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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郵輪 Cruise & Maritime Voyages 
北角與極光的邂逅 17 天 

 

【北極光】 

建議出發日期: 02/17 ． 建議售價: 163.900 元起含稅 限量搶購  售完為止! 

【景點特色】 

搭乘 Cruise & Maritime Voyages 麥哲倫號帶你展開與北角和極光的甜蜜邂逅～ 

最舒適以及最精采的行程！絕對讓你不虛此行! 

A:位於北極圈內，看見極光機率最高地點 

A1.阿爾塔：有極光城市之稱的阿爾塔～  

A2.宏寧斯瓦：世界最北部的城市，也是北極圈內緣的偏遠港口。 

A3.特羅姆瑟：這一地區早在冰河世紀晚期就有人居住，薩米文化是這一地區最早為人

所知的文化。挪威人的祖先─古斯堪的納維亞人。 

B:特色景點 

特隆赫姆：南特倫德拉格行政區的首府，於 997 年建立。現在成為全挪威的教育中心、

科技技術中心和藥物研究中心，有 30,000 名學生在此接受教育。特隆赫姆也是挪威第

三大城市。 

翁德司奈斯：翁德司奈斯是挪威的城鎮，由默勒-魯姆斯達爾郡負責管轄，位於該國西

南部。 

卑爾根：是挪威第二大城市。卑爾根是西挪威的非正式首都，也是挪威對外的大門。

而也因為其峽灣地形適合大型船集操作，令卑爾根成為歐洲最大的郵輪港中的一個。 

蒂爾伯里：近年來，由蒂爾伯里出口的汽車數量呈現穩定上升態勢，這些汽車來自現

代、福特等公司以及日本的一些廠家。為了繼續擴大汽車業務，蒂爾伯里港正就建立

多層停車樓的可行性開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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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ise & Maritime Voyage 郵輪小檔案【麥哲倫號 MAGELLAN】 

郵輪旅遊，不只是郵輪，本身就是一個景點！免費暢玩，免費嗨吃！ 

2015 年更名：麥哲倫 建造者：奧爾堡，丹麥    

註冊港：巴哈馬   裝修年份：2010 年 

總噸位數：46.052 噸 客艙總數：726 間 

長度： 728 英尺（222 米）    寬度： 105.6 英尺（32.2 米）    

船員： 660 載客數量：1250 人 

乘客甲板：10 層 船員國籍:國際化 

餐廳數量：3 間 

（主餐廳、自助餐廳、壽司、披薩、燒烤等） 

主要設施：免稅店、泳池、酒廊及酒吧、健身

中心等 

【參考航班】以下航班僅供參考，實際以說明會行程為準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 / 降落 起飛 / 降落 飛行時間 

第 1 天 國泰航空 CX 471 台北/香港 09:10/11:10 02H 05M 

第 1 天 國泰航空 CX 239 香港/倫敦希斯洛 12:05/17:20 13H 05M 

第 16 天 國泰航空 CX 254 倫敦希斯洛/香港 22:05/17:55+1 11H 40M 

第 17 天 國泰航空 CX 402 香港/台北 18:45/20:35 01H 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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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路線】 

 

【參考航程】 

 

日期 抵港 抵港 / 離港  

02/18 倫敦-蒂爾伯里（英） / 1600 
倫敦市區接往 

碼頭準備登輪 

02/19 阿姆斯特丹（荷蘭） 0900 / 1400 岸上觀光 

02/20 公海巡弋 

02/21 奧勒松（挪威） 0900 / 1400 岸上觀光 

02/22 公海巡弋 

02/23 特羅姆瑟（挪威） 0900 / 1800 岸上觀光 

02/24 阿爾塔（挪威） 0700 / 岸上觀光 

02/25 阿爾塔（挪威） / 1800 岸上觀光 

02/26 宏寧斯瓦（挪威） 0700 / 1500 岸上觀光 

02/27 公海巡弋 

02/28 特隆赫姆（挪威） 1200 / 1800 岸上觀光 

03/01 翁德司奈斯（挪威） 0700 / 1700 岸上觀光 

03/02 卑爾根（挪威） 0900 / 1800 岸上觀光 

03/03 公海巡弋 

03/04 蒂爾伯里-倫敦 0700 / 專車接往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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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抵離港時間與岸上景點僅供參考，正確時間與停靠港口&岸上景點依郵輪公司公
告為主。 

※本行程表得視航空班機的確認，本公司保留有做行程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
行程資料為準。 
 

【行程內容】【符號示意： ★特別安排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拍照】 

第 1 天 02/17  台北／香港／倫敦   

今日傍晚齊集於桃園中正機場，搭乘豪華舒適安全的國泰航空，在空服人員細心的照料之下，經香港

轉機前往日不落國之大英帝國，飛向擁有八百萬人口之大都會－倫敦，懷著喜悅與期盼，展開豐富浪

漫的北歐極光郵輪之旅。 

餐食：早餐／X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住宿： Leonardo Hotel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第 2 天 02/18  倫敦  蒂爾伯里-登船            離港 16:00 

早餐之後，進行倫敦市區觀光，倫敦位於泰晤士河流域，於公元50年由羅馬人建立。倫敦的歷史核

心區倫敦城仍舊維持其中世紀的界限，面積1.12平方英里（2.9平方公里），倫敦亦是諸多博物館、

畫廊、圖書館、體育運動及其他文化機構的所在地。 

首先沿著泰晤士河畔進入市中心，參觀世界議會制度起源地的英國國會及國會右側的一座石造鐘塔～

●大鵬鐘，之後再前往歷代英王登基之處●西敏寺，之後再前往英國皇室居所●白金漢宮，感受英國王

室的驕傲與光榮。 

之後前往港口搭乘郵輪展開遊輪假期。！登上此富麗堂皇的海上皇宮，領隊帶領團員登上船橋，船上

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的旅客拍下這興奮的一刻，樂師也在船上吹奏這歡樂的音樂迎賓。

在稍事休息後，您可以自行到各層參觀船上設施，船上有可以滿足旅客各種感官享受的豪華夜總會、

電影院、美容院、賭場、商店街、游泳池等。但是別忘了，當船上的碰撞警報響起時，要穿好您的救

生衣，一起參予「救生演習」。當您需要協助的當下，可別忘了領隊喔 ! 夕陽西下華燈初上時分，

夢幻郵輪正式啟航。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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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02/19  阿姆斯特丹              登船 09:00   離港 14:00 

安排荷蘭著名前往木鞋工廠，沿途可見荷蘭領土一畝綠油油的耕地，參觀著名的風車群及乳酪製造過

程。★木鞋工廠：參觀由白楊木挖空製成的荷蘭木靴、製作木鞋的過程，相當有趣。接而前往擁有狹

窄運河與巷道的北海小漁村~佛倫丹，讓時光倒流數百年前，看見傳統荷蘭服飾的居民。接著前往★

風車村（Zaanse Schans），風車村的風車於 1574 年後陸續建立。而目前的風車村新建於 1960 年代，

當地人將商店、歷史建築、農舍、風車及房子都遷移到此地，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

館。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4 天 02/20  At Sea 海上航行 

您今天可以腦袋放空，好好享受歡樂的海上巡航，一整天暢行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全天不靠港，讓您

有充裕的時間享受和熟悉郵輪生活，體驗郵輪上多彩多姿的娛樂設施。吃過豐盛的早餐後，您可以在

在甲板頂層漫步、游泳池暢遊戲耍、健身中心鍛煉、圖書館看書或者在水療中心享受慵懶的時光；想

試一試手氣的朋友，也可以趁此機會到賭場娛樂一番。郵輪上提供的全世界各地美食、精美的甜點、

珍饈美味，讓您食指大動。晚上參加郵輪上安排的各種豐富的娛樂節目。 

 

餐食：早餐／郵輪自助式早餐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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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02/21   奧勒松 Å lesund（挪威）       抵港 09:00 離港 14:00 

在1904年一場災難性的火災掃過奧勒松，使這座城鎮變成一片灰燼。他被重建於當時興盛的新藝術

風格。中世紀浪漫的裝飾品為這座城鎮的砲塔與城牆建築增添了一種奇特的魅力，而這座城鎮也被視

為是挪威最漂亮的。從公園登418階階梯到的Aksla的山頂，可以看到擁有美妙景觀的奧勒松被建在

延伸至海裡的島嶼上。新藝術中心(Jugendstilsenteret)除了是Swan Pharmacy的前身更說明了這城鎮

獨特的建築歷史。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奧勒松】 

第 6 天 02/22 At Sea 海上航行 

今日您可以參加船上為旅客準備的各項精彩節目，或使用船上各項設施：大劇院、酒吧、健身房、賭

場、美容院、圖書室。或於甲板上、游泳池畔，做做日光浴、喝杯飲料，享受片刻的悠閒，或者三五

好友聚集敘舊談心，另有一番樂趣。 

 

餐食：早餐／郵輪自助式早餐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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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天 02/23   特羅姆瑟 Tromsø（挪威）      抵港 09:00 離港 18:00 

特羅姆瑟是位在挪威北部的首都也是北極圈內最大的挪威鄉鎮。特羅姆瑟已經成為北極探險的起點很

多年了，所以他也被賦予”北極之門”的稱號。這城市是少數能逃脫於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而且還保留

他迷人古老建築的地方。在 1940 年皇室家族與挪威政府等待被流放於英格蘭時，特羅姆瑟曾有 38

天都是挪威非敵佔區的首都。 

在這座迷人的城市，旅遊一開始將帶您從碼頭搭一小段車程到北挪威的科學中心。在這裡，你可以坐

靠在天文館舒適的椅子上並欣賞著美麗的電影”體驗極光”。在這 25 分鐘內，將帶給你夢幻的極光之

旅還有最獨家的特羅姆瑟地區特寫鏡頭。之後將前往市中心和極地博物館。博物館位於一座古老的建

築中，博物館和北極彼此有著緊密相連性，旨在保存過去特羅姆瑟舊有的傳統在廣大的規模中狩獵與

探險。在博物館內有探險家 Roald Amundsen 過去在南極探險時用的設備、滑雪板和帳篷。 

搭巴士/走路   最少 40 人/最大 160 人 

請注意: 在極地博物館有一個樓梯是前往主要展覽區。在科學中心有一段樓梯可以抵達天文館，不過

那裏有一個可用的電梯。這次的旅遊地面不甚平緩，溫暖的服裝和鞋子是必要的。在冬天時，地面將

覆蓋著雪且有可能會滑。一切依當天當地的天氣狀況而定。 

 
【特羅姆瑟夜色伴隨極光】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8 天 02/24   阿爾塔（挪威）                         抵港 07:00 

這趟旅程主要在見證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和環繞在 Kåfjord 的風景。在 1850 年 Kåfjord 是挪威拉普蘭

區最大的村莊，尤其在那裏有一個關於銅礦很有趣的歷史。銅礦在 1826~1909 年間在 Kåfjord 被開

採。Altens Kobberverk 是一間在 1826 年由兩個英國人所創立礦業公司，在 1840 年時這個城鎮成為

芬馬克最大的城鎮，這個城鎮擁有超過 1000 位的居民，其中包含從康沃爾來的英國人。雖然這地方

是挪威非常北部的部分，但在 1837 年的木製 Kåfjord 教堂卻被建於英式風格。在當地被稱為英式教

堂，而且當時他是少數在戰爭中沒被燒毀的建築之一。 

 
【阿爾塔】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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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天 02/25   阿爾塔（挪威）                          離港 18:00  

在墓地裡有當時 19 世紀開採礦業的家族成員紀念碑，還有一個紀念館紀念當時在 1943 年的 Tirpitz

被 X-craft 攻擊的船員。再來參觀 Tirpitz 博物館，裡面展示了 Even Blomkvist 用他的一生收集的獨特

收藏品。Tirpitz 是 1944 年其中最大的一艘戰艦，而且那裏有一個展覽是有關船的照片和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的多樣物品。在您的逗留期間將會展出一部短片，隨後會有導遊帶領參觀博物館。 

巴士/走路   最小 40 人/最大 90 人 

請注意:建議穿著舒適及防滑的鞋子。這段旅程包含大約 1 個半小時的路程，其中含有階梯、傾斜和

不平坦的地面。在到達教會前有 3 個階梯。 

十月/十一月:由於船公司的停靠時間限制和日照時間有限，大部分或全部的行程會在日落後操作。 

 

【阿爾塔 - 北極光教堂】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10 天 02/26  宏寧斯瓦（挪威）             抵港 07:00 離港 15:00 

離開 Honningsvåg 驅車通過風景到北角，位於 Magerøy 島約 1,300 英里（2,092 公里）北極南部。

毫無疑問是其中之一挪威的主要景點，令人印象深刻的北方高原構成最偏北的歐洲緯度 71°10'21“。

這裡懸崖的邊緣在北冰洋上方超過 300 米（980 英尺）。北角禮堂遊客中心擁有廣泛的紀念品商店，

教堂，酒吧和餐廳。另外，它還擁有 225 度獨特的電影院寬屏幕與環繞聲，北角和周邊地區顯示該

地區四季令人驚豔的風景。電影院每場演出期間可容納 250 人，持續約 14 分鐘。一個地下隧道帶你

到“洞穴”燈光，你可以在那裡熟悉起源於午夜的太陽和北極光。在進入“洞穴”的路上，可看到理查德·

大臣在 1553 年命名懸崖的“北角”，和他的船的模型正在展出。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冒險到外面懸崖

頂部觀看北冰洋的全景。所以如果你計劃願意冒險，您可以在外面建議穿一件溫暖的夾克。 

請注意：強烈推薦溫暖的衣物與舒適的鞋類。在北開普省度過約一個半小時。在 11 月開始，日光短

暫，設定在大約 1330h - 旅遊有被定時，以便（天氣允許）你可以在您訪問期間看到太陽，所以返

回到港口的旅程將在黑暗中。 

 

【宏寧斯瓦城市景象】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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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02/27    At Sea 海上航行 

實地體驗感受極地的風情，勢必讓您感受不虛此行，不同的極地感受，比起我們亞熱帶地區實有天壤

之別，來吧!讓我們盡情享受船上的設施去。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12 天 02/28   特隆赫姆（挪威）             抵港 12:00 離港 18:00 

特隆赫姆是挪威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由維京國王奧拉夫 Tryggvason 創立於 997 A.D.位於河內的河

口，面對寬闊的特隆赫姆峽灣。從碼頭，你會走向市中心，看到市場廣場維京王雕像和 Nidaros 大教

堂。Nidaros 大教堂，可追溯至十二世紀是哥德風格中最好最大的在斯堪的納維亞，是歐洲重要的朝

聖教堂在眾多地區之一。在大教堂後面是另一個石建築，彷彿回到中世紀大主教。幾場災難性的火災

襲擊了特隆赫姆，建築師 Cicignon 重建了 17 世紀末的市中心。其中包括看到最大的木製建築在挪威 

- Stiftsgaarden - 由皇家使用。 

 
【特隆赫姆港邊模樣】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13 天 03/01   翁德司奈斯（挪威）          抵港 07:00 離港 17:00 

翁德司奈斯是挪威的城鎮，由默勒-魯姆斯達爾郡負責管轄，位於該國西南部，面積 2.34 平方公里，

海拔高度 16 米，2009 年人口 2,207，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943 人。 

Åndalsnes 是一個位於美麗的村莊 Romsdalsfjord 和 Rauma 的終點站。此小鎮大部分被破壞於第二

次世界大戰，目前已經重新維護。風景優美高山村莊周圍有鋸齒狀的山峰，所以很容易看到 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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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jorli。當您訪問時，前往哈利波特的場景是不列顛群島以外的唯一拍攝地點用於電影特許經營。

搭著火車開始 Rauma 河旅程，享有 Romsdalshorn 的景色，Trolltindane 和“巨魔牆”。Rauma 河從

Lesjaskog 湖和沿途形成許多有吸引力的瀑布。穿過橋墩有一個戲劇性的景觀瀑布落下於峽谷。這座

橋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工程，只使用天然石材，每一個零件裝配完美。火車到達 Bjorli 車站 574 米

（1,883 英尺）在海平面以上，由接駁巴士/步行/火車。最小 40 / Max 不等。 

請注意：提前預訂此旅遊推薦使用。步行約 300 米（980 英尺）船停泊到火車站。走路或從火車在

Bjorli 約 100 米（328 英尺）車站。有三個陡峭的段落搭火車旅程大概是 45 分鐘。這裡有基本的廁

所設施和平台。旅途涉及幾條隧道，其中最長的是 1.396 米（4580 英尺）。如果火車在出發前因天

候因素由鐵路公司取消的旅行，所有預訂的客人將收到一個完整的退款。如果國家鐵路局取消了火車

旅行結束後，旅遊將會前往在巴士兩個方面，不會有一個降低旅遊價格。這次旅行可以有所不同在 2

和 3 小時之間，取決於火車時間表。 

 

【翁德司奈斯港邊景象】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14 天 03/02  卑爾根（挪威）             抵港 09:00 離港 18:00 

卑爾根早在 11 世紀就發跡，成為挪威沿岸很重要的商業貿易城市，一直到 13 世紀都是挪威的首

都。卑爾根目前是挪威第二大城市，卑爾根是個擁抱著峽灣的城市，同時也是個被眾山拱戴的都市，

多元的城市面貌目不暇給。城裡最活潑熱鬧的地區便是碼頭附近，一邊是魚市場，另一邊就是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 Bryggen 木造建築群。 Bryggen 在挪威語中的意思就是「碼頭」。

14 世紀時，碼頭邊的這些四層樓的木造倉庫逐漸成為商人們存放漁獲以及榖物的地方。旅程從市中

心開始，距離魚市場和 Bryggen 僅有 150 米。帶大家乘坐 Fløibanen 纜車到 Fløyen 山頂，約 海拔

320 米，纜車帶您到一個美麗的自然環境的夢幻般的地區， 您可以享受美麗的景色，詳細研究城市

景觀，以及卑爾根周圍的海洋景觀和峽灣。雖然高度只有 1.050 英尺（320 米），景色令人印象深刻。 

 
【卑爾根雪景】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晚餐／敬請自理(或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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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天 03/03   At Sea 海上航行 

14個晚上的郵輪行程已經進入尾聲，明天我們也將來到我們的終點站倫敦，趁此公海航行的一天，

打理一下全程所拍的照片以及蒐羅各地的紀念品，同時，也整理我們的行囊，今晚船上服務人員也將

你我的行李集中，準備跟郵輪SAY BYE BYE囉!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郵輪上享用   晚餐／郵輪上享用 

住宿：郵輪上兩人一室 

 

第 16 天 03/04  蒂爾伯里（英國）-倫敦- /香港  抵港07:00 

早晨抵達碼頭後前往英國首都-倫敦， 來到★大英博物館參觀，館內蒐集的文物珍品縱橫東西方，包

羅萬象令您大開眼界，尤其是二樓的木乃伊室，珍藏著遠自埃及運來的數十具木乃伊更是您不可錯過

之重點。 傍晚前往倫敦機場搭乘豪華客機.準備返回台灣。 

餐食：早餐／郵輪上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六菜一湯   晚餐／適逢登機時間敬請自理 

住宿：豪華客機 

第 17 天 03/05  香港/台北 

今天晚上經香港轉機返抵台北 

餐食：早餐／機上美食     午餐／機上美食   晚餐／機上美食 

住宿：甜蜜的家 

※郵輪抵離港時間與岸上景點僅供參考，正確時間與停靠港口&岸上景點依郵輪公司公告為主。 

※本行程表得視航空班機的確認，本公司保留有做行程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行程資料為準。 

 

售價包含 

1.台北─倫敦─台北， 來回經濟艙團體機票，機場稅金及燃油附加費(團體機票不得延回)。 

2.行程中所提及之餐食、交通、飯店住宿，船上免付費餐廳所提供的各國美食。 

3.郵輪上定義為免費設施之使用，如游泳池、健身房..等, 及每晚娛樂表演秀。 

4.行程中所提及之陸上觀光安排。 

5.安排合法保險之觀光巴士。  

6. 500萬責任險暨 20萬意外醫療險。  

7. 兩地機場稅、燃油稅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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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不包含 

1.個人護照辦理費用。 

2.郵輪上定義為個人性消費，例如：SPA、點選飲品、自費餐廳用餐、卡拉 OK等。 

3.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   

4.不含桃園機場至旅客家中的接送費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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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郵輪上小費:成人每人每晚 5英鎊。 

7.隨團領隊/當地導遊/當地司機：每位貴賓每天歐元 10元(舉例:10天團體 10歐元 x 10日＝100歐

元,以此類推)。 

 

注意事項: 

1.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

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2.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

親友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

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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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

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

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

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等，以備不時

之需。 

6.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將儘量忠於原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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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

敬請見諒。 

8.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

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9. 本公司完全配合郵輪之條款及細則。若有任何異議，一切將依地中海郵輪規定之英文版本保留最

終決定權。 

10. 艙房住宿乃根據輪實際供應而定，並作最佳安排。  

11. 機票開立後，須依指定日期及航班出發，一概不能轉乘其他航空公司、轉換其他行程或退款。 

溫馨提醒：如單人貴賓報名，需支付單人房差，或同意旅行社將主動幫您搭配室友於國外旅遊期間

無異議，若最後仍沒有其他貴賓可完成配房，則仍需支付單房房差，敬請見諒。 

12.旅遊醫療保險並非以免申根簽證方式入境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歐洲醫療費用昂貴，為保障國人

旅遊期間自身的安全與權益，國人若有加保需要建議出發前購買合適的旅遊醫療保險。 

13.成團人數：16人以上方可成行，出發前七天如未達 16人基本成團人數，訂金將全額退還或與同

業合團。  

14.請確認簽證是否在效期內，如為役男或接近役齡男子，請向所屬兵役管轄機構，加蓋允許出境兵

役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