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2019.08.01【翡翠公主號-Emerald Princess】東地中海１１天 

~雅典、聖島、黑山、西西里 vs 藍洞與愛琴海 ~ 

【陽台艙(二人一室)】 團費 NT: 181,8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110 歐、岸上西餐水酒、二人一台 WIFI 機) 

◎早鳥優惠價，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一)前報名付訂金，每人享 10000 元優惠◎ 

 

參考航班: 土耳其航空        (正確航班時間，依航空公司實際提供為主)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土耳其航空 TK025 桃園機場/伊斯坦堡機場 21:55 05:10 12 小時 15 分

第二天 土耳其航空 TK1845 伊斯坦堡機場/雅典機場 07:15 08:40 1 小時 25 分

第十天 土耳其航空 TK1856 巴塞隆納機場/伊斯坦堡機場 19:05 23:30 3 小時 25 分

第十一天 土耳其航空 TK024 伊斯坦堡機場/桃園機場 01:45 17:55 11 小時 10 分

◎【土耳其航空 TK】商務艙，需補 NT:90,000~100,000 元/人。 

＊＊＊【溫馨提醒】＊＊＊ 

以上正確金額，以航空公司實際訂位確認後為主。機位經確認後，二天內需開票。退票會有手續費產生 

 

 
 

特別包含 
1.遊輪靠岸後岸上觀光費用 
2.導遊領隊服務費 110 歐元 
3.★特別安排★ 船上【特色餐廳】皇冠海鮮牛排餐廳每人 1 餐 
4.★特別安排★ 岸上西餐含酒水(每人一杯)x 2 餐 
5.★特別安排★ 1 餐米其林+酒水(每人一杯) 
6. 第 10 天午餐自理 ,貼心發放 20 歐元 (因中午於機場辦理退稅及登機手續) 
7.【二人一台網路分享器】(於下船岸上觀光時可使用‧船上無訊號) 
1.特別安排二人一台網路分享器。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歐洲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團費不含】: 



1.遊輪服務費：陽台艙 94.5 美金/人。 (此項無法包含在團費裡面) 

  <依船上公告為準，遊輪規定需於船上自行支付或綁訂信用卡)> 
2.私人所有消費費用如飲料、酒精、洗衣、美容、購物等 
 
****溫馨提醒****: 
1. 因遊輪艙房訂位規定嚴格，如參加此團型的旅客須先收 作業金 NTD30,000/人，待艙房狀態都確認

OK 後作業金直接轉訂金。 
◎遊輪報名付訂後成行率為 100%，取消有罰金費用。  
2019.04.12 前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20% 
2019.06.01 前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50% 
2019.07.01 前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75% 
2019.07.16 之後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100%，全額不能退費。 
◎付訂確認後，艙房房型 及人數 不能該改。遊輪需於 2019.04.30 前付齊全額，始得保留艙位。 
◎正確名單須於 2019.04.12 以前提供【護照影本】。(2019.06.12 後，遊輪不能更改姓名) 
※但如遇特殊狀況下，則無論提前多少天數都不接受買方旅行社變更名單﹙如遊輪艙房客滿﹚，依遊
輪公司為主，敬請留意。 

2. 遊輪船艙住宿為陽台艙兩人一室，單人報名或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價差。 

3. 參加遊輪行程會有船長之夜，請攜帶一套正式服裝(類似參加喜酒喜宴活動服裝即可)。 

◎歐洲地區不需辦理簽證，護照有效期需回國日算起 6 個月以上，若效期不足需換新。 

 

 



 

 

 



 

 



 

 

 



 
 

 



 

 

 
 

 



 



 

 



行程內容  表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未標示者表行車經過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轉機點／雅典機場（希臘）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轉機點飛往希臘首都◆雅典，班機於

明日抵達，今晚夜宿機上。 

 

特別說明 

1.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

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敬請貴賓們諒解。 

2. 本行程均是 FIT 個人機票，但有許多艙等是無法提前選位的，若有機艙位子需求的貴賓，請務必在

報名的時候告知業務，並另付『選位費』。 

3. 公主船艙因大多是 Guarantee 的保證房，沒有房號可選擇，所以無法選擇樓層及船艙位子，若有特

殊艙房需求的貴賓（高樓層、左舷右舷、相鄰房...等)，請盡早報名，才有機會選擇您喜歡的船艙號碼。 

4. 如有特殊餐食(不吃牛、海鮮、蛋奶素或嚴格素)，請務必於團體出發日前１０天告知。 

5. 根據遊輪公司的規定：『禁止在行程中懷孕滿 24 周的婦女登船』。 

6. 領隊視行程順暢度可能變動景點參觀順序。因參觀行程多步行，請穿著舒適的鞋子及衣著。 

7. 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遊船行程安排及時間配置，為讓貴賓都能得到最佳服務

品質，如因天候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調整，依碼頭現場公告為主，敬請見諒。 

貼心提醒 

1. 第一天搭飛機，建議您穿著寬鬆的衣服及舒適的鞋子。 

2. 由於航程關係，請攜帶口罩、眼罩、空水瓶、保暖外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3. 出發前，請至本公司參加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住宿: 飛機上 

 

第二天 雅典機場→市區觀光∼衛城、奧林匹克競技場、普拉卡徒步區 
【雅典】雅典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歷史古

城。是希臘首都，也是希臘最大的城市。雅典位於巴爾幹

半島南端，三面環山，一面傍海。雅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城市之一，有記載的歷史就長達 3000 多年。古雅典是一

個強大的城邦，是馳名世界的文化古城。雅典至今仍保留

了很多歷史遺迹和大量的藝術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

衛城的帕提農神廟，是西方文化的象徵。 

【衛城-包含門票】1987 年登錄為 UNESCO 世界珍貴文化

遺產的衛城（阿克波里斯神殿遺址），是希臘藝術建築的代

表作品。帕德嫩神廟是阿克波里斯神殿遺址中最大的一

座，以奉祀雅典守護神雅典娜而聞名，也是多利亞式建築

無以倫比的極品。 

【奧林匹克競技場】雅典的競技場為 1896 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場址。這座雅典競技場是在西元前 331

年興建的，1896 年第一次近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也是在這裡舉行，之後每 4 年一次在世界各城市舉辦。

一直到 2004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再度回歸雅典競技場舉辦。站在場地中央，可以感受運動會的盛況，入

口處還有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紀念碑供遊客都合照紀念。 

【普拉卡徒步區】是最熱鬧的購物區，位於憲法廣場、衛城之間，曲折狹窄的街道上各式各樣的商店林

立，還有幾座拜占庭式的希望東正教小教堂點綴其中，您可在此找個露天咖啡雅座，恣意享受難得的悠

閒。 

特別說明 

1. 下車參觀：普拉卡徒步區。 



1. 門票景點：衛城。 

2. 入內參觀：奧林匹克競技場。 

早餐: 機上餐食            午餐: 中式料理 8 菜 1湯         晚餐:米其林餐 (含每人一杯酒水) 

住宿:5★市區五星飯店  Divani Palace Acropolis   或同等級飯店 

 

第三天 雅典 Athnes→市區觀光 (憲法廣場與國會大廈、國家公園、宙斯神殿、哈德

良拱門)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遊輪預計 19:00 啟航】

【憲法廣場】憲法廣場為紀念 1843 年頒佈憲法而名。廣場周圍最熱門的景點有為了紀念 1823 年開始、

延續 400 年之久獨立戰爭中犧牲的戰士之無名戰士之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和以及原規劃為

希臘國王王宮的國會議事堂(Parliament)。其中無名戰士之墓的衛兵交接儀式是雅典最吸引人的參觀活

動，衛兵們穿著的傳統服裝，每 30 分鐘左右交換位置，每小時輪換衛兵，其中最精采的交接儀式為週

日上午 11 點的大規模儀式，是遊客觀賞的重點。 

【宙斯神殿】奧林匹亞宙斯神廟位於雅典衛城東南方，早在西元前 6 世紀，雅典統治者 Pesistratos 就著

手興建一座獻給宙斯的神殿，但直到公元 2 世紀哈德良皇帝統治時期才興建完成，這當時希臘規模最大

的神廟，據文獻紀錄，神殿原有 104 根壯觀的列柱，但目前僅存 15 根。 

【哈德良拱門】由憲法廣場沿著 Amalias 路南行，就能見到這座醒目的拱門。西元 2 世紀時，羅馬皇帝

哈德良(Hadrian)在這裡建立高約 18 公尺、寬約 14 公尺的拱門，這座半圓形的大理石拱門，以科林 斯

圓柱支撐起，大門上層同樣以科林斯圓柱架構出 3 個門洞，造形優雅並且氣勢十足。 這座拱門的建立，

是為了紀念哈德良對於雅典的建設，也用以區隔雅典的新舊城區。舊城指的是拱門西側、衛城及其山腳

下的聚落，而新城則位於拱門東面，城門西面刻有「此為雅典古城，宙斯之都」，東面則是「此為哈德

良之城，不是宙斯之都」的字樣。 

【翡翠公主號】登上公主遊輪船隊中之豪華遊輪★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放下行囊，輕鬆享

用午餐，稍做休息後，隨著領隊參觀體驗遊輪上各項硬體設施。在全船所有人都參加救生演習後，遊輪

於鳴笛中緩緩離開碼頭。 

 

特別說明 

1. 下車參觀：憲法廣場與國會大廈、國家公園、宙斯的神殿、哈德良拱門。 

2. 【遊輪預計 19:00 啟航】 

3. 根據【遊輪航行合約書條款】，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拒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

先通知的情況下，對行程中登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

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貼心提醒 

1. 今天前往碼頭辦理登船手續，碼頭人數眾多，請您耐心等候。 

2. 請將您的行李繫上船艙行李條，遊輪上的工作人員會將您的行李送至您的房間。 

3. 請檢查房間內的設施是否可正常使用，若有問題請告知您的專屬領隊。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四天 聖托里尼 Santorini→上山纜車、卡馬利海灘、酒莊之旅、伊亞、費拉→下山

纜車（希臘）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19:00 開航】

 

【伊亞】位於聖托里尼島北端，是島上名氣僅次費拉的小鎮。伊亞是個悠閒的小鎮，而一幢幢穿鑿岩壁

而成的岩洞小屋，依著山勢層疊分布，沿著曲折蜿蜒的階梯散步其間，最能感受伊亞小鎮的獨特風情。 



【酒莊之旅-包含門票】 

由於火山土壤能幫助涵養

水份，提供葡萄充足的養

份，再加上適中的溫度，這

裡的葡萄生長良好且甜度

高，所以聖托里尼是希臘著

名的葡萄酒產區。從遠處望

去，一叢叢綠色的葡萄葉，

成為此地特殊的景觀。 

 

【卡馬利海灘】是聖托里尼東面最受歡迎的渡假海灘，由火山爆發所遺留的黑色卵石，形成綿延的黑沙

灘，也成為獨特的風景。附近成排的酒吧、餐廳，不時播放著輕快的音樂，讓整個沙灘散發著輕鬆愉悅

的氣息。 

 

特別說明 

1. 特殊安排：舊港纜車、酒莊之旅 

2. 下車參觀：卡馬利海灘、伊亞小鎮、費拉小鎮。 

3.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19:00 開航】。 

 

早餐:遊輪上                 午餐:聖托里尼風味料理 (含每人一杯酒水)          晚餐:遊輪上 

住宿: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五天 海上巡航 
【海上假期】最可貴、最悠閒、最自在的遊輪旅遊體驗，莫過於全日航行於海上的悠閒時光。公主遊輪

熱情地敞開雙手，歡迎您的熱烈參與。可前往甲板上的原木跑道慢跑、散步；迎接晨曦，來個日光浴；

也可前往健身房、水療養顏美容中心、按摩池，好好舒鬆筋骨。  

【Show Time! 公主劇院】晚晚都上演著不同的表演節目，內容包羅萬象如歌舞秀、魔術、模仿秀、雜

耍等。動人的歌聲、精湛的舞藝，極盡奢華的卡司陣容，加上高科技的舞台聲光音效，讓您一堵媲美百

老匯的精采表演。 

【Work Out Time!】遊輪上提供許多精心挑選的活動課程，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是您運動的最佳首選，

完善設施及專業的指導員，讓您在使用上更得心應手；選擇在遊輪甲板上慢跑，一覽無遺的美麗海景是

您在一般慢跑中絕對體驗不到的樂趣，快換上運動服裝，一同來趟甲板慢跑之旅！ 

貼心提醒 

1. 進入健身房或有氧教室請務必穿著運動鞋及運動服。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六天 科托爾 Kotor∼科托爾峽灣→老城區觀光、聖特里普納教堂→碼頭（蒙地內哥

羅）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15:00 開航】

 

【聖特里普納教堂-包含門票】建於 11 世紀高大壯觀的教堂立面

雙塔，雄視全城，已成為科托爾的地標。主廣場、聖尼古拉斯東

正教堂及格古琳納宮等古建築，呈現出羅馬、拜占庭式、哥德式、

文藝復興等不同的建築風格，證明了科托爾過去的輝煌歷史。 

 

 

【科托爾峽灣】被視為地中海唯一的峽灣地貌，曾經在西元 2000



年被選為全世界最美麗的 25 座海灣之一。連綿不絕的陡峭山脈

直挺挺地插入波光瀲灩的科托爾灣，山海之間錯落著經典的歷史

古城，這般美景，直教人起憟。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聖特里普納教堂 

2. 下車參觀：科托爾老城區 

3.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15:00 開航】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七天 墨西拿 Messina→塔歐米納 Taomina∼古希臘圓形露天劇場（門票）、翁貝托

大道、四月九日廣場→碼頭（西西里島‧義大利） 
【遊輪預計 12:00 抵達、20:00 開航】

【古希臘圓形露天劇場-包含門票】建於西元前 3 世紀，是西西

里島次於錫拉庫沙的第 2 大的劇場，迄今保存相當完整的希臘古

建築。以絕美的大海與天空為背景，艾特那火山為襯托，依山面

海的地形成為最佳瞭望台及拍照取景處，至今每年夏天仍有許多

戲劇、舞臺或音樂會在此舉辦。 

【四月九日廣場】在翁貝托大道的正中間，就是塔歐米納的中心

點，是一個絕佳的觀景台！站在廣場上，向海陸交接的方向遠

望，海拔 3,370 公尺歐洲最高的埃特納火山就靜靜聳立在你面前。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古希臘圓形露天劇場 

2. 下車參觀：翁貝托大道、四月九日廣場 

3. 塔歐米納 Taormina：是個山城，位於埃特納火山之山腳下，

面臨愛奧尼亞海，西元前 400 年是希臘的殖民地；西元前 212

年歸羅馬帝國管轄。 

4. 翁貝托大道：為塔歐米納最主要市區街道，大道上充斥著餐

廳、精品店、藝品店、餐廳與咖啡廳，走在南義風情的街道上，

的確讓人心情雀躍了起來。 

5. 【遊輪預計 12:00 抵達、20:00 開航】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八天 拿坡里 Naples＋＋搭乘快艇＋＋卡布里島 Capri∼藍洞、溫貝多一世廣場→

下山纜車＋＋搭乘快艇＋＋碼頭（義大利）【遊輪預計 07:00 抵達、19:00 開航】 

【卡布里島-包含門票】換搭小船前往著名的藍洞參觀。藍洞，

在晴天的氣候下經海水及光譜作用、光線折射產生翡翠藍的色

彩；又因地處地中海域的卡布里島附近，遊客必須換搭小船方

得進入。藍洞因其難能可貴之自然景觀而得名，您可以想像您

身處藍色的夢幻感覺嗎？上岸後，特別換乘島上的黃色巴士登

上卡布里市。南歐地中海的街道與色彩鮮艷的紀念品，讓夏天

的卡布里相當受旅客歡迎！  



【溫貝多一世廣場】令您大開眼界的地方，除了廣場四週名牌精品店林立外，卡布里獨有的白色無頂敞

篷計程車，以及比一般公車小一半的公車，猶如黃色小積木排排整齊一排，相當有趣。 

特別說明 

1. 特殊安排：拿坡里到卡布里島 Ferry、藍洞、下山纜車。 

2. 下車參觀：溫貝多一世廣場。 

3. 容易暈船的貴賓，今日請提早使用暈船藥或是暈船貼，早上建議不要喝太多水或咖啡，在前往卡布

里島的渡輪上有洗手間可供使用。 

4. 因受天候及漲潮或風浪影響，進入藍洞的機率約 3-4 成，若遇風浪過大，船無法出海或藍洞關閉，

由於套票是無法退費的，萬一真的無法進入藍洞，也請您不用失望。將改搭纜椅登上山項，眺望卡布里

島四周及地中海綺麗的海景；若仍遇纜椅關閉，則由專業導遊視 情況調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卡布

里島若因天候因素無法登島，亦安排拿波里市區觀光及★卡塞達皇宮。 

5. 【遊輪預計 07:00 抵達、19:00 開航】 

貼心提醒 

1. 【旅人推薦】卡布里島特產檸檬，隨處店家皆有販賣檸檬酒、檸檬糖，建議您購買原汁原味，感受

酸酸甜甜的好滋味! 

2. 於義大利旅遊，稍加留意並防範身邊貴重物品是必要的，請隨時提高警覺，小心扒手的出沒。 

早餐:遊輪上                   午餐:義大利風味料理 (含每人一杯酒水)          晚餐:遊輪上 

住宿: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九天 海上巡航 
【海上假期】全日航行於海上，遊輪上歡樂氣氛總是讓人情不自禁地參與各項豐富活動。從早上起，可

以參觀遊輪主廚示範；大廚房參觀；Last Minute On Sale 限時促銷活動；池畔團康娛樂節目、電影或表

演；品酒會…… 入夜了，可參加豪華遊輪為貴賓們精心舉辦的盛大歌舞宴會，盡情享受遊輪假期帶給您

無限歡樂和美好時光，您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段精采航程。 

早餐:遊輪上                   午餐:遊輪上                               晚餐:遊輪上 

住宿: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陽台艙二人一室 

 

第十天 巴塞隆納 (西班牙)→市區觀光∼聖家堂、格拉西亞大道、巴特婁之家（外

觀）、米拉之家外觀、感恩大道→巴塞隆納機場／轉機點 【遊輪預計 05:00 抵達】

【巴特婁之家（外觀）】這座美麗的建築是由高第之手，以喬治亞屠龍

的故事為主題，從裡到外大變身。外觀使用了許多大膽鮮豔不同層次

的藍色磁磚，充滿驚喜又協調的奔放美。 

【聖家堂】動工百餘年現仍未完成的天才建築家高第的代表作，門牆

上的浮雕，出自雕塑家蘇比拉什之手的一百多尊雕像全部源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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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道】雖然和蘭布拉大道交會於加泰隆尼亞廣場，但感恩大道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卻截然不同，它

是巴塞隆納著名的精品大街，同時擁有當地最漂亮的建築群。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聖家堂。 

2. 下車參觀：格拉西亞大道、米拉之家外觀、巴第由之家外觀 

3. 【遊輪預計 05:00 抵達】 



4. 退稅說明：離境歐洲時領隊將會協助辦理退稅手續，確保所有團員的退稅權益，但領隊並無決斷退

稅成功與否之權利，所以旅途中領隊說明辦理退稅流程時，請仔細留意講解，在收集退稅單據時亦務必

要保留齊全，所有單據缺一不可，如單據缺少、蓋章不齊、郵遞中單據遺失或因其他原因海關拒絕蓋章

證明導致退稅失敗，領隊並無負責之義務，敬請知悉。 

早餐:遊輪上                 午餐: 中式料理 8菜 1湯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飛機上 

 

第十一天 轉機點／桃園國際機場 
 

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旅行回憶，結束難忘的地中海遊輪 11 天之旅。  

特別說明 

1. 以上行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2.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遊輪公司、飛行航班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3. 根據【遊輪航行合約書條款】，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拒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

先通知的情況下，對行程中登船、抵/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

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備註: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將盡量忠於原行程，但如因班機及船班之變動或其他特殊狀況或遇不可抗拒

之因素，本公司將保持變更行程之權利，並以出團說明會資料為主，敬請見諒。 

***溫馨提醒*** 

1. 凡參加遊輪旅遊團者，須遵守各國法律，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因個⼈理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遭

某⼀國家拒絕入境，或被拒絕登船者，須由其個⼈負責。 

2 旅客若因⾃⾃問題⽽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其旅費恕不退還。若因此所需額外費⽤，如交通安排、住

宿等須由其個⼈負責。 

 

 

 

【護照換新(過期)】 
1.舊護照正本 

2.身分證正本 

3.二吋白底大頭照 2張 

◎6 個月內.照片 

◎.頭頂到巴 3.2 公分-3.6 公分 

◎護照規格大頭~露耳朵.露眉毛.不露齒 

◎背景白底 

備註: 

【首次新辦，需附上人別確認單（本項需本人自行攜帶　身分證正本及 二吋白底大頭照 2張 　至戶政

事務所辦理）】 

【18 歲以下，需另外附上 父或 母身份證之正本】 

【14 歲以下無身分證，需附上戶口名簿正本 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1份(每人)】 

● 護照辦件費用 NT:1500 元/人 

● 工作天約 6 天~不含六日跟連假 

若有疑問~歡迎來電綜彩  02-2563-4633 
 



 
 
 
 

信用卡持卡人授權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傳真號碼 FAX: 02-2562-2269 

     ◎回傳後確認電話 ~  TEL:02-2571-5838‧2563-4633     徐珮涵 / 黃怡庭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綜彩旅行社有限公司刷卡消費,特立此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 

商店代號 000812870100645 商店名稱 綜彩旅行社有限公司 
持卡人卡號 ---           ---           --- 

授權號碼(旅行社填寫) 
訂金消費日期 2018/ 12 / 17 消費金額 NT:30,000 元/人 
第二波訂金 2019/ 02 / 22 消費金額 NT:30,000 元/人 
尾款消費日期 2019/ 04 / 30 消費金額 NT: 尾款 元/人           
有效期限 月 /       年 卡片背面卡號末三碼  

持卡人簽名  
2019.08.01 出發【翡翠公主號-Emerald Princess】東地中海１１天 

~雅典、聖島、黑山、西西里 vs 藍洞與愛琴海 ~ 【陽台艙(二人一室)】 
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名字: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特殊餐食 

□無特殊餐   □全 素   

□不吃牛     □蛋奶素 

□ 其他: ______________    

連絡地址:  

同行眷屬:□否  /  □是 →【姓名】: 

◎回傳報名單，請附上護照影本。 

◎遊輪報名付訂後成行率為 100%，取消有罰金費用◎ 

＊＊＊敬請於出發前填妥刷卡單並回傳以確保您的權益＊＊＊ 
3. 因遊輪艙房訂位狀況變化大，如參加此團型的旅客須先收遊輪作業金 NT:30,000 元/人，待艙房狀態都確認 OK 後作業金

直接轉訂金。 
4. 報名後要求取消或為聯絡不參加者依實際情形收取已代墊付之簽證工本費及手續費外，此航程遊輪訂位暨取消辦法，請

依照翡翠公主遊輪取消規定。 
◎遊輪報名付訂後成行率為 100%，取消有罰金費用。  
2019.04.12 前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20%；2019.06.01 前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50% 
2019.07.01 前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75%；2019.07.16 之後取消，取消罰金為全額團費 100%，全額不能退費。 
◎付訂確認後，艙房房型 及人數 不能該改。遊輪需於 2019.04.30 前付齊全額，始得保留艙位。 
◎正確名單須於 2019.04.12 以前提供【護照影本】。(2019.06.12 後，遊輪不能更改姓名) 
※但如遇特殊狀況下，則無論提前多少天數都不接受買方旅行社變更名單﹙如遊輪艙房客滿﹚，依遊輪公司為主，敬請留
意。 

◎◎轉匯資料◎◎ 
銀行: 合作金庫 松江分行     匯款帳號:0958-717-081578     戶名:綜彩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