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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瑞士

瑞士擁有歐洲最美的阿爾卑斯山景、壯麗的冰川、幽靜湖

光山色，是世人嚮往的天堂。然而，最令人佩服與欣賞的，

是瑞士耗費了大量人力與金錢，維護自然生態、鋪設景觀

列車與高山纜車以及開闢完善的健行步道，就為了造福你

我這般的觀光客。一直強調「生活式旅遊觀」的我們，最

愛旅遊中的自主性與自由性。為了讓您能親吻大自然，我

們嘗試著變換行程中的交通工具（如：景觀火車、遊覽車、

遊船或可自己租輛腳踏車）；也增加了行程的豐富性及新

奇性（例如部份的風味餐與適時的自由活動，以及偶爾來

上一小段的健行）。這個行程不再讓您只透過車窗玻璃賞

美景、到此一遊、走馬看花，而是讓您在悠閒的氣氛下徹

底領略瑞士的真善美。

因此，來到這個善體人意的國度，怎能只坐在車內賞景？且

讓我們遠離塵囂，一起走進大自然、親近山水；牽著您的另

一半，在鄉間小道、在湖畔，悠閒的散步。瑞士，是會讓人

沉醉的仙境啊！長安國際本著規劃法國行程的高規格與精神

為標準，精雕細琢、溫火慢燉、經過一年一年的著墨，千

呼萬喚，終於安排極具經典且不失深度的瑞士行程。細細觀

察、細細看，該如何一探瑞士之美；利用不同交通工具的變

換，讓您得以不同角度來欣賞阿爾卑斯山林。



超越平凡的旅程

匯集著少女峰、僧侶峰等高峰的冰河融雪，每秒

20 公噸的龐大水量在岩壁山洞間奔流，激發出雷

鳴般的咆嘯聲響，讓你走入渾然天成的大自然藝

術品中。

歐洲最大洞穴瀑布－特呂默爾河瀑布

被譽為寂靜森林中的一顆寶石、阿爾卑斯山的明

珠，傳說一位擁有藍色眼珠的美麗少女，因思念

等待著戀人歸來、日日哭泣、涓滴成湖，而留下

了清澈蔚藍、擁有夢幻色澤的藍湖。

情人的淚之湖－秘境藍湖



三名城各連泊二晚

湖光山色瑞士

長安依行程順暢度挑選住宿旅館，不需擔心行程繞路、走回頭路，依各地區住宿條件選出質感旅
館。此瑞士 11 天中，9 晚住宿皆為知名山城或湖畔小鎮，由於都是具高度造訪價值的城鎮，相
對費用較高。

格林德瓦、聖摩里茲共四晚五星住宿、策馬特及

夏慕尼安排阿爾卑斯傳統建築四星旅館；蒙投蕾

夢湖畔四星旅館。

格林德瓦、策馬特山城、聖莫里茲，三個知名渡

假城市都住宿２晚，讓行程更顯從容。

悠閒慢遊



豐富交通體驗
近年來歐洲物價節節高漲，許多行程會節省
門票，我們安排特殊交通工具，讓您不會有
遺珠之憾。

．黃金列車頭等艙
．冰河列車頭等艙

．費爾斯特
．夏慕尼
．阿雷奇冰河
．女妖山

．高納葛拉登（上山特別購買優先上車的票
　 券，讓您可以先行上到車廂優先選擇座位）

．少女峰

．日內瓦湖遊船

．馬特洪峰

• 雙景觀火車

• 高山纜車

• 登山火車

• 遊船

• 健行

※ 2020 年冰河列車行駛至 10/11，之後的團體改搭一般列車行走冰河列車路線
中途於賴茲瑙以及迪森迪斯轉車，行駛時間與冰河列車差異不大※



道地精緻美食

湖光山色瑞士

全程以西式餐食為主，瑞士主要地區為德語系，飲食以肉類及乳酪製品為主，並安排當地特
色餐食

• 瓦萊州著名黑面羊
• 瑞士經典火烤乳酪及乳酪鍋

• 伯恩特有的地窖餐廳

• 蕾夢湖畔精緻料理
• 米其林推薦餐廳



精選六大名峰登山路線
精選特殊性高的少女峰、白朗峰、馬特洪峰三大名峰外 ,  另加上菲爾斯特、阿雷奇冰河及瑞士東部
著名的女妖山，讓您盡賞群峰

瑞士的象徵

馬特洪峰

歐洲之顛

少女峰
歐洲最高峰

白朗峰



湖光山色瑞士

瑞士印象風光

瑞士最高級度假區域，因為湖光山色的特殊地理

環境而聲名大噪，年平均有 322 天的陽光普照，

因為乾燥及充滿陽光的氣候，瑞士人也稱這種氣

候為「香檳氣候」。這城市也是瑞士唯一舉辦過

兩次冬季奧運的殊榮，是富商名流最愛的度假城

市。

高級滑雪勝地．聖摩里茲



策馬特是瑞士南部知名的渡假勝地，我們在此住宿二晚，讓您有

機會欣賞到馬特洪峰的黃金日出。您還可體驗齒軌火車 & 山區健

行（天氣與體能允許時），欣賞馬特洪峰的湖中倒影。

全球 20 大必遊．策馬特

湖間之城－茵特拉肯

蕾夢湖－蒙投

蜜月之城－琉森

最美山城－夏慕尼

瑞士首都－伯恩

郵票之國－列支登斯敦



湖光山色瑞士

精選航班

班機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飛行時數

去程
TG635 台北 20:05 曼谷 22:50 03 小時 45 分

TG970 曼谷 01:05 蘇黎世 07:50 11 小時 45 分

回程
TG971 蘇黎世 13:30 曼谷 05:30+1 日 11 小時 00 分

TG634 曼谷 07:10 台北 11:50 3 小時 40 分

※ 以上班機時間，航空公司可能有所變動。正確航班時間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





湖光山色瑞士

DAY01

午餐

住宿

晚餐

台北  曼谷

機上 機上

機上

期待了好久的歐洲之旅，要出發了還是覺得不真實，直到踏上了歐洲土地，嗅到了空氣中來自阿
爾卑斯山的香味，頓時，夢想成真！今日我們將是隻愉快的鳥兒，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前往機
場集合，飛往蘇黎世，今晚夜宿機上。



DAY02 曼谷  蘇黎世 -128km/1hr45mins-伯恩 -57km/1hr-藍湖 -57km/1hr-格林德瓦

伯恩 Bern：伯恩雖然是瑞士的首都，但此地卻
沒有都市豪華熱鬧的氣氛，是個寧靜優美的城市；
舊城區更是名列聯合國文教組織的文化遺產，您
絕對不能錯過。阿爾河蜿蜒的以 U 字型包圍著伯
恩這個中古世紀城鎮，噴泉大街上有各式不同的
噴泉，敘述說不同的故事。伯恩☆舊城區已被聯
合國文教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整點表演的☆
天文鐘吸引了許多遊客的目光。我們也將參觀著
名的☆熊公園、☆玫瑰花園。主要大街上有長達
6 公里的購物長廊，讓您在下雨天也不會失去遊
玩興致。

藍湖 Blausee：位於伯恩高地一個自然國家公園裡 , 有個美麗藍眼少女的心碎傳說。1885 年時 , 
一本旅遊指南形容這湖是“ 夢幻森林深處的明珠 ”，步行至藍湖的小徑林木高大、岩石覆蓋著
青苔，綠木蒼蒼；藍湖有著夢幻般的藍，湖水清澈見底 , 鬱鬱的樹木環繞著湖泊，走進藍湖 , 彷
若走入了秘境 !

午餐

住宿

晚餐※ 伯恩特有的地窖餐廳 飯店內晚餐

Romantik Hotel Schweizerhof Grindelwald 五星 ( 山城五星飯店稀少 , 如遇這五星旅館客滿 , 則改住當
地或茵特拉肯四星旅館 , 每人退費 NTD1,000 或以其他城市兩晚五星替代 )



湖光山色瑞士

DAY03 格林德瓦 -少女峰登山火車-歐洲屋脊 -少女峰登山火車-格林德瓦

少女峰歐洲屋脊 Jungfraujoch - Top of Europe：少女峰擁有歐洲最長的冰河、最高的火車站、
最高的郵局、最快的電梯、最高的氣象台，是造訪瑞士的必遊之地。景觀秀麗獨特，絕對不虛此
行！被視為瑞士最昂貴的登山鐵道，全程 12 公里的★少女峰鐵道費時 16 年開鑿，搭齒軌火車
登上少女峰 - 歐洲屋脊，山上終年積雪，可以讓你到冰原上體驗玩雪的樂趣；冰宮裡的有趣冰雕、
觀景台，都值得您一一造訪。山上空氣稀薄，可要記得放慢腳步，以免有高山症的反應出現喔！
下山後，我們將帶您前往一個氣勢磅礡的洞穴瀑布。

★特呂默爾河瀑布 Trummelbach Fall：特呂默爾
河瀑布是世界上僅有的冰川瀑布，要抵達那地底世界
需通過電梯、長廊、隧道、小路和平台。少女峰冰川
融化的水從高山衝下河谷中，每秒流水量高達兩萬公
升。這些流水每年都會帶來超過兩萬噸的岩石和碎
石，引起地動山搖震蕩，同時産生雷鳴般巨響，是歐
洲最大的地下瀑布。

午餐

住宿

晚餐山區午餐 ※ 米其林推薦餐

Romantik Hotel Schweizerhof Grindelwald 五星 ( 山城五星飯店稀少 , 如遇這五星旅館客滿 , 則改住當
地或茵特拉肯四星旅館 , 每人退費 NTD1,000 或以其他城市兩晚五星替代 )



DAY04 格林德瓦 -纜車-菲爾斯特 -纜車-格林德瓦 -72km/1hr30mins-茲懷斯文 -黃金列車-
茲蒙投（蕾夢湖畔）

來去懸崖步道試膽 , 群山將在你的周圍及腳下

菲爾斯特山區 First：從格林德瓦搭乘★纜車前往海拔 2618 菲斯特纜車站，纜車全長 5226 公尺、
上升坡度達 1100 公尺，全程約 17 分鐘。這有讓您試膽的☆天空步道，山上有很多活動 , 如果天
氣狀況好時您可以自費參加。

黃金列車 Golden Pass：黃金列車顧名思義就是
條黃金路線集瑞士景觀精華之大成。黃金列車分
為三個路段 ,  從琉森來到茵特拉肯 , 經過伯恩高
地到蕾夢湖我們安排的這個路段是從伯恩高地一
路下到雷夢湖 , 沿途小鎮，湖泊景觀目不暇給 , 當
靠近蕾夢湖時 , 可以從高處俯瞰蕾夢湖的湖光山
色 , 是搭火車才能有的視覺享受。今晚入住蕾夢
湖區。

午餐

住宿

晚餐方便自由活動 , 請您自理 雖為法語區，但有滿街的義大利餐廳，今晚就試試吧！

The Grand Hotel Suisse-Majestic 或同級四星



湖光山色瑞士

DAY05 蒙投 -73km/1h15min-拉沃葡萄園區 -沃韋 -遊船頭等艙-西庸古堡 -70km/1hr10min-
夏慕尼

今早，您是否早起呢？因為屋外的山光水色，正在呼喚著您。

拉沃葡萄園梯田 Lavaux Vineyard Terraces：位於洛桑到沃州之間的阿爾卑斯山南坡， 沿著蕾
蒙湖的北岸延伸 30 公里。葡萄園歷史可追朔的十一世紀羅馬統治時期 , 聖本篤休會與西妥會僧
侶掌控的年代。大量遺留的屋舍、磨坊、堡壘和很多的景觀以及當地的村落、小鎮與密集栽植的
葡萄樹，反映著 10 個世紀之久葡萄酒生產方式的變化。拉沃的葡萄園的文化景觀展示了在人類
與自然環境長達數世紀之久的互動下，把當地資源做了最有效地運用，進而生產高價值酒品的傑
出例證。在面對快速成長的城市聚落可能產生的危害時，當地的社區也為了這個地區提供了許多
保護的途徑，且於 2007 年被聨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指定為世界自然遺產。

沃韋 Vevey：被譽為其中一顆「瑞士里維埃拉的明珠」
(Pearls of the Swiss Riviera)。它湖濱的位置令人心曠神
怡，還加上背後的壯麗高山全景、溫和舒適的氣候和美麗
的葡萄園。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好時代，沃韋經歷了它的第
一個黃金時期。直到今天，雄偉的酒店、繁花似錦的湖濱
大道、整齊排列的棕櫚樹，都無時無刻地提醒著人們那個
輝煌的時代。威韋也是一座現代化的地區城市，全球食品
飲料集團雀巢總部正位於此。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 或許是這裡最出名的居民，他在這裡渡過了最後
的二十五年。



午餐

住宿

晚餐湖畔精緻西餐 飯店內晚餐

Hôtel Le Morgane、Hôtel L'Heliopic Sweet and Spa、Les Aiglons Resort & Spa、Mercure 
Chamonix Center 或同級四星

★西庸古堡 Chateau de Chillon：瑞士最知名古堡，
西庸城堡歷史悠久，坐落在日內瓦湖東端的小島上，由
一座廊橋與岸邊相連。城堡最初為薩伏依公爵所有，16
世紀被伯恩公爵佔領。18 世紀以後，成為沃州政府財
產。1530 年至 1536 年間，日內瓦的獨立主義者弗朗
索瓦·博尼瓦曾被囚禁在此，後來英國詩人拜倫（Lord 
Byron）寫成了著名長詩《西庸的囚徒》，歌頌自由，
城堡因此聲名大噪。



湖光山色瑞士

DAY06 夏慕尼 （白朗峰纜車 ）-144km/2hr45min-塔許 -火車-策馬特

白朗峰 Mont Blanc：你一定知道德國精品鋼筆萬寶龍的商標，
但你知道那白色圓角六角星形，代表的就是白朗峰山頂上的積
雪嗎？搭乘★登山纜車，從夏慕尼直上白朗峰山系 -- 南針山。
阿爾卑斯山群以 360 度呈現於眼前，以近距離欣賞這歐洲第一
高峰、海拔 4,810 公尺高的白朗峰，如此壯麗景象，人生難得
幾回見！

策馬特 Zermatt：阿爾卑斯山渡假山城 -- 策馬特，這裡除了是
欣賞與攀登馬特洪峰的最佳基地之外，還因該城採取車輛禁行
的 Car Free 政策，使得整個山城多了一股熱鬧集中的歡愉氣氛。
種種因素的結合讓策馬特甚受瑞士當地人以及世界各國旅人的
歡迎，相信您來到這，也將會深深愛上這個小鎮。請跟著我們
的腳步，來認識一下這個無污染的山中小鎮吧！夜宿於無空氣
污染的策馬特，更是讓我們對瑞士人的環保尊崇精神，佩服不
已。今天將是您的＂浪漫巴黎＂之日！安排★搭船巡遊塞納河，
欣賞兩岸浪漫景色。

準備好上山看歐洲最高峰囉！

午餐

住宿

晚餐薩伏伊地方料理 精緻西餐

Unique Hotel Post、Resort Hotel Alex、Monte Rosa 或同級四星



DAY07 策馬特 -登山火車 ( 優先上車票券 )-馬特洪峰（高納葛拉特）-登山火車-策馬特

高納葛拉特登山火車 Gornergrat：策馬特位於瓦萊
州，阿爾卑斯山在此州擁有 50 多座海拔 4000 米以上
的雄偉山峰，在瑞士所有地區中是最多的。瓦萊州是
瑞士陽光最燦爛的地區，因此這些雄偉的山峰經常沐
浴在金色的陽光中。今日我們將帶您搭乘★高納葛拉特
登山火車，讓您在沿途輕鬆欣賞馬特洪峰這舉世聞名
的金字塔型山峰、美麗冰川和山巔，令人嘆為觀止。
在這，您可以輕鬆地坐在高山咖啡館，舒適的喝杯濃
濃歐式咖啡；或去探索經久不化的皚皚冰雪。下山
時，如天候與路況允許，我們會選擇一小段難易適中
的健行路線，讓您可以欣賞到馬特洪峰的☆湖中倒影。 
（如遇氣候狀況不好，則無法從事健行活動）

這特殊的山形，讓人一眼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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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住宿

晚餐健行活動，請您自理 ※ 瓦萊州風味餐 ( 黑面羊 + 火烤乳酪 )

Unique Hotel Post、Resort Hotel Alex、Monte Rosa 或同級四星

關於初級的健行活動與適當的服飾裝備：瑞士之美在於她的湖光山色及自然景觀。您試著想像一
片綠地，前面一座美麗的湖泊，後方是壯麗雄偉的雪白高山，草地上有著造型可愛的房子，這就
是典型的瑞士景色、彷彿在畫中才能見到的映像 -- 這就是瑞士之美。如果來瑞士都只在車上賞
景，那跟在家看旅遊頻道有何差別？因此，我們強烈建議走一段健行路線，不論長短，至少要走
進風景、融入大自然中。

在正確的場合穿正確的服裝，由於這是戶外活動，所以請準備好走的健行鞋或運動鞋；膝蓋不好
請準備護膝、如有健行杖當然建議您帶著；防曬要確實、太陽眼鏡要帶著，因為山地海拔高，紫
外線當然也就比較強烈囉！



DAY08 策馬特 -火車-Tasch-59km/1hr 30mins-阿雷奇冰河 -50km/1hr30mins-安德馬特
-冰河火車-聖摩里茲

阿雷奇冰河區 Aletschgletscher：阿雷奇冰河區 (Aletsch Arena) 地處瑞士西南部的瓦萊州，由
Fiescheralp、Bettmeralp 以及 Riederalp 這三個小山城所組合而成，他們的位置都在半山腰上、
而且由於是禁行車輛的環保小山城，所以無論是旅人或是當地居民，都必須搭乘纜車前往。我們
將根據氣候前往其中之一的小鎮搭乘★纜車上到觀景台 , 欣賞冰河轉彎的景觀。

冰河列車 Glacier Express：也被戲稱
為「世上最慢的特快車」，因為全程
須費時 7.5 小時。為了避免大夥兒全程
坐在無法開窗的★冰河景觀列車裡昏睡
（多年的經驗），所以特別僅挑車程中
的一段，讓大家感受坐在有寬敞舒適座
位與特殊挑高「全景觀」車廂裡，悠閒
地飽覽窗外近在咫尺的阿爾卑斯山冰河
景觀。（旺季時列車需求較大，偶會無
法訂到全景觀車廂頭等艙，如改搭景觀
列車二等艙或是一般列車頭等艙，則每
人退費 NTD1000。)

冰河列車，我們來朝聖了！來到格來賓登州，感受到瑞士最原始的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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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住宿

晚餐山城簡餐 冰河火車上晚餐

Kempinski Grand Hotel Des Bains  ( 溫泉區五星旅館 , 六月中才開始營業 ) 或 Crystal Hotel、
Schweizerhof Hotel St Moritzel、Hotel Steffani  市中心同級四星

聖摩里茲 St. Moritz：這個以昂貴出名的山城，
十九世紀中葉起就是名流的渡假中心，也是瑞士
唯一舉辦過冬季奧運的城市。但因地處偏遠、交
通與住宿成本相當高，台灣旅行社業者在有限時
間與成本考量下都選擇放棄，或僅因要配合搭冰
河列車前來短暫停留；但若想真正體會「純粹」
的、沒有太多閒雜人等的瑞士風光，這才是最佳
景點選擇。我們將在這裡住上兩個晚上，讓你真
切體認瑞士山林之美。



DAY09 聖摩里茲 -伯連納隘口 -女妖山 -聖摩里茲

沿著伯連那景觀路線，穿梭在阿爾卑斯山脈的群山環臂裡。

伯連那路線 Bernina Line：今天搭另一段世界遺產 -- 伯連那路線★登山火車，這路線在深山開
鑿而成，上山及下坡的垂直差距有 1,800 多米，最大的爬升度有 7 度。路程之初，一邊是茂密
的樹林，一邊瞥見皚皚白雪的冰川，徘徊在海拔 2,000 多公尺，然後會遇上莫爾特拉奇冰川及帕
魯峰；最後停在海拔 2,300 公尺的伯連那隘口，冰川似是近在咫尺，嘆為觀止。如天候允許或許
可以沿著最受當地人喜愛的☆白湖走一段。

★女妖山 Diavolazza：這座山峰位於恩嘎丁谷地 , 纜車
站位於海拔兩千公尺處 , 搭乘 12 分鐘的★纜車即可快速
登頂 , 沿途可見特殊多變的地貌 , 清晰可見的冰川與冰
湖，登頂後 , 就可遠眺海拔四千公尺的伯連納峰 , 峰峰
相連直達天際線 ! 山上也提供 3D 虛擬實境眼鏡讓您有
更另類的體驗。

午餐

住宿

晚餐女妖山上的特殊瑞士乳酪鍋 飯店內晚餐

Kempinski Grand Hotel Des Bains  ( 溫泉區五星旅館 , 六月中才開始營業 ) 或 Crystal Hotel、
Schweizerhof Hotel St Moritzel、Hotel Steffani  市中心同級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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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聖摩里茲 -122km/2hr15mins-瓦度茲（列茲敦士登）-131km/2hr-琉森

蕞爾小國創造大經濟，來到列茲登斯登公國！

瓦度茲 Vaduz：沿著康斯坦湖和萊茵河來到瑞奧間的蕞爾小國 -- 列茲敦士登。瓦度茲城堡是此
地的象徵，別忘了來這裡花點小錢蓋個入境章、寄張明信片給自己，以表到此一遊。

琉森 Luzern：人稱蜜月之都，琉森湖座落在市中心，你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欣賞。將參觀浴火重
生的☆卡貝爾橋，有古樸的木造橋梁，屋梁上的壁畫訴說著關於宗教的故事，☆獅子紀念碑細膩
的雕刻，☆舊城區裡鮮活的壁畫。

午餐

住宿

晚餐精緻西餐 方便自由活動 , 請您自理

Hotel Schweizerhof Luzern、The Hotel Luzern 或同級五星 ( 如遇五星飯店客滿 , 則改住四星
旅館 , 每人每晚退 NTD1500)

http://Hotel Schweizerhof Luzern
http://The Hotel Luzern


DAY11 琉森 -68km/1hr-蘇黎世 曼谷

午餐

住宿

晚餐機場自理 機上

機上

早餐後 , 可以自行漫步琉森湖, 隨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湖光山色瑞士

DAY12 曼谷  台北

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返回甜蜜的家！！



／參團注意事項／

行程所列之團體經濟艙機票（不可提前出發或延回）、兩國機場稅、燃油稅、團體旅責險 300 萬、
旅遊平安險 200 萬、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 ( ★ )、巴士等交通安排、行程中註明之餐食、八晚四
到五星級豪華旅館住宿（兩人一室）。

新辦護照費、個人旅館消費、司機領隊及導遊小費（建議約€ 120）
◎單人房住宿加價 NTD38,000（此單人房價差，房型可能為標準單人房，而非雙人床房間），

如能安排同性團員住宿一室，則不收單人房加價。
◎未滿 12 歲之小孩佔床【和一位大人同房】扣 NTD3000
◎未滿 12 歲之小孩加床【和兩位大人同房】扣 NTD5000

依歐洲消防法，小孩（一般飯店定義為 12 歲以下，少數飯店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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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指定三人房會碰到的狀況：
1.  行程中無法保證全程都能安排三人房。
2.  多數歐洲飯店房間沒有標準三人房，多數會以加床方式安排，而床型可能是沙發床或行軍床。
3.  若旅館無三人房亦無法加床時，第三人可能須分出與他人同房。

1. 我國人自 100 年 1 月 11 日起，即可無須申請申根簽證赴歐洲 36 個國家及地區，每半年內可
多次出入申根地區累計停留至 90 天。

2. 國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效期需至少包含返國日期六個月以上效期，允許入出境。
3. 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六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

齡男子（簡稱役男）申請出境，需至內政部移民署加蓋核准章。
4. 與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孩童同行進入申根區時，必須提供證明彼此關係的文件或父母（或監護

人）同意書。所有相關文件都應以英文呈現或翻譯至欲前往之會員國語言。所以請旅客至戶
政事務所申請英文版戶籍謄本，因工作天需六天（不含六日），請旅客盡早辦理。 

5. 為方便前置作業便利性，敝公司仍會向您收取護照正本；由領隊統一帶至機場辦理手續。若您
希望自行攜帶 , 請簽妥護照自帶切結書於出發前轉交業務確認。

團費包含

團費未含

關於三人房

歐盟免簽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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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貼心提醒／

歐洲行程天數較長、須經長途飛行；且徒步參觀的古城、景點較多，參團貴賓必需具備一定的體
力及腳程。對於行動不便、需人扶撐的貴賓，建議您慎重考量再決定是否參加。另由於遊覽巴士
內空間有限，需以折疊輪椅代步者恐較為不便。若您為高齡旅客，建議您由家人陪同出遊；且您
若是有任何個人病史，也請事先告知。

同時，為了讓您能有一趟美好的旅行，敝公司特地附上貼心提醒請您留意；尚請多加見諒，感謝
您的配合。

團體票原則上就是會比個人票便宜，所以航空公司對於團體票相對的會有一些限
制。例如不能累計里程、不能事先選位等等的限制。對於團體機上坐位的安排，
某些航空是完全不能選位，某些航空公司是規畫一個區塊給團體，所以有些團員
的需求是一定無法做到的，如要坐在逃生門或是第一排；有些如不靠近廁所或是
一定要坐走道等需求，就只能到機場才能看班機訂位狀況來請航空公司幫忙調整
坐位，所以像是這類的需求，都無法事先給予保證，只能盡量安排了。

當地人人的反應及動作較慢，所以所有的餐食都必須事先訂好，用餐的數量及坐
位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很多餐廳不接受當場更改餐點，也要求團體要坐在指定
坐位，這些都是為了上餐的速度。另外，就算再高級的餐廳，對於團體的服務，
也無法做到依據個人喜好來安排餐點，所以如有特殊需求，請以宗教或身體因素
如過敏來做考量，例如不吃豬、牛、羊、海鮮….；而不是依照個人對於食物的喜好，
例如“不吃牛肉，但是好吃的可以吃” 或是”不愛乳酪、馬鈴薯，海鮮不要有刺”，
如果團體的特殊喜好太多，餐廳出錯機率會變高之外，用餐時間也會增加許多，
相對的可能壓縮到旅遊時間。

我們跟飯店接洽時，都是統一團體房價，並不是依照房型而付出不一樣的價錢，
所以飯店會安排甚麼房型，領隊或公司是無法事先得知的，這點希望各位可以諒
解。另外，某些家庭或朋友一起出遊，會要求相通房或是隔壁房，這也是無法保
證的。

溫興提醒：圖片僅供參考；由於此行程檔案無法即時更新，

因此長安國際運通旅行社保有最終修改及變更之權利；實際行程以當團說明會資料為主

行

餐

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