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波蘭雙國 10 日 

出發日期.售價:05/11、10/19   54,900 元 

06/01、09/12、09/28   56,900 元 

10/10   58,900 元        08/03   63,900 元        07/27   66,900 元 
   

【行程特色】 

【德國 x 波蘭雙國深度之旅】 

│德國│這座兼具傳統時尚、藝術科技、人文自然的國家，體現了歐洲最多元迷人的風情，尤其提到首都─柏林，雖然第

一印象不同於其他歐洲城市般，但卻用內在美吸引無數旅人的目光與青睞。 

 
 



 
 

有人說：『世界是一本書』那麼這趟深度之旅，絕對是值得您一讀再讀、細細品味、驚喜不斷的書籍！ 

 
 

│波蘭│歷史上列強環伺造就坎坷磨難，但人們仍擁有堅韌性格，保存友善、樂觀的天性，更孕育出蕭邦、居禮夫人、哥

白尼等偉大名人，堪稱是苦難中蛻變的絕代風華！ 



 
 

 



🌟 特別安排【世界遺產~奧斯威辛集中營】直擊波蘭境內歷史傷痕最深的地方！ 

 
 

🌟 特別安排【華沙~華沙皇家城堡】全歐洲最美輪美奐的皇室宅邸之一！ 

🌟 獨家安排【克拉克夫~地下博物館】完整保留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中世紀舊城居民生活！ 

 
 



 
 

🌟 入內參觀【世界遺產~維利奇卡鹽礦】歷史悠久的岩鹽產地，十足宛如一座地下城市！ 

 
 



 
 

 
 

 



 
 

😋~精選各地美食，讓您意猶未盡！ 

1.嚴選當地特色餐廳~城堡咖啡廳 

2.特別安排~德國經典豬腳風味餐+啤酒 

3.克拉克夫-波蘭蘋果鴨風味餐 

4.羅茲-波蘭燉肉風味餐 

5.哥利茲-波蘭炸豬排風味餐 

 

★★★《舒適體驗～酷航班機特色》★★★ 

✈專為年輕、獨立和精打細算的族群所創立！選擇酷航的旅客都知道旅遊就是為了探索、體驗和享受，簡單來說，就是有

ScootitudeTM (酷航精神)的人。採用波音 787(回程新加坡飛返台北使用 A320機型)的機隊，而安全、有保障以及營運順

利這些特性則反映出酷航的光榮背景，將帶給您全新的旅遊體驗。 

 
 

✈本行程中回程新加坡飛返台北使用 A320機型，非夢幻 787客機，敬請知悉！ 

✈新加坡樟宜機場好玩、好買、好睡～【新加坡樟宜機場】獲獎無數的秘密，機場設施多到轉機停留時間不夠玩！曾被評

為是全球最好玩、好睡的樟宜國際機場（Singapore Chang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機場代碼：SIN）獲獎無數，連續

25 年被英國《商旅雜誌》評選為世界最佳機場，甚至在 2015 年拿下 SKYTRAX 年度全球最佳機場獎！ 樟宜機場是新加坡、

澳洲、虎航、捷星等廉價航空的營運中心，機場的三個航廈間皆有 24小時輕軌列車可以隨時搭乘，各航站間往返只要約

1-4分鐘。不僅便利，機場還提供超過 350 間店家和 120 家餐飲商店可以選擇，從日常用品、念品、伴手禮到奢侈品應有

盡有，不管是返家歸國、等待出境還是轉機過境的旅客都能滿足！ 



 

 

每日行程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

天 台北 新加坡 

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腳步，經新加坡轉機搭機飛往柏林，翌日在空服

員親切的問候聲中展開這十天的旅程。 

餐 食：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餐食  

旅 館：豪華客機上   

第 2

天 

“交織著中古世紀與童話色彩─波茲南”  

新加坡 柏林 (約 276km)波茲南 

抵達柏林後,經由領隊帶領辦理通關手續後,展開精彩的德波 10 天之旅! 

一早驅車前往波茲南，波滋南曾經是波蘭王國的第一個首都，現為波蘭第五大城，千年來一直是商業貿易重鎮。

在二戰中，很多建築物遭到嚴重破壞，目前很大一部分的建築都是戰後重建，儘管如此，漫步於舊城廣場仍能感

受到整座城市滿滿的活力！ 

首先帶您參觀波茲南心臟地帶●舊城廣場，不只是該城的吃喝聚會重要場所，也是最美麗的區域，尤其是廣場上

最著名的彩色建築，昔為商人的住宅，如今看過去一整排五顏六色的特色建築，除了繽紛色彩更印有特殊的圖

騰，彷彿走入童話世界中，相機隨手一照，每張都美如明信片中的景致一般，更為整座舊城增添許多活力色彩！

此外，廣場上另一特色為坐落於四個角落的●噴泉，各自代表著冥后、太陽神、海神、戰神，其中冥后噴泉，是

1776年留存至今的古蹟，所以也特別用圍欄隔起來，來到這兒猶如飛越時空回到中古世紀時期。 

而當中一棟特別華麗的建築物即為●市政廳，曾被大火燒過、閃電劈過、颶風掃過，二戰時又被破壞，但仍保留

了中歐重要的文藝復興式建築，而目前則成為了波茲南歷史博物館。接著參觀矗立於土姆斯基島◎波茲南主座教

堂，大教堂屢遭自然災害和戰爭重創,但其内部卻依然華麗。原始的文藝復興風格，並包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復

建的哥特式風格部分，而在拜占庭式的金色禮拜堂裏,則埋葬着波蘭王朝的三位國王和五位公爵。 

之後，出發前往參觀●Śródka區巨型 3D壁畫，小區特別之處，是於 1231年獲得了「城市的自主權」，為了紀



念這個重要時刻，創作出這幅 3D壁畫紀錄了當地人引以為傲的悠久歷史，《國家地理》雜誌更將其列為「波蘭

新七大奇蹟之一」。 

 

【入內參觀】波茲南主座教堂 

【下車參觀】舊城廣場、噴泉、市政廳、巨型 3D 壁畫 

餐 食：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中式六菜一湯  

旅 館：Mercure Hotel Poznan 或 同級   

第 3

天 

“見證浴火重生的堅毅民族─華沙”  

波茲南 (約 310km)華沙 

一早驅車前往最能見證波蘭歷史的華沙，第二次世界大戰， 華沙飽受戰火侵襲，九成以上的城市遭到摧毀，而民

族性堅韌的波瀾人以強烈的決心重建家園，找出許多歷史照片、繪畫、電影等資料，加上居民的生活回憶，重新

打造出未受損壞前的舊城風貌，儘管所有建築都非百年以上的古蹟，但仍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帶您參觀●波蘭科學院與哥白尼雕像，一睹科學研究的先鋒，並且這一帶商店雲集，可以一邊逛櫥窗，一邊經過

波蘭最高學府之一●華沙大學，當年波蘭在爭取政治獨立的議題上，華沙大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許多學生示威

活動都從這裡開始；而大學對面則是安葬著鋼琴詩人蕭邦的心的◎聖十字教堂，蕭邦在巴黎去世後，家人根據他

的遺願把他的心臟帶回此安葬，讓蕭邦流浪的心得以回鄉安息。 

接著進到最能見證華沙歷史的舊城區，先後參觀●城堡廣場、●聖約翰教堂、●舊城廣場，整座城市是從瓦礫堆中

重建起來的，並重新恢復到 17~18 世紀的舊觀，儘管所有建築都非百年以上的古蹟，但仍十足見證浴火重生的堅

毅民族。 

 

【入內參觀】聖十字教堂 

【下車參觀】波蘭科學院與哥白尼雕像、華沙大學、城堡廣場、皇家城堡、聖約翰教堂、舊城廣場 

餐 食：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城堡咖啡廳)  晚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旅 館：Golden Tulip Airport 或 Mercure Centrum 或 同級   

第 4

天 

“藝術與電影文化的搖籃─羅茲”  

“中歐三大文化中心─克拉克夫”  

華沙 (約 136km)羅茲 (約 267km)克拉克夫 

一早特別安排入內參觀◎華沙皇家城堡，是過去的舊王宮，17世紀中葉正值波蘭全盛時期，當年可說是全歐洲最

美輪美奐的皇室宅邸之一。後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整座城堡被蓄意摧毀，戰後才開始整修重建，除了整理出仍

存活的藝術品，並組合成千上萬的原始建築碎片，直到 1984年，當年華麗的巴洛克式城堡才重新面對世人。 

之後出發前往羅茲，羅茲為波蘭第三大城市，有人稱之為「波蘭的曼徹斯特」更突顯其重要的經濟地位，而二戰

後更成為電影和動畫工業大城，走訪羅茲城鎮上，處處洋溢古老的歷史氛圍、人文氣息，以及藝術創造力，再再

彰顯波蘭數一數二的藝術學院和全歐最著名的電影學院地位。   

抵達後即帶您參觀羅茲的●Piotrkowska大街，為羅茲最著名的觀光大街，總長約 4.9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商業

街之一，整座街道上最有特色的即為街頭藝術作品們，將其打造成波蘭最具話題的電影藝術大街,漫步於街道上，

您隨處可一瞥各種電影主題的裝置藝術，想像自己正沉浸在電影情節中，您可盡情地和電影裡的角色互動、拍

照。此外，大街不只有雕刻藝術，還有多幅坐落於建築物上的巨型壁畫等著您探索，為 2009 年羅茲政府邀請多

位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於市中心完成的多幅曠世巨作。 

之後前往克拉克夫，有人說到波蘭旅遊沒來過克拉克夫如同沒有去過!波蘭王朝於 1038 年建於克拉克夫,14~16 世

紀全盛時期，克拉克夫與布拉格、維也納鼎足而立，是當時中歐的三大文化中心，且是波瀾境內少數沒有被戰火



波及過的城市，因而得以保留大量完整的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建築。 

 

【入內參觀】華沙皇家城堡 

【下車參觀】Piotrkowska大街 

餐 食：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波蘭燉肉風味餐  晚餐／波蘭蘋果鴨風味餐  

旅 館：Best Western Premier 或 Novotel City West 或 同級   

第 5

天 

“世界遺產‧留中世紀舊城光華”  

“世界遺產‧歷史悠久的岩鹽產地”  

克拉克夫 (約 15km)維利奇士鹽礦 (約 80km)波蘭小鎮 

一早前往探訪●克拉克夫舊城區，完整保留中世紀舊城光華，並被列入世界遺產之一，先後安排參觀●市政廳鐘

樓、紡織會堂、中央市集廣場、教堂等。 

特別安排帶您參觀◎地下博物館，完整展示了中世紀克拉科夫居民的生活，並可了解 2005年至 2010年期間在

現場進行的考古工作，查看歷史物品，如硬幣、陶器和 14世紀的裝飾等。 

午後特別安排入內參觀◎維利奇士鹽礦，是歷史悠久的岩鹽產地，至今已有 700年以上的歷史，與克拉克夫一同

擠身世界遺產之林。鹽礦從 13世紀起開採，有 327米深，超過 300公里長，進入地底鹽礦區後會發現生活機能

相當完備！隨著階梯不斷往下，沿途會經過地底鹹水湖泊、高達 36 公尺的大廳，以及餐廳、會議室、博物館等

等，其中還有最壯觀的就是聖慶加禮拜堂，十足宛如一座地下城市，大開您的眼界！ 

 

【入內參觀】Rynek 地下博物館、維利奇士鹽礦 

【下車參觀】市政廳鐘樓、紡織會堂、中央市集廣場、教堂 

餐 食：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主廚推薦西式料理  

旅 館：Hotel Novotel Katowice Centrum 或 同級   

第 6

天 

“直擊波蘭境內歷史傷痕最深的地方” 

“收集各式各樣隱藏版小矮人”  

波蘭小鎮 奧斯威辛集中營 (約 227km)樂斯拉夫 

一早特別安排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奧斯威辛原本只是一座小鎮，然而自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軍在此

設立集中營，並且大量屠殺無辜的生命後，乃成為波蘭境內歷史傷痕最深的地方；納粹後來拜逃之時，集中營只

有少數遭到破壞，其餘則完好地保留至今，正好為歷史留下見證。堅實的圍牆、裝刺的鐵絲網、嚴酷的瞭望哨，

還有槍決台、毒氣室、焚化場等，如今的集中營已改為博物館，並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之後前往渴望自由的小矮人國度─樂斯拉夫，位處西南方的古城樂斯拉夫曾被波普王朝、普魯士、捷克等統治

過，許多年來的佔領使土壤根種出對自由的渴望，這些渴望滋養出一群非常可愛的精靈小矮人。 

首先，安排前往參觀●主城廣場，在主廣場，小矮人無處不在，他們在街角、花槽、街燈等不同地方不同角度出

現，形態千變萬化，有派報紙的、消防救火的、觀光旅遊的、曬太陽的……和路上行人、車輛、建築物融為一

體！ 

之後前往●教堂島，樂斯拉夫雖然屬內陸，不過土地被主河奧德河流分割，形成多個小島，眾多小島中又以教堂

島最具歷史價值。走過有超過 120年歷史的●情人橋，是樂斯拉夫最老的橋之一，建於 1889 年，現在只限行人

通行，又叫情人橋或綠橋，很多戀人來到這裡，攜手一起鎖上愛情，再把開鎖的鑰匙丟進奧得河。接著參觀●主

座大教堂，典型歌德式建築，用上紅磚砌成，高高長長的彩繪玻璃窗，大木門及外牆上有很多細小的浮雕，都做

得細膩而神氣活現。 

 



【入內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 

【下車參觀】主城廣場、教堂島、情人橋、主座大教堂 

餐 食：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西式風味料理  晚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旅 館：Novotel Wroclaw 或 同級   

第 7

天 

“保留中古世紀建築的德波邊界小城” 

“藝術與巴洛克之都‧震撼人心的美感＂  

樂斯拉夫 (約 173km)哥利茲 (約 110km)德勒斯登 

一早前往哥利茲，哥利茲是德國與波蘭邊境的小城，於二戰時免於戰火，歷史建築都得以保存，讓這個小城甚至

被視為德國東部的海德堡。此外，眾多著名德國電影皆拍攝於此，舉凡“朗讀者”、“盜書賊”、 “布達佩斯大飯店”等

因此，有人戲稱哥利茲為 “哥李活”（Görliwood）。 

來到此徒步由一國步入另一國是必做的事，沿途帶您參觀●郵政廣場、●郵政局、●高塔等，欣賞這座此城的歷史

氣息，並前往連接德國與波蘭步行橋， 不用 1 分鐘便可由德國走到波蘭，細細體會隔著一條河、一座橋，兩國不

同的風光景色！ 

午後驅車往位於易北河畔的德勒斯登，意思為河邊森林的人們，是德國東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經濟中心。身為

宮廷文化繁榮的薩克森王國首府，擁有數百年的繁榮史、燦爛的文化藝術，和無數精美的巴洛克建築（德勒斯登

的巴洛克風格），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作為重要的文化中心，德勒斯登又被稱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

斯」。 

抵達後帶您參觀老城區的●聖母教堂，是德國最重要的新教教堂，從 11世紀就存在了,之後又於 17世紀重建，是

德勒斯登的重要象徵。 

之後參觀●德勒斯登堡，十足展現宮廷貴族的氣魄，為了紀念曾經顯赫一時的韋廷王朝（隸屬於薩克森王國）800

百周年紀念，特地改建成新文藝復興式的風格；參觀位於劇院廣場正中央的●大教堂，是薩克森中規模最大的教

堂，屬於巴洛克風格，地下室過去為韋廷王朝的陵墓，更曾把奧古斯都大帝的心臟裝在容器裡保存；參觀●茲溫

格皇宮，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巴洛克式宮殿傑作，可說是在當時國王想法與建築師珀佩曼的天賦才能下誕生的，為

德勒斯登另一重要象徵；接著參觀歐洲首屈一指的貴族歌劇院●杉普歌劇院，許多名作都是在此獻出處女秀。 

 

【下車參觀】郵政廣場、郵政局、高塔；聖母教堂、德勒斯登堡、大教堂、茲溫格皇宮、杉普歌劇院 

餐 食：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波蘭炸豬排風味餐  晚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旅 館：NH Dresden 或 Radisson Park Radebeul 或 同級   

第 8

天 

“歷史與現代交錯的魅力文化之都”  

德勒斯登 (約 193km)柏林市區觀光 

柏林是德國首都，也是德國最大的城市，無論是從文化、政治、傳媒還是科學上都稱的上是世界級城市。此外，

作為德國多代王朝的首都，柏林有眾多充滿歷史感的名勝建築。普魯士王國、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等王朝都

在柏林大興土木，留下了許多著名建築，今天將帶您一同探索這座文化魅力之都！ 

先後帶您安排參觀象徵柏林的地標─●布蘭登堡門，由腓特列二世下令，為慶祝普魯士王國在七年戰爭中取勝而建

造，曾位在東西德分界，見證無數柏林政治文化歷史的布蘭登堡門，現在已成為普魯士崛起和東西德統一自由的

象徵。  

參觀紀念二戰時期納粹大屠殺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以 2711塊高度不一的混凝土板，塑造出了大屠殺時期

人心惶惶的心情，也顯示出德國對這段血淚史的懊悔及反省，莊重的紀念園區，深深的警惕著世人應「正視歷

史，勿忘過去」。 

接著參觀紀念冷戰時期的●東邊畫廊及●查理檢查哨，東邊畫廊其實就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的一部分，在東西德統

一時，許多畫家在牆上以畫作表達了對自由的嚮往，東邊畫廊也可以說是自由的象徵。而查理檢查哨則是冷戰時



期進出東西柏林的一個檢查哨，分隔著自由與壓迫，現在有展出許多關於冷戰時期的資料及文物。 

特別安排柏林免稅旗艦店，擁有德國本土及世界知名品牌，舉凡名貴手錶、萬寶龍文具、保健品、皮具、WMF/F

issler鍋具/雙人立等頂級廚具、德國小家電等品牌，讓您可以暢享德國購物樂趣！ 

 

【下車參觀】布蘭登堡門、猶太人紀念碑、東邊畫廊、查理檢查哨 

餐 食：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德國豬腳風味餐+啤酒  晚餐／逛街方便，敬請自理  

旅 館：HOLIDAY INN CITY WEST 或 同級   

第 9

天 

“踏上歸途～為精彩的旅程劃下完美句點”  

柏林 新加坡 

在享用完早餐後，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出境等手續，經新加坡轉機搭機飛返台北，因時差及飛

行時間關係，班機於隔日抵達，夜宿機上。 

餐 食：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機上餐食  

旅 館：豪華客機   

第 10

天 

“🏠溫暖的家~”  

新加坡 台北 

經過美景的洗禮,留下無限美好的回憶,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奇與驕傲，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浪漫，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 

餐 食：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X  晚餐／X  

旅 館：溫暖的家   

備註  

(費用包含) 

1.來回經濟艙機票 

2.兩地機場稅、燃油稅、機上標準餐食(機上餐食已包含酒精類飲料~茶或可樂) 

3.酷航:全程 20 公斤託運行李(不限件數)、最多 1 件不超過 10kg的手提行李，或包括 1台筆記型電腦與 1件手提隨身行

李、總重量不超過 10kg。詳細行李規範請見航空公司官網 

4.行程表上表明之各項開支，如飯店、餐食、門票景點等 

 

(費用不包含) 

1.個人新辦護照或台胞證費用。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隨團領隊、導遊、司機等小費。 

給予服務人員小費不僅是一種風俗習慣，更是一種風度的表現。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

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6.JOIN TOUR 參團費用為不包含行程內全部機票、稅金、燃油費、小費。 

 

**注意事項說明及溫馨提醒** 



◆團體達 16 人(含領隊)以上方可成行，出團人數最多為 42 人(含領隊)。 

於出發日之前 7 天由業務人員通知旅客是否成團，若是未達成行人數則由業務人員協助您更改、購買其他商品。  

◆以上表列行程僅供旅客出發前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飯店安排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現場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

程的順暢度下，景點順序或時間將由當地導遊及領隊斟酌更改與調整，請您見諒！ 

◆正確航班、飯店皆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行程順序若因不可抗拒因素(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等)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擁有變

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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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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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須有家人或友

人同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2歲以下之嬰兒，團費全免，但須付機票費用及保險費用，機票費用請洽業務人員。 

◆2歲以上 12歲以下之孩童，占床同大人價，不佔床團費依各行程不同，請洽業務人員。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您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

明相關規定，並務必於報名時，明白告知您的客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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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訂金後，本公司將依觀光局所規定之【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精神保障您的權益。 

 

★★★請注意:以下加購部分均~請依酷航官網或機上公告之價格為準★★★ 

 

✈酷航機上無座位之個別螢幕，若需要使用 ScooTV機上串流娛樂服務，需要攜帶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機，

即可歡樂享受大銀幕的視覺娛樂。此為機上購買之項目，詳情請參考酷航官網(請點連結)之詳細圖文說明。 

  

✈酷航機上 Wi-Fi的費用是依使用時間計價，皆需於機上購買，無法預購。 

  參考費用如下： 

  社交達人 20MB方案: 5美元 

  1小時:11.95 美元(無資料流量限制) 

  3小時:19.95 美元(無資料流量限制) 

  24小時:21.95美元(無資料流量限制) 

✈行李加購或出發當天現場行李超重酷航收費參考:無論手提或託運行李的部份，加購皆需於開票作業之前完成。  

託運行李加價費用如下: (此團體已經提供免費託運行李 20KG) 

以下為單程費用，若來回皆要加購行李公斤數，則費用為單程費用乘以 2或兩個單程相加之總和) 

單程加購 5KG  +NT$ 850 

單程加購 10KG +NT$ 1650 

單程加購 15KG +NT$ 2400 

單程加購 20KG +NT$ 3200  

  

✈超級座位及伸展座位加購費用如下，超級座位&伸展座位的尺寸內容，請上酷航官網閱讀詳細內容，因座位數有限，請

向服務人員提出需求。 

 

桃園-新加坡：超級座位+800/伸展座位+1300 

新加坡-柏林：無超級座位/伸展座位+3250 

柏林-新加坡：無超級座位/伸展座位+3250 

新加坡-桃園(空中巴士 A320) ：無超級座位，伸展座位必須在機上才可向空服員提出需求，因是逃生門，需由空服員確

認旅客是否適合坐此座位，若可，則須直接在機上付費。 

 

請注意:酷航新加坡/柏林 /新加坡來回使用機型為夢幻 787-800型客機，此機型上無提供超級座位，只有伸展座位。 

 p.s. 12 歲以下兒童不適用伸展座位及逃生門口的超級座位 

 

◆歐洲飯店早餐大多數屬於歐陸式早餐，與一般在台灣或日本飯店熱式的早餐風格大不相同。歐陸式早餐內容約略如下供

參考，實際餐點內容以飯店提供為準：白水煮蛋、起司、火腿、培根、硬土司、切片麵包、可頌麵包、玉米片，附奶油／

果醬／蜂蜜，飲料會有果汁、牛奶、茶、鮮奶或咖啡，另外可能會有瓜類切片、生菜、番茄片、水果。 

http://www.flyscoot.com/zhtw/fly-scoot/onboard/entertainment


◆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如吃素、不吃雞、鴨、牛、羊、海鮮等，或對某食材過敏，請於至少出發一週之前通知業務人員，

以便為您安排。 

◆素食又分全素(東方素)、蛋奶素、鍋邊素、歐洲素(可吃白肉)，敬請清楚告知業務人員您是屬於哪一種素食習慣，以利

為您及早安排。 

 

◆歐洲當地節慶與展覽眾多，若遇商展或節慶期間，酒店常會遇滿房或是房間數不夠，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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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歲以下，少數飯店定位為 6歲以下)須有床位，而且歐洲許多旅館只接受小孩

才能加床，不接受三位大人(12歲以上)同房。若安排房型為三人同房或小孩加床，酒店通常是以房內多擺一張行軍床或

折疊床來安排，無法加床時，請恕見諒。再則房間空間本有限，加上三人份的行李，勢必影響住宿品質，故建議避免住宿

三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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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正本 (返國日算起 6個月以上的效期，簽名勿重覆簽名或塗改)  

◆為提升消費者旅遊保障，『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 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 15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支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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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1 六 酷航 TR899   桃園機場  15:45  新加坡機場 2019/05/11 20:40  

2019/05/12 日 酷航 TR734   新加坡機場  00:25  柏林泰格爾機場 2019/05/12 07:20  

2019/05/19 日 酷航 TR735   柏林泰格爾機場  09:40  新加坡機場 2019/05/20 03:45  

2019/05/20 一 酷航 TR874   新加坡機場  08:50  桃園機場 2019/05/20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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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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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3935&CtNode=68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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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出發行程，飛機餐不開放忌牛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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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報名時向服務人員提出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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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歐洲部份飯店內浴室熱水為鍋爐式加熱系統，如遇同時段多人同時使用時，易發生熱水供應不足或不均之情況。沐浴前，

請先確認熱水供水狀況是否穩定，如遇熱水不熱時，請稍候約 30分鐘至 60分鐘，待鍋爐重新加熱熱水，勿勉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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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天團 歐元  90   

  * 10 天團 歐元 100   

  * 11 天團 歐元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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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灣打電話到捷克布拉格 

    002 + 420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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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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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 886 + 932...... 

歐洲各國國碼： 

德國   ４９    波蘭    ４８ 

   



電壓時差 

【時差】 

歐洲地區之時差因日光節約時間而有所不同 

三月最後一個星期日至九月最後一個星期日：東歐慢台灣 6小時 

十月至隔年三月                        ：東歐慢台灣 7小時 

 

【電壓】 

歐洲各國之電壓均為 220–240 伏特 / 雙圓孔插頭(唯英國地區大多為三扁孔)；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或電器用品等須於

外站充電，請記得攜帶變壓充電器及轉換插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