話：在歐洲境內，使用電話卡打國際電話非常方便，一般在公共電話即可利用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00+886+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歐洲，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 00+886+932........(不需撥 0) 飲水：歐洲大多數國家人民均生飲自來水習慣，因此旅館房間少有

熱水提供，若有需要，請自備電湯匙、變壓器及容器等或自購礦泉水飲用。 新制：2003 年元月歐盟公告，自即日起遊客進入歐盟

國家，不得攜帶仿冒品、肉類及乳類或加工品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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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班機起飛

前二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領隊將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後將護照

發還給團員。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

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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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

全鎖，以策安全；使用浴室時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發生危險；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房間內吸煙，聽到警

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前往海邊

戲水請務必穿著救生衣，並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

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等，易增加身體負擔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搭車時請勿任意更

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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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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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

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錢幣：台灣出境 

》台幣：現金不超過 100,000 元。 

》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

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國人旅遊購物免稅額規定： 

 

1.每人可攜回新台幣 2 萬元免稅額購物商品。海關查出逾額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2.每人可再攜回五部 3C 產品為上限，海關查出未申報超出量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檢疫須知： 哪些東西不能帶？為了您通關順利，請勿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禁止旅客攜帶的動物及其

產品： 

》活動物：犬、貓、兔、禽鳥、鼠等。 

》動物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肉類及其製品（如香腸、肉乾、貢丸、餛飩、烤鴨等）、含肉加工品（速食麵、雞湯、含肉晶粉

等）、蛋品、鹿茸、血清等生物樣材等，包含已煮熟、乾燥、加工、真空包裝處理之產品。 

》新鮮水果。土壤、附著土壤或有害活生物之植物。活昆蟲或有害生物。自疫區轉運之植物及植物產品。 自 97 年 10 月 1 日起，

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如未主動向關稅局申報或未向本局申請檢疫而被查獲者，除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罰鍰外，如有違

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 下機至出關途中請旅客主動將動植物產品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配合檢疫偵測犬隊執行行李檢查。 

旅客檢疫相關規定，可參考網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出入境旅客檢疫注意事項」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