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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瑰麗／北法

三大殊榮尊爵不凡

長安所規劃的法國行程經過長時間的淬鍊及考

驗，受到許多參團遊客及名人讚賞。尤其長安

在 2013 年經過全世界的甄選角逐，由法國在

台協會主席親自頒發法國政府認證的金質旅遊

勳章、自 2010 年至今每年皆持有法國旅遊發

展署所認證之合作夥伴，更是法國航空表揚之

銷售冠軍。長安精心規劃法國旅遊，為的就是

讓您在旅程中可以好好品嘗法國之美。

• 獲獎無數的精粹行程



法蘭西共和國，這個比台灣大 15 倍的國家，擁有皇室貴族遺

留下的豐富歷史資產、從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多元氣候造就的豐

饒物產、高山到平原峽谷的自然景觀、數百年的精緻飲食文

化、現代時尚品味的先鋒，數不盡的形容詞來形容這個國家。

法蘭西，是值得您多跑幾趟的。法國西北部對很多人而言是陌

生的，但說到法國文化的融合、美食的起源以及自然風光的呈

現，絕對不可遺忘布列塔尼及諾曼第地區。

這裏的海岸線是印象派大師們的畫布，讓巴黎人瘋狂著迷；這裡的建築是歷

史的軌跡，在在訴說著令人震撼的故事。我們將在吉凡尼花園裡遇見莫內、

尋訪諾曼地半島的海岸線及亞森羅蘋的傳說；曾經列為世界七大奇景的聖米

歇爾山矗立在眼前、驚豔於旅途中的美麗小村落，最後回到法國的中心，貼

近巴黎的品味與奢華。

在郷村與海洋之間，邂逅法國的純粹與美麗
不可思議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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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行程一路從海岸、鄉村、小鎮到皇宮；從固若金湯

的諾曼地典型建築到紙醉金迷的貴族城堡，旅遊景點

的故事性及豐富性媲美法國其他區域，絕對值得走一

趟！

在有限的 12 天裏，我們巧妙的將兩種經典結合在一

起：融入了諾曼地的新舊交錯及布列塔尼的樸實典

雅。長安國際在每一座大城小鎮，無論在行程的安排、在飲食的設計、在交通的移動、在住宿的

定位、在自由時間的設定，都以您一生僅有一次機會、以您僅有的假期，去均衡的安排每一個環

節、每一項細部。

請放心將法國旅遊交給「長安國際」
我們穩定的出團量及多年經營法國的經驗"

必讓您不虛此行



❸ 楓丹白露宮 | 歷經七代國王與無數皇帝修繕

的精美宮殿，１９８１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❷ 巴黎 | 塞納河沿岸。１９９１年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

❶ 夏特爾聖母院 | 保存良好的夏特爾聖母院

在１９７９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❺ 羅亞爾河流域 | ２０００年列為世界

文化遺產的羅亞爾河流域，古堡林立、處處

散發著皇宮高貴氣息。

❹ 聖米歇爾山 | 遺世獨立的聖山，是法國人

一生必到之處。１９７９年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

收藏高度評鑑景點
將諾曼地、布列塔尼地區及巴黎三晚住宿為主軸。以歐洲推崇的綠色米其林旅遊為指南，加上權威性

的世界文化遺產評鑑，安排出高度造訪價值的景點

世界文化遺產
評鑑景點



綠色米其林指南
三顆星景點

❷ 象鼻海岸 | 以斷崖奇石聞名，印象派大師

莫內曾多次駐足揮灑顏色。

❸ 香濃頌堡 | 儘管經歷無數戰爭，至今仍完

美的佇立在榭爾河上。

❺ 夏特爾 | 保有中世紀風情，藝術家羅丹稱

之為「法國的衛城」。

❶ 南特 | 昔日布列塔尼公國的首府，是個藝術

瑰寶、工業中心及大學城。

❹ 香波堡 | 如同蛋糕般層層疊疊的外型，其

建築藝術更是讓人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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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般的經典饗宴

讓浪漫之都的璀璨夜景將您擁入懷中，沉醉於視覺與味覺的雙

重享受，為回憶留下甜蜜見證。長安國際率先於 2006年將「巴

黎鐵塔用餐」安排於法國團體旅遊行程中，至今已有數百團登

上鐵塔用餐，是目前市場中最穩定安排上鐵塔用餐的公司。

如今由於許多旅遊業者紛紛跟進，上鐵塔吃飯儼然成為一種風

潮。但因長安國際與鐵塔長期合作關係穩定，這也讓我們可以

掌握第一手的鐵塔餐廳資訊。

• 巴黎鐵塔晚宴

倘若遇到以下狀況：例如鐵塔無預警整修、或是被包場等，我們會替貴賓安排至另一間巴黎知名的高級餐廳
＂蒙帕納斯 56 層天空餐廳＂用餐。在天空餐廳用餐，您可以享受經典法式料理、更可看到＂最正的巴黎鐵
塔＂以及＂巴黎夜景＂雙重頂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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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的尊榮是無可比擬的，長安期盼將經典評鑑美食呈現給貴

賓；因此安排了經典米其林一星晚宴，讓您體驗米其林評鑑對食

材及餐點的要求。

• 米其林一顆星晚宴

關於米其林評鑑

米其林指南自創刊至今，已從一本旅遊指南演變成美食聖經。廚師夢寐以求的米其林星級：從同類別中出眾

的一顆星、廚藝高明可以繞道前往的兩顆星，到值得專訪的三顆星；米其林星可說改變了一間餐廳及廚師的

未來。除此之外，米其林還會針對餐廳環境及高品質美食等項目給予推薦：交疊的湯匙與叉子表達了餐廳的

舒適度、米其林標誌「必比登」與餐盤標誌更是表達出餐點的高水準、食材新鮮度及廚師的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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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暢合理的旅程安排

相較於許多法國團使用東歐遊覽車節

省成本，長安國際指定價格不斐但品

質穩定的法國當地車公司。法國當地

司機對景點、道路與餐廳的熟悉度，

對照其他只會照著GPS帶路的司機，

其專業程度與所節省的找路時間是您

無法想像的。

• 堅持使用法國遊覽車

長安國際在行程的安排上不會貪心、也不

會為了讓行程看起來豐富而硬塞景點；精

心考量停留時間來規畫行程。長安均衡計

算每個景點的停留時間、不安排同質性太

高的小鎮，安排順暢的行程，讓您的法國

旅遊多元且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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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住宿鑽石地帶三晚五星住宿，鄰近購物精華區：

在非大型展覽或會議期間，安排住宿第一、二、八、九巴黎精華
區域豪華旅館，讓您可以輕鬆漫步巴黎絕美景點。

• 布列塔尼半島上最知名渡假區：

翡翠海岸及繁華海岸。

• 法國北部三大知名度假勝地：

拉博爾五星頂級豪華住宿。

長安國際配合行程順暢而選擇適當的住宿旅館，而不會屈就住宿旅館而讓行程繞路或走回頭路，

根據整個地區的住宿條件，精心挑選出有質感的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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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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AF557 桃園機場 00:45 巴黎 08:45 14 小時 00 分

第十一天 AF552 巴黎 20:00 台北 14:50 +1 日 12 小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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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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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1

午餐

住宿

晚餐

桃園機場集合

X X

機上

Bon Voyage ！要出發囉！

法國國土面積約為 55 萬平方公里，是目前歐盟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其豐富的歷史背景，造就
了偉大的建築與藝術表現，更有著迷人且純樸的鄉村景觀。機上要好好儲備體力，迎接豐富法國
之旅。

此行程搭乘法國航空，由台北直飛巴黎戴高樂機場。我們利用便捷的班機來規劃行程，讓您有更
多時間遊覽法國這個浪漫的國家。



DAY02 台北  巴黎 -25.9km/32min-香蒂伊 -92km/1h35min-吉凡尼 -70km/1h10min-盧昂

★ 香 蒂 伊 城 堡 Chateau de 
Chantilly：佇立在運河旁的香蒂伊城
堡有著綿長的歷史故事，城堡由大城
堡及小城堡兩個主體組合而成，目前
由法蘭西學會擁有。城堡裡的★孔代博
物館擁有法國最多且最豐富的私人收
藏，從雕塑、瓷器到珠寶珍玩無一不
有，藝術價值極高，尤其繪畫作品數
量更是僅次於巴黎羅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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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住宿

晚餐精緻西餐 諾曼第地方料理

Mercure Rouen Center Cathedrale 或同級四星

★莫內花園 Musee Claude Monet：莫內自 1883 年至
過世都居住在吉凡尼，他居住過的房子和工作室目前已
成為印象派以及莫內熱愛者必參訪之地。 印象派的名稱
是以莫內的「日出．印象」為名，著重於光線變化與稍
縱即逝的畫面；印象派的畫家裡也唯有莫內終其一生，
以追逐光影為志業。莫內最著名的『睡蓮』、『水仙花』
等系列名作即是在此完成。

盧昂 Rouen：百年戰爭的佔領、聖女貞德的停駐、二次大戰
的蹂躪，諾曼第地區最具魅力的城市有段動盪的歷史。儘管
在二次大戰幾乎夷為平地，但在近期六十年間，盧昂大規模
的完美重建；自☆聖母院大教堂，穿過文藝復興式的☆金色
大鐘拱門，來到具有哥德式風采的☆法院，漫步在有「城市
美術館」之稱的盧昂。



DAY03 盧昂 -90km/1h20min-象鼻海岸 -45km/50min-翁芙勒 -20km/25min-多維爾

象鼻海岸 Etretat：沿著海岸線來到位於英吉利海峽邊的海蝕自然景觀 -- ☆象鼻海岸（阿瓦勒峭
壁）。莫內曾在此地留下近百幅畫作、莫伯桑在此留下童年回憶；偵探小說 -- 亞森羅蘋，更把此
地形容成一處藏寶地。

翁芙勒 Honfleur：這裡是繁花海岸上最美麗的小鎮、古老而美麗的
漁港。遍佈全城的藝術畫廊、生氣勃勃的碼頭、倒映在水中的建築，
都曾是吸引印象派畫家鍾情的港口風情。莫內、雷諾瓦、畢莎羅這
些馳名的畫家，不厭其煩的把這美景及寧靜透過畫布來讓世人駐足。
我們帶各位參觀☆碼頭區、☆聖凱薩琳木造教堂等地。

多維爾 Deauville：享譽法國的一個靠海休閑度假小城，有各式各
樣豪華精緻的設施。城市內有非常多的諾曼底風格的別墅與名品店，
法國城市、景觀與建築遺產保護區中擁有 555 棟的建築受到了保護，
市內有三座賽馬場所，其中兩所為普通賽馬場，另一座為國際賽馬
中心。這裡有豪華的海濱酒店、賭場、沙灘棧道，可以去尋找當初
Coco Chanel 的高級淑女訂製服的店面，當然，這裡的高雅品味，
一定會讓你流連忘返。

午餐

住宿

晚餐精緻西餐 飯店內廚推薦

Hôtel du Golf Barrière Deauville 或同級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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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4 多維爾 -177km/2h10min-聖米歇爾山 -60km/1h-迪南 -75km/1h10min-漢斯

★聖米歇爾山 Mont St. Michel：一座小小的聖米歇爾山何以獲得全世界遊客的青睞？除了巨大
華美的大教堂和豐富的歷史背景，最重要的是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帶來的神秘感：海市蜃樓般的
拱立於海中，如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攀上陡窄的石階進入★修道院，巨大的樓梯連接左邊的修
道院和右邊的教堂，陽台可以欣賞聖米歇爾灣的景致，教堂內嚴謹的羅馬式拱廊與華麗的哥德式
形成對比，而彩繪玻璃透出的光線，美得讓人屏息。

迪南 Dinan：這座布列塔尼歷史最悠久，最受觀光客喜愛的小鎮，
具備了所有吸引觀光客的各項優點：迷你到用雙腳就可以盡興遊
覽、整座城市充滿中世紀風情，倚偎在醉人的洪斯河畔、古蹟保存
地良好；而河畔丘陵高地上的視野絕佳！城市中也聚集了眾多紀念
品店、手工藝品店、可愛的餐廳及咖啡館等。

聖米歇爾山，古凱爾人的神殿，至今仍有著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

午餐

住宿

晚餐※ 傳統蛋捲風味餐 ※ 一星米其林晚宴

Hôtel & Spa Saint-Antoine 或同級四星



DAY05 漢斯 -188/2h10min-阿旺橋鎮 -85km/1h-卡納克 -96km/1h20min-拉博爾

阿旺橋鎮 Pont-Aven：小巧玲瓏的阿望橋鎮是法國西北區著名的藝術村。畫家高更移居大溪地前
便是居住在此，而他就是在這裡描繪出畫作「黃色基督像」。沿著阿望河可以見到一幢幢的白色
小屋佇立在河邊，這裡悠閒的氣息與心曠神怡的景致是許多觀光客願意停留在此地的原因之一。。

梅林高舉著魔杖，使勁一揮，將羅馬軍團變成了整齊排列的岩石群…

午餐

住宿

晚餐布列塔尼鄉村料理 五星飯店主廚料理

Hôtel Barrière Le Royal La Baule 或同級五星

卡納克 Carnac：卡納克周圍數公里的區域，
散佈著無數的巨石；儘管至今仍無法解釋這些
巨石是如何建造、如何被搬運至此地，但這些
史前時代留下來的巨石遺跡，自古即被視為神
聖的象徵。今日利用★小火車見識巨石群，細
細研究這些巨石是如何佇立在卡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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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6 拉博爾 -80km/1h10min-南特 -216km/2h20min-杜爾

南特 Nantes：位於羅亞爾河畔、布列塔尼東南角的南
特，是座富裕且具有豐富文化的城市。自元帥廣場出
發，參觀文藝復興風格的☆聖皮耶．聖保羅大教堂；還
可讚嘆兼顧沉穩及豪華奪目於一身的☆布列塔尼公爵城
堡，歷代法皇曾多次來此小住；從橋上渡過護城河，中
庭可看見多座圓塔及宮殿，古典的建築裝飾充分展現了
南特的悠久歷史。 午後讓您有一個優閒的午后時光，
您可在南特的徒步購物區自由活動。千萬不要錯過著名
的「Passage Pommeraye」，這個由歷史古蹟改建成
為高級的購物商場，除了建築物本身外，極富創意的小
店也會讓您留連忘返。

午餐

住宿

晚餐※「蟬鳴」餐廳，1964 年被列入法國文化歷史遺產保護單位
（若餐廳被包場或是預定額滿，則以米其林叉匙餐廳取代。）

飯店內精緻西餐

Hotel Oceania L'Univers Tours 或同級四星



DAY07 杜爾 -35km/40min-香儂頌堡 -57km/1h5min-香波堡 -123km/1h40min-夏特爾

羅亞爾河，這裏曾經有多少的情感糾結、勾心鬥角，上演著一幕幕的宮廷大戲，而今留下的只是給
世人的回味。

★香儂頌堡 Château de Chenonceau：『她靜
謐卻不無趣，帶點哀愁卻不傷感。』 -- 福拜樓如
是說。一個女人的城堡應該是什麼模樣呢？看到
香儂頌堡或許就有答案了。雪白色的建築坐落在
雪河中央，正像秋水伊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
女人，給予這個古堡一種難以傳述的魅力；這裡
的風格迥異於其他皇家城堡的雄偉，香儂頌堡把
女性柔美的特質展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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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住宿

晚餐※ 羅亞爾河特色料理 精緻西餐

Le Grand Monarque、Jehan De Beauce、Mercure Chartres Cathedral 或同級四星

★香波堡 Château de Chambord：以古典義大利及法國文藝復興建築等工法融合建造而成的香
波堡，可說是羅亞爾河流域最大的城堡。整座城堡花費了 15 年，以大量的馬賽克石板、塔樓、
房間與繁複的皇家圖騰組合而成；若是包含周邊森林區域，香波堡的總佔地面積可和巴黎市區相
比，讓人見識到香波堡的華麗與宏偉。

夏特爾 Chartres：這裡有著自 12 世紀遺留下來、精
心保護的☆老城區，沿著河畔走即可見到中古世紀的洗
衣場、工作坊與住宅遺跡，細細訴說著沙特爾的歷史。
城市中心☆沙特爾聖母院在 1979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這座哥德式的建築自中世紀便有許多人來參訪；
教堂中的彩繪玻璃又被稱為「夏特爾之藍」，當午後
陽光穿透玻璃照射在教堂內，會使整座教堂轉化成靜
謐莊嚴的藍色世界。



DAY08 夏特爾 -115km / 1hr18min-楓丹白露 -9.7km / 13min-巴比松 -60.2km / 46min-巴黎

★楓丹白露宮 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楓丹白露在法文裡意指「美麗的泉水」，而位於巴
黎近郊的楓丹白露宮，可說是法國最大、裝修最精美的皇家宮殿。整座宮殿自 1137 年法王路易
七世開始修建，之後經過歷許多國王的改建及修繕，使楓丹白露宮成為一座富麗堂皇的行宮。建
築富含著義大利建築韻味，將文藝復興風格和法國傳統藝術完美融合在一起，這種風格也被稱為
「楓丹白露派」。

巴比松 Barbizon：19 世紀時，一群藝術家居住在巴比松，創
作出強調平實風景、回歸自然樸實的作畫風格；這樣的作畫方
式被稱為「巴比松學派」，此學派中最為出名的是法國畫家米
勒（Millet）。米勒所創作的「拾穗」、「晚禱」等作品，畫中
所描繪的就是巴比松風景。如今巴比松不僅是藝術家們朝聖之
地，也是許多旅客到法國必參訪的小鎮之一。

午餐

住宿

晚餐地方特色西餐 中式料理

InterContinental Paris - Le Grand、Hotel Banke 或同級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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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09 巴黎

★奧塞美術館 Musée d'Orsay：奧賽美術館收集了大量的印象
派畫作，如莫內的「盧昂大教堂」、「睡蓮」、雷諾瓦的「煎
餅磨纺」；後印象派包括梵谷的「奧維爾的教堂」、高更色彩
濃厚的象徵主義畫作、秀拉以點描法畫成的「馬戲團」、羅特
列克對巴黎的女子和夜生活的描繪，以及羅梭迷人又樸質的夢
幻世界。

巴黎 Paris：古今交融、時尚與傳統的最佳寫照。參觀名氣鼎盛
☆凱旋門、人潮洶踴的☆香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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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更
帶各位前往巴黎最浪漫的餐廳★巴黎鐵塔景觀餐廳。
※ 若遇鐵塔無預警整修、被包場或因故不對外開放等情況，則改至＂蒙帕
納斯 56 層天空餐廳＂用餐。

喔！巴黎是城市之母！巴黎是莊嚴之地！ - 維克多．雨果（Victor Marie Hugo）

午餐 晚餐※ 奧賽美術館精緻西餐 ※ 巴黎鐵塔晚宴

住宿 InterContinental Paris - Le Grand、Hotel Banke 或同級五星



DAY10 巴黎

巴黎的多變，在旅人眼中有不同的樣貌，你看到的是怎樣的巴黎？

今日您可以選擇單飛全日自由活動，或是跟隨領隊的腳步一起探索巴黎！
巴黎是著名的購物區，午後人潮眾多，要排隊等候購物人潮與結帳退稅，往往要花很多時間。今
天，我們反向操作，趁着早上商店人潮較少時，讓您有充足時間滿足購物慾望。

☆蒙馬特 Montmartre：一提起 19 世紀末期的巴黎 -- 
藝術的溫柔鄉，就使人想到蒙馬特。這兒曾經是巴黎藝
術家們的天堂，眾多印象派及 20 世紀初現代主義畫家
們都曾在這附近從事藝術工作或寫生，例如柯洛的蒙馬
特自然風光、雷諾瓦著名的「煎餅磨坊舞會」、羅特列
克的「紅磨坊舞女」或尤特里羅的「蒙馬特」街景。非
凡的聖心堂就巍巍聳立在蒙馬特山巔上，在巴黎只要稍
高一點的角度，都可看到這龐大潔白地聖心堂之身影，
因蒙馬特是巴黎地勢最高的一處，因此這裡就成為眺望
巴黎全景絕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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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住宿

晚餐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

InterContinental Paris - Le Grand、Hotel Banke 或同級五星

由各國語言匯集而成的愛之牆就在蒙馬特高地，這塊由 511 片石磚所組成的愛之牆，除了訴說愛
情的甜蜜繽紛，也宣揚著對於和平與大愛的渴望。

西堤島 Île de la Cité：西堤島在法
文中即是「城之島」，是巴黎城區的
發源地。佇立在塞納河中的西堤島，
承載了巴黎的誕生與成長歷史；無論
是命運多舛的巴黎聖母院、塞納河畔
最古老的新橋，或是保存耶穌受難聖
物的聖禮拜堂，處處訴說著巴黎的過
去與今日。



DAY11 巴黎  台北

歌劇院 5 號包廂，永遠的「魅影」傳說

★巴黎加尼葉歌劇院 Opera de Garnier：以建築師加尼葉（Charles 
Garnier）命名，在過去是獻給法國皇帝欣賞歌劇。由於是王公貴族
的娛樂交際場合，所以歌劇院從外觀至內裝極盡華麗之能事，猶如
一幢金碧輝煌的宮殿。整體建築融合新古典主義、文藝復興主義和
巴羅克風格。巴黎歌劇院是知名音樂劇「歌劇魅影」的場景，其富
麗堂皇的裝飾也使歌劇院被稱為「加尼葉皇宮」。

再不捨，都還是要離開這美麗的國度。午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
續。就像海明威說的：巴黎將永遠跟著你！

午餐

住宿

晚餐法式經典饗宴 機上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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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台北

今日班機飛抵故鄉 -- 台灣。

相信這趟知性與感性的旅程，是您人生的美妙經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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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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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保險（明細請
來電詢問）、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 ( ★ )、巴士等交通安排、行程中註明之早午晚餐、九晚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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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D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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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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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