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蘭、比利時、法國】華航直飛 9 日 

阿姆斯特丹、羊角村、尿尿小童、巴黎花都 
 

中西歐精選景點一次走透透，深入大城小鎮 

鬱金香王國～荷蘭的木鞋、風車 

巧克力王國～比利時布魯塞爾、布魯日 

美食王國～法國時尚、浪漫、美食饗宴 

我們將帶您遊遍各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人文藝術、特殊景觀、面面俱到…實為首次造訪歐洲不二首選 

 

 

 

 

 

 

 

 

 

 

 

 

 

 

 

 

 

 

 

 

 

 

 

 

 

 

 

 



 
 

 

 

荷蘭～五彩繽紛的鬱金香王國 

荷蘭人藉由海洋稱霸世界，脫穎而出成為叱吒海洋的強國。而海洋也是荷蘭最大的敵人。

荷蘭人說「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荷蘭人堅毅的精神與鬱金香、風車、木鞋一樣聞名

於世。愛花的荷蘭人不僅種花，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花卉出口國，全球 2/3 的花卉由荷蘭輸

出。花卉不但妝點了荷蘭的美麗，為荷蘭賺進大筆的外匯。 

比利時～以巧克力聞名天下，熱愛美食及慶典的歐洲小國 

有“歐洲首都”之稱，是歐洲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多個國際組織的總部所在地。首

都布魯塞爾被譽為「世界十字路口」，在這裡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名菜。比利時人最愛的

則是一杯啤酒、一大包洋芋片就可以度過歡樂時光，溫和的比利時人並不太喜歡英雄主義。

比利時人的生活態度，就是將生活當作細緻的藝術來經營，最熱衷的活動就是慶典。 

法國～集時尚浪漫於一身；左岸咖啡、葡萄美酒薰人醉 

法國時裝、香水等流行時尚居世界龍頭地位，香奈兒、聖羅蘭等時裝工業名聞遐邇，蜿蜒

流過的塞納河則彷彿正訴說著法國曾經締造的光榮璀璨。法國也是世界藝術文化中心，古

今中外著名藝術家幾乎都曾到此朝聖，羅浮宮的「蒙納麗莎微笑」可能是全世界知名度最

高的一幅畫作了。而《國家地理》雜誌評選“巴黎”為五十個一生人必須踏足的地方之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01.世界文化遺產~小孩堤防，有一種風景，靜靜地豎立在地平線上，遠遠望見，仿佛童話世界一

般，那一刻便注定您不能忘記，不能忘記它底襯的國度，這就是風車。 

02.小威尼斯~布魯日，保留了大量數世紀前的建築，從街道、房屋、教堂到鐘樓等，無不散發出濃

濃的古意，讓人恍如置身於中古世紀。 



 
 

 

03.布魯塞爾大廣場，大文豪雨果堪稱「歐洲最美麗的廣場」。站在大廣場中心點，環視周邊

的中古世紀建築物，心中的感嘆是以平方的速度湧上心頭。 

 

【行程特色】 

01.尿尿小童的故鄉~布魯塞爾，在這小小的城市中有號稱世界最美的大廣場，比利時巧克力和啤酒

的誘惑；佇立於近郊的原子能紀念塔，您怎能錯過呢! 

02.現代化的橋樑、摩登的建築，以及往來於水面上的巨型船隻，這是鹿特丹給人的第一印象，城市

中造型奇特的立體方塊屋更是代表作之一。 

03.搭乘玻璃船盡覽阿姆斯特浪漫風光，從水面上欣賞品味阿姆斯特丹，順著縱橫交錯的運河欣賞幾

個重要的地標及荷蘭獨有的山形牆建築風格。 

04. 參訪保存有19座十八世紀風車的小孩堤坊， 

05. 遊覽評選為歐洲最美麗城市的比利時中古世紀名城－布魯日 

06. 拜訪歐洲最美麗廣場之一的布魯賽爾、黃金大廣場並拜訪聞名的尿尿小童 

 

 

 

 

 

 

 

 

 

 

 

 

 

 

 

 

 

 

 

 

 航空公司 飛行時間 起訖城市 航班號碼 飛行時程 

去程-第 1 天 中華航空 00:55-07:50 台北/阿姆斯特丹 CI73 13 時 15 分 



 
 

 

** 提醒您配合航班時間，團體集合時間為前一日晚間 22：00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100KM 小孩堤防 - 24KM 鹿
特丹 Rotterdam 

 

帶著愉悅的心情飛往荷蘭-阿姆斯特丹，我們與您一起探索不一樣的異國風光，共創美好的回憶。 

 

◎小孩堤防Kinderdijk世界文化遺產 

有一種風景，靜靜地豎立在地平線上，遠遠望見，倣佛童話世界一般，那一刻便注定您不能忘記，不

能忘記它底襯的國度，這就是風車。1997年收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擁有19 座風車的小孩堤防，廣闊的視野讓您一眼就能同

時看見19座的風車！！數數看，您是不是都看到了呢？大約1740年

開始就佇立在這。早期她們勤奮地轉動將風力轉為水車的動力，抽

取水並導入Lek河，使得Alblasserwaard這個低於海平面地區，免於

水患之苦。雖然這些工作已經被現代化的科技所取代，但是所遺留

壯觀的風車美景，仍然為來此的觀光客完整地保存著。 

 

◎鹿特丹Rotterdam  

現代化的橋樑、摩登的建築，以及往來於水面上的巨型船隻，是鹿特丹給人的第一印象。鹿特丹不但

是個現代化的港口，也是迷人且具歷史性的城市。早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鹿特丹就因遭德軍的轟炸而全毀，鹿特丹人

從瓦礫中重建起別具風格的建築，廣受世人矚目，被認為是

現代建築的實驗場。一排蓋在天橋上的◎立體方塊建築，車子

從樓下穿梭著，上頭的立體方塊像是歪斜的骰子並排在一起，

您看是不是很有趣呢! 爾後特別安排歐洲最新式有頂市集-★

Markthal綜合市場。此為2014年全新開幕,結合著上百個美食

攤位、15 間商店、8 間餐廳及 1000 平方公尺大尺度彩繪

的「新型態綜合市場」。西班牙、義大利、越南、中華......各國風味餐廳與商店都在此室內有頂市集中，

讓您一次探尋歐洲異國美食及文化風情。 

 

食 早：機上享用精緻套餐 午：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 : 敬請自理 

宿 IBIS Hotel 或同級 

 

回程-第 8 天 中華航空 11:00-06:35+1 阿姆斯特丹/台北 CI74 13 時 00 分 



 
 

 

第 2 天 鹿特丹 - 161KM 根特 Gent - 57KM 布魯塞爾 Brussles - 小鎮 

◎比利時小威尼斯－根特 

城市裡運河交錯，另外加上因為大學校園鄰近市中心，所以漫步在根特的街道，還可以感受到它不同

於其他歐洲古鎮的活力。除了感受根特的生氣勃勃，◎聖巴佛大教堂◎鐘樓◎聖尼可拉斯教堂也是來到

根特不可遺漏的著名景點。 

 
◎布魯塞爾Brussels  比利時的首都 

擁有全歐洲最佳的建築和博物館。整座城市有中世紀的風格, 

更是比利時的交通和通訊的樞紐, 為歐洲行政中心，因"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總部"、"歐洲原子能委員會"、"歐洲盟軍統帥"、"

歐洲共同市場總部"等均設於此，又名西歐小巴黎；且為歐洲

蕾絲的主要供應地。◎大廣場，被大文豪雨果讚譽為「全歐最

美麗的廣場」，四周為哥德式及法蘭德斯式建築所圍繞，金碧

輝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而比利時的民

族小英雄◎尿尿小童，隱身於小巷中的◎尿尿女童，也是您不可不訪的名勝! 

 
 

食 早：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敬請自理 晚 :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宿 Easy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布魯塞爾 - 326KM 購物中心 Outlet - 38KM 巴黎 Paris (香榭大道、艾菲
爾鐵塔) 

◎La Vallée Village 河谷購物村 

La Vallee Village 山谷購物村位在巴黎近郊，是來到巴黎購物絕不能錯過的好去處之一，La Vallee 

Village 有許多品牌 Outlet，Gucci、Prada、Longchamp、Superdry、Burberry、歐舒丹等，絕對

是旅客不能錯過的一個地方! 

 

◎時尚花都~巴黎 

花都巴黎是說不盡的美麗的觀光都市，它是歐洲藝術中心，文化、美術、傳統完全融合在一起，無論

春、夏、秋、冬，都充滿著美麗與歡樂。旅客如果走到瑪樂尼的林蔭大道，參觀名震全球的博物館、

美術館、教堂，就會接觸藏在法國偉大的精神文明下面的藝術家雄渾優美的靈感。巴黎市街的吸引力，

在於到處有林蔭大道。它不愧為時尚的發源地，銷售香水以及化粧品的商店特別多，尤其露天咖啡座

更是巴黎引人入勝的特色。 

 

◎協和廣場 

協和廣場建於 18 世紀，最早稱為路易十五廣場，用以展示國王雕像，之後更名為革命廣場，

1793~1795 年間，包括路易十五、瑪麗皇后在內，共有 1000 多人在此被處決，斷頭台取代了國王

雕像。為了一洗血流成河的慘烈歷史，這個廣場最後重建並正名為協和廣場，噴水池為廣場帶來嶄新

的氣象。廣場中央的埃及尖碑有 3000 多年的歷史，是埃及贈送法國的禮物，1833 年遠渡重洋抵達



 
 

 

巴黎。在方尖碑上您可看見當時 19 世紀，埃及是如何將這個重達 220 噸的尖碑送到法國的大工程。 

 

◎香榭麗舍凱旋門 

宏偉壯麗的凱旋門位在十六區世界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盡頭的

戴高樂廣場上，她成為 12 條大道的核心，成放射性的延伸宛若

12 到光芒，是巴黎都會最大的圓環要道。每當 7 月 14 日法國國

慶日都以這兒為核心，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從凱旋門經由香榭

麗舍大道直至協和廣場，都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們的眼光。 

 

◎艾菲爾鐵塔 

艾菲爾鐵塔是一座於 1889年 4月 25日建成位於法國巴黎戰神廣

場上的鏤空結構鐵塔，高 300 米，天線高 24 米，總高 324 米，

無疑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建築物。她優雅的矗立在塞納河左

岸，高聳的尖塔深入雲端，展現優美的身段，不論是在白天或在

夜晚，總會不經意的看見她的身影出現在街頭巷尾的一端，提醒

著巴黎人或是旅客你的方位與距離。 
 
 

食 早：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敬請自理 晚 :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宿 IBIS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巴黎 (老佛爺、蒙馬特、聖心堂) 

◎巴黎老佛爺百貨 

巴黎老佛爺(萊法耶特)百貨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 Paris，是歐洲最大的百貨公司。主體建築已超過

百年的歷史，華麗的風格吸引人注目，以女性消費者為主要訴求，集結世界頂級的名牌如 LV、卡地

兒 Cartier、Longchamps 等以外，也是新銳設計師展示才華的首選。 

◎蒙馬特區 

乘載著許多名人的足跡，這裡是”最巴黎”的一個丘陵小

區，也是”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取景地。石板小巷搭配鵝

黃牆面，偶有畫家提著畫板漫步其中，伴著街頭藝人的手

風琴小曲，手拿美味的冰淇淋或馬卡龍俯瞰巴黎市景，實

在捨不得讓您錯過這洋溢法國浪漫氣氛的景點。 

◎聖心堂 

1914 年建造完成的聖心堂，是法國巴黎的天主教宗座聖

殿，供奉著耶穌的聖心，位於巴黎北部的高地蒙馬特上，



 
 

 

為巴黎著名的地標之一。從最最頂端的白色十字向下擴展成為拜占庭風格的圓頂，這就是巴黎的第二

高點。假使碰上一個湛藍的好天氣，你便有充分的理由恣意享受這獨一無二的風景，甚至忘了時間依

然在流動著。不遠處便見許許多多畫家聚集的◎畫家村，每位作者皆擁有他們獨特的風格，在此感受

巴黎的藝術氣息。 

 

食 早：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敬請自理 晚 : 敬請自理 

宿 IBIS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巴黎 - 294KM 布魯日 Brugge - 197KM 海牙 Den Haag 

◎布魯日 Brugge 世界文化遺產 

有人這麼說：在布魯日，詩情畫意會從四面

八方襲來，一點都不假。這個素有「小威尼

斯」之稱的迷人中世紀小鎮，舊市區內盡是

古意盎然的石板道，一排排童話般絢麗的弗

萊芒建築，清晰記憶著當年港口的風情。每

扇窗，尌是一間微縮博物館；每座橋也是一

幅畫，水邊橋頭，永遠擁擠著用鏡頭捕捉風

景的遊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遊走◎愛之湖湖畔感受這從中古世紀就

浪漫至今的那份恬靜，◎馬克特廣場是布魯日的中心廣場，廣場一旁的市政府是比利時最古

老的哥德式建築，擁有 47個排鐘的鐘樓【世界遺產】象徵布魯日浪漫的情調； ◎聖血禮

拜堂供奉取自耶路撒冷的基督聖血與聖物。  

 

◎海牙 Den Haag  皇家之都 

西元 1248 年，威廉二世伯爵選擇了海牙作為他居所，在 Biennehof(今天荷蘭的國會議事堂)建造了

城堡，因此海牙被命名 (荷蘭人俗稱它為 DenHaag、 法國人稱它為 La Haye，英國人則稱它為

TheHague)，意指「伯爵家的樹籬」。雖然荷蘭的首都位於阿姆斯特丹，但是海牙才是荷蘭的政治中

心，許多的政府機構、 國會議事堂、大使館、國際組織等，包括現任女王碧翠絲(Beatrix)與皇室家

族的官邸都設於此。海牙同時也是歐洲最綠意盎然的城市一。 

食 早：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比利時淡菜風味餐 晚 :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宿 IBIS Hotel 或同級 

 

第 6 天 
海牙 - 174KM 羊角村 Giethoorn - 157KM 北海漁村~沃倫丹 Volendam 

- 21KM 阿姆斯特丹 

◎羊角村 Giethoorn  綠色威尼斯 

冰河時期 De Wieden 正好位在兩個冰磧帶之間，

所以地勢相較於周邊來得低，造成土壤貧瘠且泥



 
 

 

炭沼澤遍佈，除了蘆葦與薹屬植物外，其他植物不易生長，唯一的資源則是地底下的

泥煤。居民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塊以外賣賺錢，而不斷開鑿土地，形成一道道狹窄

的溝渠。後來，居民為了使船隻能夠通過、運送物資，將溝渠拓寬，而形成今日運河

湖泊交織的美景。羊角村又有【綠色威尼斯】之稱，因為水面映照的都是一幢幢綠色

小屋的倒影，這裡的屋頂都是由蘆葦編成，冬暖夏涼防雨耐曬，由於不易取得，過去

因窮苦就地取材的窘態，今日卻驗成為高收入職業的住家。  

 

◎北海漁村~沃倫丹Volendam 

沃倫丹是小漁村 ,我們先到了艾塞湖邊的小鎮沃倫丹走走 ,  沃倫丹居民原賴漁業為生，

後因填海造田轉以觀光服務業為主要生計，居民為了吸引觀光客平時大多身著華麗的

傳統民族服飾及保有樸實氣息的漁村，這兒充滿了舊日的荷蘭情調，靠近港灣處有一

幢幢色彩鮮明的低矮木建樓房，一般是兩或三層樓高，房屋外有小花圃窗台；而小鎮

上的房子都蠻可愛的，會讓你好像走進了童話世界裡。  

 

食 早：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敬請自理 晚 :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宿 Tulip Inn Amsterdam Airport 或同級 

 

第 7 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荷蘭首都~北方的威尼斯 

與海爭地的荷蘭人自古就跟運河有深厚的愛恨

情仇，不少重要城市都是水道交橫的水都，當然

阿姆斯特丹也不例外 !十七世紀開始因荷蘭的海

權興盛並和東方貿易日益增強，使它成為當時歐

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通暢貫穿市區的運河、運

河兩旁的倉庫豪宅都奠定了現代城市繁榮的基

礎，不少比水而居的「船屋公寓」沿岸停靠，都

有門牌號碼喔 !運河水質清澈乾淨，被綠蔭籠罩的水上街道，輝映著 5個世紀以來的壯

麗建築 !  ★搭乘玻璃船盡覽浪漫風光，從水面上欣賞品味阿姆斯特丹，順著縱橫交錯的運

河欣賞幾個重要的地標及荷蘭獨有的山形牆建築風格。美麗的鬱金香、浪漫的運河、

隨處可見的自行車、閃爍的鑽石、珍貴的藝術蒐藏，吸引著全世界的旅遊愛好者來訪。

世界最美的火車站之一◎中央火車站、◎皇宮、◎新教堂、◎水壩廣場，無論是要逛街，或喝杯

醉人咖啡，阿姆斯特丹可以滿足您的願望。 ◎紅燈區沿著運河兩側的霓虹燈在黃昏下逐

漸點亮，閃爍成一幅燈紅酒綠的夜色，櫥窗小姐穿著清涼擺出各式撩人姿勢。阿姆斯

特丹獨總是對來訪者施以無窮的魅力，白天與夜晚，夏天與冬天，一整年都有其迷人

的風采。★鑽石工廠：最重要的鑽石中心之一，了解鑽石切割技術演進以及欣賞璀璨的

成品。  



 
 

 

食 早：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 : 敬請自理 

宿 Tulip Inn Amsterdam Airport 或同級 

 

第 8 天 阿姆斯特丹  桃園國際機場 

將滿滿的回憶和戰利品裝進行李之後，隨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夜宿機上。 

食 早：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機上享用精緻套餐 晚 : 機上享用精緻套餐 

宿 夜宿機上 

 

第 9 天 桃園國際機場 

客機於今日抵達桃園機場後，帶著甜蜜回憶，結束此次難忘的荷比法 9 日之旅，期待下次與您再相會，

祝您健康、順心。 

食 早：機上享用精緻套餐 午：X 晚 : X 

宿 溫暖的家 

 

【推薦自費項目】 

地點  活動  說明  

巴黎  紅磨坊  

• 1.活動內容：觀賞法國舉世聞名的夜總會表演，搭配一杯免

費香檳，帶您體驗道地的巴黎夜生活！  

• 2.活動時間：約 100 分鐘  

• 3.費用包含：含門票、車資、飲料、小費。  

• 4.特別說明：本項活動需 10 人成行  

• 5.活動費用：每人 140 歐元  

巴黎  羅浮宮  

• 1.活動內容：世界最大的博物館收藏了人類文明上最嘔心泣

血的藝術結晶，值得您一再重遊並細細品味  

• 2.活動時間：約 2 小時   

• 3.費用包含：交通車資、門票、訂位費、中文導遊講解費、

小費。   

• 4.特別說明：本項活動需 15 人成行  

• 5.活動費用：每人 50 歐元  

巴黎  巴黎夜遊  

• 1.活動內容：  搭乘快速電梯登上法國第一高樓～蒙帕娜斯大

樓頂層，俯瞰巴黎夜景、香榭麗舍大道散步、夜間觀光  2.活

動時間：約 2 小時  



 
 

 

• 3.特別說明：本項活動需 20 人成行  

• 4.費用包含：含小費  

• 5.活動費用：每人 35 歐元  

巴黎  塞納河遊船  

• 1.活動內容：沿著塞納河畔欣賞巴黎市區風光   

• 2.活動時間：約 1 小時  

• 3.費用包含：含船票、車資、小費  

• 4.特別說明：本項活動需 15 人成行 (視團體時間安排為主 ) 

• 5.活動費用：每人 25 歐元  

 

 

 

【團體行程注意事項】 

A.出團說明 

01.本公司優質團體最低出團人數為 32 人以上(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02.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 

03.若行程中有特殊需求，如素食、不吃牛、兒童餐或一張大床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 

B.住宿說明 

01.歐式旅館供應肥皂、洗髮精及毛巾外，不供應牙膏、牙刷、梳子、睡衣及拖鞋等用品，且基於個人衛

生請自行攜帶為宜。 

02.本行程飯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兩張單人床房型)，若需單人房或三人房或加床請事先向業務提出需求

並請詳閱以下說明： 

★單人房差價請洽服務專員，歐洲的單人房皆為一張單人床房型。單人房須加價。 

★三人房或加床：請事先提出需求，但歐洲飯店三人房大多以加折疊床或沙發床為主，室內活動空間會減

少；且部分飯店並無法提供加床服務，則需補單人房差，或與其他客人併房住宿。敬請知悉! 

03.歐洲飯店因消防法規限制 2-12 歲(未滿)小孩須加床，請依小孩加床價格: 團費減 TWD2,000/人；12

歲以上視同大人。 

04.歐洲部分飯店所提供之上網方式仍以需要收費為主，各家飯店的上網費用，如未盡清楚，請於現場詢

問領隊協助了解。 

C.餐食說明 

01.早餐：原則上是在旅館內享用自助式早餐，但有時因各旅館服務形態不同，會以非自助式安排。若因

行程問題，出發時間過早，則改為餐盒。 

02.西式套餐部份因當地風俗習慣不同，飲料及水多半是不包含在內的，敬請各位貴賓入境隨俗，參照當



 
 

 

日主食自行點選適合的飲料搭配之。 

03.歐洲大多數國家人民均習慣生飲自來水，因此旅館房間少有熱水提供，若有需要，請自備變壓器及容

器等或自購礦泉水飲用。 

 

D.行程及航班說明 

01.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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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為示意模式。 

02.以上表列時間，為我們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行程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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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導遊及領隊操作之行程順序稍作更

改，請您知悉。 

03.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04.若有特殊飛機上餐食需求，如素食、兒童餐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本公司將盡力協助

貴賓達成需求。但須以航空公司確認之結果為準。 

 

【費用說明】 

A.以上報價包含: 

01.桃園出發前往之經濟艙團體來回機票及燃油稅金。 

02.飯店使用以觀光等級之二人一室。 

03.餐食分別安排於飛機上或陸地上餐廳使用。 

04.交通費用(航班、遊覽車、遊船)、門票、過路橋費、入城費、停車費。 

05.台灣派遣專業領隊全程隨團解說服務。 

06.履約險暨責任險 200 萬，意外醫療險 20 萬。 

 

B.以上報價不包含: 

01.導遊、領隊、司機之服務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均有支付小費的習慣。甚至是一種禮貌與風度的表現，

對於司機、導遊、領隊等人替我們服務,應酌量予小費以表感謝。 

★本行程不含小費，依團體天數建議每天給予領隊導遊司機 10 歐元/天，9 天共 90 歐元。 

★進出飯店之行李小費：以件數為單位，1 件 1~2 歐元為原則(視不同旅館而定) ，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

遊之意見。 

★床頭小費：以房間為單位，1 間房間以 1 歐元為原則，請置於枕頭上。 

★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服務費之多寡。 

02.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03.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若有需要，請自行投保。 

04.中華航空公司規定，托運行李每人一件 30 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C.團票說明 

01.團體旅遊所採用的一律為團體機票(含燃油附加稅)。一經開票後，無退票價值，此點基於各個航空公

司之規定，敬請見諒。 

02.若旅客需求商務艙，則視該航空公司是否有加價升等之服務，若無此優惠，則需另外訂購個人機票，

一切依航空公司規定之，相關報價請洽服務人員。 

03.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04.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或航班。 

05.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

謝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