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藏 蘇台德 德捷 12 天 

 
 

1. 悠久歷史：柏林、慕尼黑、德勒斯登、布拉格、克倫洛夫、埃森納赫 

2. 童話大道：牧鵝少女-哥廷根、小紅帽-阿爾斯菲德、格林兄弟居住 24 年的城市-卡塞爾 

3. 包含門票：瓦爾特堡、貝加盟博物館、無憂宮、邁森瓷器藝術博物館、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

皮爾森啤酒廠、黑光劇、聖維特大教堂、舊皇宮、黃金小巷、伏爾塔瓦河遊船、天文

鐘、彩繪塔 

4. 精選住宿：布拉格連泊 2 晚五星/慕尼黑五星 1 晚/全程 3 晚五星 

5. 豐富美食：米其林推薦餐廳、HB 巴伐利亞香烤豬腳、中世紀懷舊餐廳、小瑞士國家景觀餐廳、

地窖香烤乳豬、奧爾巴赫酒館風味餐、Kartoffelhaus 烤肉餐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877 17：45 — 22：10 04：35 

新加坡→法蘭克福 新加坡航空 SQ-026 23：55 — 06：45+1 12：45 

回程 
慕尼黑→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 SQ-327 13：10 — 07：00+1 11：50 

新加坡→台北 新加坡航空 SQ-876 08：20 — 13：10 04：50 

                DEP:5/13.27  6/10.24  7/8.22  8/5.19  9/2.16.30  10/14.28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新加坡機場法蘭克福機場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航向風景秀麗、人文薈萃

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 

新加坡航空 SQ877 17:45 / 22:1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4:35 

新加坡航空 SQ-026 23:55/06:45+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2:45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機上 

  



 

第 二 天  法蘭克福機場－阿斯菲爾德－卡塞爾－哥廷根 

抵達後來到小紅帽的故鄉-阿斯菲爾德，這裡的建築大部分是 14 世紀以後建造的傳統半木造

房屋與石板地，為典型德國鄉村風格。 

續往位童話大道的中心-卡塞爾，格林兄弟曾在此地就讀中學並啟蒙對童話感興趣和動筆寫

作的發源地，卡塞爾與童話大道上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是這裡大多是磚瓦砌成的建築，前往

威廉高地公園是德國的一處獨特的景觀公園，位於黑森州的卡塞爾市。公園的面積為 2.4 平

方公里，是歐洲最大的依山而建的公園，並且是世界第二大的建在山坡上的公園。 

向晚來到著名的格林童話《牧鵝姑娘》的故事發生地哥廷根。 

【下車參觀景點】威廉高地公園、阿斯菲爾德市政廳、市集廣場、小紅帽雕像。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 法蘭克福—(100KM 01:30)—阿斯菲爾德—(95KM 01:10)—

卡塞爾— (55KM 00:40)—哥廷根 

 

威廉高地公園 

高地公園的面積為 2.4 平方公里，是歐洲最大的依山而建

的公園，並且是世界第二大的建在山坡上的公園。威廉高

地公園開始建設於 1696 年，並且花了大約 150 年才完

成。2013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 

 

阿斯菲爾德 

小紅帽的故鄉—阿斯菲爾德，這裡的建築大部分是 14 世

紀以後建造的傳統半木造房屋與石板地，為典型德國鄉村

風格。 

早餐：機上 午餐：中華家鄉料理 晚餐：旅館內主廚推薦 

住宿：Park Inn by Radisson Gottingen 或 Freigeist Göttingen 或 Eden Hotel 或四星

同等級 

 

  



 

第 三 天  哥廷根－埃森納赫－萊比錫 

今日前往哥廷根建於 1369 年-1443 年的舊市政廳，雄偉的建築外觀彷彿可窺見當時的繁華

景象。立於市政廳前的鵝少女雕塑站在華麗的拱形花架下，低頭俯視手上捧著或拎著的大鵝

小鵝，吸引著格林童話的讀者及各國觀光客的來訪。 

接續來到一個環山圍繞、蒼翠濃密的森林，寧靜、充滿音樂及宗教氣息濃厚、如詩般的古城 

-埃森納赫。1685 年 3 月 21 日，在美麗的晨光中，誕生了一代偉大的音樂家-巴哈。德國的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在瓦爾特堡完成了聖經的德文翻譯，並創立了新的基督教。中世紀的吟

遊歌者手持豎琴，在此古城吟唱自作的詩歌，並舉行歌唱擂台，華格納也曾根據此事蹟寫出

了歌劇”唐懷瑟”。 

向晚時分來到歌德的小巴黎，也是著名的音樂之城萊比錫。 

 

【含門票參觀景點】瓦爾特堡。 

【下車參觀景點】聖喬治教堂、市集廣場、舊市政廳、鵝少女雕像。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哥廷根—(96KM 01:30)—埃森納赫—(204KM 02:30)—萊比錫 

 

瓦爾特堡 

這座城堡建於 1067 年，最後完工在 1170 年。無論是建

築材料還是建築規模或城堡內的設施，瓦爾特堡都是首屈

一指的。1521〜1522 年間，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為了逃

避教皇和皇帝的追捕而在此避難和躲藏，在城堡中，他以

神奇的速度將新約翻譯成為德文，城堡中至今保存有傳說

中的路德秘密隧道。 

 

鵝少女雕像 

哥廷根是著名的格林童話《牧鵝姑娘》（或譯《井邊的牧

鵝女孩》）的故事發生地，這座 14 世紀的商業都市也是

有名的大學城，格林兄弟曾在此任教。據說哥廷根大學的

學生一獲得博士學位，一定要親吻牧鵝公主銅像的臉頰，

才算是真正畢業。這個非常浪漫的活動已成為哥廷根大學

的傳統，牧鵝女孩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哥廷根的精神像徵。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Kartoffelhaus 烤肉餐 晚餐：德國料理風味 

住宿：The Westin Leipzig 或 Radisson 或 Innside by Meliá Leipzig 或四星同等級 

 

  



 

第 四 天  萊比錫－柏林 

1729 年巴哈在聖托瑪斯教堂首演《馬太受難曲》，之後，隨時間流逝，這齣舉世鉅作便漸漸

黯淡下來，直到一百年後孟德爾頌於柏林親自指揮演出《馬太受難曲》，才震驚音樂界；宗

教改革的馬丁路德於 1539 年在此佈道。孟德爾頌更在 1843 創立了萊比錫音樂院，舒曼、

克拉拉等等的音樂豐富了此城。今日晚餐是萊比錫最有名的餐館奧爾巴赫酒館內享用午餐，

文藝青年歌德《浮士德》靈感源自奧爾巴赫小酒館。 

午後時分來到原東德大城－柏林。現今柏林集結了現代經典與傳統智慧於一身，造就古典與

現代建築藝術相互映襯，雄偉的命運之門勃蘭登堡門輕聲低訴德國的興衰榮辱的過往，對柏

林人懷有特殊的感情。 

◆備註：如浮士德餐廳遇到休息或客滿則改以其他餐廳代替。 

【下車參觀景點】萊比錫歌劇院、聖托瑪斯教堂、新布商大廈音樂廳、歌德雕像、新國會大

廈、柏林電視塔、布蘭登堡門、波茨坦廣場。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萊比錫—(190KM 02:30)—柏林 

 

孟德爾頌：「我有預感，上帝要我去萊比錫。」 

1729 年 4 月 19 日，巴哈的《聖馬太受難曲 BWV244》

在萊比錫聖托瑪斯教堂上演，距首場迄今已經 200 多年。

此曲在巴哈生前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沈寂了數十個年

頭，一直到孟德爾頌於 1841 年，在巴哈首演此曲的聖托

馬斯教堂再次演奏。人們彷佛還能感受到，巴哈在描述聖

経上記載的，有關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場面，是如何的

打動每一位信徒的心靈。 

 

奧爾巴赫地窖餐廳 

1525 年，奧爾巴赫醫生教授在自家酒窖中開設了一家學生

小酒館，“適度飲用葡萄酒有助於預防多種疾病”是他的初

衷。如今，奧爾巴赫地下室酒館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餐廳之

一。歌德筆下形容讓這座餐廳文明百年：”如你來萊比錫而

沒到奧爾巴赫酒窖一坐，那麼就不算你來過萊比錫“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奧爾巴赫酒館風味餐 晚餐：中華家鄉料理  

住宿：Alexanderplatz 或 Park Inn by Radisson Berlin Alexanderplatz 或四星同等級 

 

  



 

第 五 天  柏林<<2019 柏林圍牆倒塌 30 年 

柏林從布蘭登堡城門到博物館島，這裡可是著名的菩提樹大道，大道的兩旁盡是歌劇院、美

術館、圖書館、洪堡大學…，透明圓頂的新國會大廈及象徵著昔日分裂的柏林及那未加修復的

威廉大帝紀念教堂，讓人牢記著戰爭的殘酷。柏林電視塔是昔日東德向世人炫耀的主要地標，

波茨坦廣場是新柏林最有魅力的場所之一，其引人注目的建築集餐館、購物中心、劇院及電

影院等於一身，使它不僅吸引著觀光的遊客，而庫坦大街是柏林最時髦的林蔭購物大道。 

 

【下車參觀景點】柏林圍牆遺址、查理檢查哨、蓋世太保黨的總部、東邊畫廊(兄弟之吻)、威                

廉大帝紀念教堂。 

【含門票參觀景點】貝加盟博物館。(如遇休館或整修則改參觀 Altes Museum 或德意志

博物館或其它博物館)。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柏林市區遊。 

 

歷史中最想被人們遺忘的地方蓋世太保總部 

恐怖地形圖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是納粹時期的秘密警

察由國家黨衛隊控制，它在成立之初是一個秘密警察組織，

後加入黨衛隊人員，一起實施「最終解決方案」。 這裡曾是

納粹秘密警察蓋世太保黨的總部。在二次大戰時，盟軍瘋狂

轟炸此地，幾乎將這裡夷為平地。現在，在原址建立了博物

館。博物館內記載蓋世太保以及德國二戰時期的黑暗歷史與

沉痛的氛圍。 

 

孟姜女哭倒柏林圍牆 30 年了 

這座圍牆建於 1961 年，目的是將當年早已分裂狀態的柏林

劃分東西。1989 年 11 月 9 日那天，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

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在直播的國際記者會中宣佈，「即時

sofort, unverzüglich」取消所有外遊限制，這天讓境內民眾

跨越圍牆到西邊去。東德長大的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她曾在一段致詞中談到：「我想沒有人會忘記那一

天，至少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美食推薦餐廳 晚餐：德國香烤豬腳餐 

住宿：Alexanderplatz 或 Park Inn by Radisson Berlin Alexanderplatz 或四星同等級 

  



 

第 六 天  柏林－波茨坦 - 邁森瓷－德勒斯登 

今日我們探訪原是普魯士國王別墅無憂宮，壯麗的皇宮後花園，擷取法式平面幾何、英式風

景庭園之特色而成，引人注目的噴泉花園，徜徉其間，的確能令人忘卻煩憂。 

午後來到素有『薩克森搖籃』之稱邁森，18 世紀初，德國人知道數百年來傳入歐洲價值連 

城的中國瓷器，其原料是邁森產有大量的高領土和陶土時，在 1710 年開辦了皇家瓷器手工 

工廠，燒造了歐洲最早製造的瓷器，是第一批在東方以外燒造高品質的瓷器，經過 300 多年 

不斷發展，邁森瓷器在造型、圖案設計與藝術風格上，都引領風騷享譽全球，如今邁森已被 

譽為歐洲瓷器之都，也是瓷器收藏者最喜愛的對象。 

午後來到素有「易北河畔佛羅倫斯」美譽的德勒斯登。 

 

【含門票參觀景點】無憂宮(如遇休館或整修則改參觀新宮 Neues Palais)、邁森瓷器藝術博物

館(如遇休館或整修則改參觀綠穹珍寶館)。 

【下車參觀景點】無憂宮後花園。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柏林—(35KM 00:50)—波茨坦—(210KM 02:30)—德勒斯登 

 

腓特烈大帝：王冠僅僅是一頂不防雨的帽子 

腓特烈大帝這句話證明了其謙虛的態度，他的願望就是一個

普通人的願望：無憂、無慮 Sans Souci。他命人於 1745

年和 1747 年間建造了無憂宮作為夏宮。這是他最喜歡的地

方，同時也是一個庇護所，他不情願進行哪怕只是一點小小

的維修，因為這座宮殿是他的宮殿，“只需要存在於我的生

命裡”。 

 

美到令人窒息的邁森瓷器 

邁森瓷器藝術博物館，將帶您走進 300 多年的瓷器製造歷史長

河，收藏了大量的邁森瓷器，規模宏大，展品從 1710 年歐洲瓷

器發明初時經典之作，直到現代最新佳作，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從 1916 年開始，該博物館就做為瓷器廠的生產作坊對外開放，

供遊人參觀。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Wansee 萬湖料理 晚餐：百年地窖香烤乳豬風味 

住宿：Westine 或 Hilton Dresden 或 Innside Dresden 或四星同等級 

  

https://acendasvacations.com/offers/vikings-elegant-elbe-river-cruise/
https://acendasvacations.com/offers/vikings-elegant-elbe-river-cruise/


 

第 七 天  德勒斯登－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布拉格(魔幻黑光劇) 

德勒斯登！這曾為古代薩克遜王國首都所在地，奧古斯都君王「唯藉藝術創作而不朽」的河 

上城市，在漫漫的長流中，留下永恆不變的美麗，充滿了德國的歷史與驕傲，非三言兩語可 

以道盡。 

午後來到全歐洲石林景觀最優美、也是壯闊的「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蜿蜒的易北河穿 

流而過及頻繁的火山活動，讓這砂岩的山地難抵造物者的魔力，如鬼斧神工般的雕刻出斷崖 

絕壁的奇景，令人驚嘆不已！ 

向晚時分來到白塔之城－布拉格。晚間我們特別安排欣賞布拉格特有的音樂藝術活動之一的魔幻黑 

光劇，黑白之間由螢光、音樂及人的肢體活動搭配呈現出來，是布拉格特有的表演，不容錯過。 

【含門票參觀景點】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 

【下車參觀景點】塞姆佩爾歌劇院、聖母教堂、君王行列壁畫、茲溫葛皇宮。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德勒斯登—(46KM 00:50)—小瑞士國家公園—(125KM 01:50 

                          )—布拉格 

 

「王侯馬列圖 Fürstenzug」 

德勒斯登作為選帝侯與薩克森王室世紀以來的居所，德勒

斯登自然是被精心雕琢，在奧古斯都時期更是大量引入義

大利的藝術家。美麗的舊城中心最精華處，當屬使用兩萬

三千片高級麥森瓷磚拼製的「王侯馬列圖 Fü

rstenzug」，講述 Wettin 王朝自十二世紀以降 700 年悠

長輝煌歷史。 

 

德東秘境～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 

在青翠蜿蜒的河谷，斷崖絕壁之間，有股神祕且壯闊氣

勢，是在歐洲很難找到像「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的景

致。奇特的白堊紀侵蝕景觀將令您享受一次難以忘懷的體

驗，也是中歐獨一無二的白堊砂岩岩石景觀、幽深的山

谷、平頂山和峽谷..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薩克森小瑞士國家公園景觀餐廳 晚餐：中華家鄉料理 

住宿：Corinthia Tower 或 Savoy 或 Grandium 或五星同等級。 

 

  



 

第 八 天  布拉格【皇宮城堡區、天文鐘、伏爾塔瓦河遊船、老城區自由活動】 

今日的行程就從古堡皇宮區開始：首先來到皇宮城堡區，參觀宏偉的哥德式建築聖維特大教

堂、總統邸、因煉金術士聚集而得名的黃金小巷，著名作家〝卡夫卡〞曾在此完成許多世界

名著。由古堡區居高臨下，俯瞰舊城尖塔林立、各種中世紀風格建築並存的繁華景象，宛若

童話故事一般。 

午餐後，來到伏爾塔瓦河畔，河上最受遊客青睞的便是查理士橋，長達 505 公尺，16 個巨

大橋墩、兩端的橋塔，以及兩側高大聖像群，讓這座大橋與眾不同。我們乘船欣賞被人們喚

作「波西米亞的母親」，伏爾塔瓦河兩岸風光、具歷史價值得建築更在咫尺一方；隨著水流

的速度慢賞，以不同的角度欣賞布拉格之美。 

接著來到豎立著捷克著名字教改革家胡斯塑像的老城廣場，而廣場上建於 1410 年的天文鐘

則是廣場上的另一趣味所在。 

 

【含門票參觀景點】聖維特大教堂、舊皇宮、黃金小巷、伏爾塔瓦河遊船、天文鐘。 

【下車參觀景點】布拉格古堡區、查理大橋、老城廣場。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布拉格市區遊 

 

布拉格天文鐘 

座落於老城市政廳的南面牆上，是一個熱門的旅遊景點。

天文鐘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天文鐘面，代表太陽和月亮在

天空中的方位，顯示各種天文資料；「行走的使徒」，每小

時顯示使徒和其他移動雕塑；下部的日曆盤代表月份。 

 

我在伏爾塔瓦河河面上遇見卡夫卡 

卡夫卡曾在信中說：「我最喜歡划著我的小船，沿伏爾塔瓦河

逆流而上，然後仰臥在船中，順流而下，欣賞不同形式的

橋。」今日我們將如卡夫卡，搭上伏爾塔瓦河遊船，欣賞兩岸

明媚風光。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美食推薦餐廳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Corinthia Tower 或 Savoy 或 Grandium 或同等級五星旅館 

 

  



 

第 九 天  布拉格－特爾趣－克倫洛夫(或 Hluboka) 

今日來到 1992 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保護的古城－特爾趣於 2013 年 11 月被評比為

「歐洲最美的七個小鎮之一」，滿城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傲然聳立於山頭；嫩粉色的建築

與山林、湖泊相交成趣，如畫景色彷彿千萬張相片也帶不回真實所見的悸動與感動。 

午後波希米亞迷人的中古小鎮庫倫洛夫彷彿時光倒轉 700 年，小鎮任何事物都像未曾改變

過，伏爾塔瓦河呈 S 型貫穿全鎮，小鎮所有街道都由小石頭及石板塊鋪成，滿城紅色屋頂及

色彩繽紛的塔樓，迷人的景致令人沉醉其中。 

 

【含門票參觀景點】庫倫洛夫城堡彩繪塔。 

【下車參觀景點】庫倫洛夫城堡及後花園、古城區、薩哈利亞修廣場、瑪利亞柱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布拉格—(155KM 02:00)—特爾趣—(111KM 01:45)—庫倫洛

夫 

 

中世紀粉彩夢幻波希米亞小鎮 

三面人工湖環繞的特爾趣古城，其魅力不在宏偉城堡、奢

華宮殿、高聳教堂，而是一棟棟精巧華美的小屋。這裡完

好地保存了中世紀中歐市鎮的舊貌，彷彿讓人走進童話世

界中；色彩繽紛柔和，並列而不顯突兀，是其一大特色。 

 

臨上 360°彩繪塔，古城美景盡收眼簾 

佇立在山丘上的城堡是 13 世紀的要塞，地勢狹長倚山而

建，地據天險。城堡規模在捷克境內僅次於布拉格城堡，

奢華氣派可比宮廷。彩繪塔建集哥德式和文藝復興風格建

造，16 世紀塔身用裝飾用的壁畫，採用幻影彩繪技法，

利用光、色營造錯覺，達到立體的視覺效果。走在古鎮

上，不論哪個角落，一抬頭都能看見他，也成了照片中的

主角。塔上是眺望小鎮全景的最佳位置，絕對值得登高望

遠。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波西米亞烤肉 晚餐：中世紀懷舊餐廳  

住宿：Hotel Old Inn 或 Zalady 或 Belluve 或四星同等級 

 

  



 

第 十 天  克倫洛夫 - 帕紹 - 慕尼黑 

今日越過德捷兩國邊界，來到位於多瑙河、因河和伊爾茨河的交匯上的帕紹，此城被稱為

「三河城」。帕紹的舊城區因為多瑙河與茵河的切割，呈現三角狀，聖史帝芬大教堂穩穩的

矗立於舊城區的中心位置，俯瞰三河之城的寧靜與美好，默默地守護著這城市的居民與旅

者。午後來到德國巴伐利亞州的首府慕尼黑，一座擁有悠久傳統的國際化大都市，它迷人、

恬靜、繁華、如夢似幻，是德國的生活品味之都。 

【下車參觀景點】帕紹舊城區、聖史帝芬大教堂、主教城堡、聖母教堂、瑪麗安廣場、新市

政廳。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庫倫洛夫—(155KM 02:35)—帕紹—(190KM 02:15)—庫倫洛

夫 

 

戀戀薔薇美少女～庫倫洛夫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請芍藥含春淚，

無力薔薇臥曉枝。」庫倫洛夫有著ｓ迷人腰身，與文藝復

興式樣的衣裳，如薔薇嬌態楚楚般的少女，清雅脫俗的氣

質，總讓人看了心驚肉跳，叫你如何不動心？她應該是僅

次於布拉格，最令人留連忘返的小鎮了，優美典雅的小

鎮，加上聳立的城堡區，在在顯示出此鎮的不凡風光 

 

三河之城帕紹-巴洛克明珠小鎮，每一步都是寶藏 

法國的拿破崙把帕紹 Passau 稱之為德國最美麗的小城。

帕紹，這個小城市處於德國，奧地利，捷克的三環地帶，

不但交通位置重要，其古色古香的老城區也非常引人注

目。漫步在帕老城，古色古香的街道和優雅的巴洛克建

築，襯托著河面閃耀的光影，真有一種臨水照花、卓爾不

群的美。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Das Oberhaus 米其林推薦餐廳 

或 Bräustüberl Hacklberg 美食餐廳 
晚餐：H.B 巴伐利亞香烤豬腳 

住宿：The Westin Grand 或五星同等級 

      (如遇節慶或大型會議則改安排鄰近城市四星級旅館。) 

 

  



 

第十一天 慕尼黑機場  新加坡機場 

再美麗的行程終有結束的時候，此趟旅行帶給您的想必是另外一種特別的體驗，也許您會相

信時光真的能在此停留，向熱情的葡萄牙道聲再見，告別南歐熱情拉丁，之後帶著依依不捨

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飛返甜蜜的家，夜宿機上。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新加坡航空 SQ-327  13:10/07:0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11:50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機上 

 
 

第十二天  新加坡機場  桃園機場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番難忘的東歐之旅。敬祝健康、快樂。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新加坡航空 SQ876 08:20 / 13:10 

                               預計飛行時間約 04:50 

 

▲本公司保有依航班及內陸交通調整先後順序之權利 

▲單人報名若無另外告知，則由旅行社安排與其他單人旅客配房；若需求使用單人房，請務 

  必「主動」與旅行社說明「自願補單人房差」。另，出發前若無法完成配房，須請旅客補 

  足單人房差價；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貼心安排及保證 
 

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 元)。 

◆西式晚餐含飲料一杯。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