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希臘 

雅典+米科諾斯島+聖托裡尼島+絕美愛琴海 

8天6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ATHATH8-MS   

出發城市 雅典 Athens   

目的地城市 雅典 Athens 途經地點 

米科諾斯島 

Mykonos、聖托裡尼島 

Santorini 

行程天數 8 天 6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3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434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399 = 2399 

【7天】燃油附加費:1 x 35 = 35 

兩人入住：$18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86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899 = 3798 

【7天】燃油附加費:2 x 35 = 70 

三人入住：$18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5802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1899 = 5697 

【7天】燃油附加費:3 x 35 = 105 

單人拼房：$204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084 

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2049 = 2049 

【7天】燃油附加費:1 x 35 = 35 

    

出發班期 

 2023年出發班期：  

4月：04/15、04/29  

5月：05/13、05/20、05/27  

6月：06/10、06/17  

7月：07/01、07/15、07/29  



8月：08/12、08/26  

9月：09/02、09/16、09/30  

10月：10/07、10/14、10/28  

    

產品特色 

【米科諾斯】重拾眾神遺落在愛琴海上的白寶石，在最接近天堂的小島，淪陷於極致海島的藍天白屋。 

【聖托裡尼】流連人間理想邦，探尋傳說中的失落大陸：亞特蘭蒂斯；或在藍白聖島的海岸線，淺抓一縷清新

的海風。 

【雅典印象】get諸神之城的正確打開方式，開啟西方文明的發現之旅，捕捉傳統的民族風情。 

【驚豔味蕾】海鮮自助餐和特色希臘燒烤三道式，色、香、味統統讓人著迷，滿足你的美食控！ 

【貼心安排】雅典至米島體驗豪華游輪舒適的頭等艙艙位，米島至聖托裡尼快船升級商務艙艙位，在船上領略

愛琴海的無限風光。 

【酒店升級】有機會自費升級聖托裡尼島懸崖酒店，滿足你對山海日落的一切幻想。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埃勒弗瑟裏奧斯韋尼澤羅斯國際機場 (ATH) ； 

免費接機時間為：12:00或18:00（此時間為導遊接到客人後離開機場的時間） 

    

離團地點 

埃勒弗瑟裏奧斯韋尼澤羅斯國際機場 (ATH)； 

詳情請見最後一天內容。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希臘雅典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被視為西方文明

發源地的希臘首都-雅典。 

三餐自理，夜宿飛機上。 

 

    

    



Day 2 抵達希臘雅典 

全天   

今天您將抵達雅典斯帕塔機場，熱情的工作人員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之後帶您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埃勒弗瑟裏奧斯韋尼澤羅斯國際機場 

(ATH)免費接機時間為：12:00、18:00（此時間為導遊接到客人後離開機場的時間）。 

三餐請自理。 

 

    

晚上   

酒店：Ilisia Hotel Athens 或 Emmantina Hotel 或 Breeze Boutique Athens 或 同級 

    

    

Day 3 雅典市區游覽 

全天   

希臘的首都雅典，被稱為西方文明的搖籃和歐洲哲學的發源地，是現代奧運的起源地，被人們稱為“諸神之城”

，以“雅典娜女神”高貴的名字命名，用英雄的傳說和史詩般的戰爭敘述著自己的歷史。 

  

行程安排： 

無名英雄紀念碑（外觀，15分鐘）→ 總統府（外觀，15分鐘）→ 希臘議會大廈（外觀，20分鐘）→ 

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主會場（外觀，10分鐘）→ 雅典衛城（包含門票，60分鐘）→ 

普拉卡老城區（30分鐘）→ Little Kook網紅街（30分鐘） 

 

    

全天   

無名英雄紀念碑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無名英雄紀念碑這是雅典的一個著名旅遊景點，位於國會大廈和憲法廣場之間。紀念碑建於1928年，是為了紀

念在擺脫土耳其統治的戰爭中捐軀的希臘無名英雄。 

 

希臘總統府 Presidential Mansion 

希臘總統府位於希臘首都雅典的一座建築，也是希臘總統的官邸。總統府是用大理石建成的，整個建築是米黃

色的，採用的是新古典式的建築風格，大廈正面有十根呈一字排開的維多利亞式的大理石柱，共三層，中間主

樓的樓頂上飄著希臘的國旗，整體建築非常的宏偉壯觀。 

 

希臘議會大廈 Athens Hellenic Parliament 

希臘議會大廈是原是希臘第一代國王奧托的王宮，是由德國拜恩州宮廷建築師加盧道納設計建築，提到希臘，

暴光率最高的除了衛城就是這裡每天進行的衛兵交接儀式了。遊覽雅典，憲法廣場上無名戰士碑前的衛兵交接



儀式 

，是最不容錯過的節目。每兩個小時都會換崗一次，每個星期天點都有一次大換崗儀式。換崗儀式一結束，兩

位軍官會上前為兩位衛兵整理軍容，然後遊客就可以與衛兵拍照了。 

 

帕那辛納克體育場 The Panathenaic Stadium 

1895年，為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雅典奧運會而建的希臘雅典帕那辛納克體育場重建完成，它成為世界上唯

一一座大理石建造的大型體育場。1896年4月6日，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在這裡舉行。從遠處望去，這座體育場散

發著淡淡的黃色，晶瑩剔透的大理石在烈日的直射下發出奪目的光彩。 

 

雅典衛城 Acropolis of Athens 

雅典衛城位於雅典市中心西南部，雄踞150多米高的衛城山丘之巔，是城市的地標和古希臘的象徵。雅典衛城包

括希臘古典藝術最偉大的四大傑作—

派特儂神廟、通廊、厄瑞克修姆廟和雅典娜勝利神廟，詮釋了一千多年來在希臘繁榮、興盛的文明、神話和宗

教，可被視為世界遺產理念的象徵。1987年，雅典衛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

名錄》。 

 

普拉卡老城區 Plaka Old Town 

普拉卡區是雅典最適合散步的地區，這裡遺留著許多19世紀的街道和交錯相通的小巷，遊客除了可以在此體驗

希臘的傳統民族風情，還可以在鱗次櫛比的小店中盡情採購帶有異域風情的紀念品，如古希臘雕刻的複製品、

企圖仿製的古希臘銅像、希臘風格的才氣和陶器、畫盤、希臘古典圖案的金銀首飾、傳統服裝等等。 

 

Little Kook 網紅店 

Little 

Kook是一家集咖啡、甜品、美食於一體的餐廳，以自己特色的裝修風格俘獲了大量粉絲。整條街都充滿了魔幻

色彩，打卡網紅咖啡店。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特色希臘燒烤三道式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海鮮自助餐 



    

晚上   

酒店：Ilisia Hotel Athens 或 Emmantina Hotel 或 Breeze Boutique Athens 或 同級 

    

    

Day 4 雅典 - 郵輪 - 米科諾斯島 

全天   

清晨前往碼頭，搭乘豪華遊輪體驗頭等艙艙位，前往米科諾斯島，您可以在船上欣賞沿途美麗的海景。 

參考船期：07:40-11:50 

（溫馨提示：行程中的船班時刻與地點將受當地天氣狀況或船公司運作等情況決定，如遇船班更改、停航或抵

達地點改變，我司將有權利調整行程，敬請理解！） 

溫馨提示：為方便您的出行，大件行李屆時需寄存在酒店內，請另行攜帶小號行李箱登船。 

  

抵達米科諾斯碼頭，導遊將帶領客人遊覽迷人的米科諾斯小鎮：威尼斯小碼頭、十六世紀風車景觀、米克諾斯

島的象徵鵜鶘“彼得三世”，漫步於鎮上錯綜複雜的小巷，觀賞島上藝術家的精美手工藝品。 

之後，您可以自行前往米科諾斯島純淨細緻的海灘盡情嬉戲愛琴海，也可自行乘車前往天堂海灘參觀。 

 

    

下午   

米科諾斯島 Mykonos 

有“愛琴海上的白寶石”之稱的米科諾斯是一座將典雅精緻的氣息發揮到極致的海島，這裡既有歐洲都市的時髦

迷人氣質，又有愛琴海藍天白屋風車的輕鬆悠閒。在小島西側靠港後，你很快便會進入米科諾斯如諸葛亮的八

陣圖一般複雜莫測的小鎮建築群，這片不亞於迷宮的步行區是中世紀時小島守軍的防禦工事所在。作為小島上

的地標，五座卡特米利風車一定會讓你童心氾濫，是島上必去的觀光景點之一。在風車南邊的海灘，還有三隻

被當地居民奉為護島福神的鵜鶘明星，包括一隻在安享晚年的佩德羅二世和兩隻精力充沛的佩德羅三世。無論

當地人還是遊客，都對它們寵愛有加，投食者甚眾。 

 

小威尼斯 Mikri Venetia 

小威尼斯特指米科諾斯島海灘旁密集的彩色建築群，坐擁欣賞米科諾斯島絕美夕陽美景的地利優勢。這裡也有

眾多酒吧和餐館，十分熱鬧。古老的建築建構和地理環境讓小威尼斯頗有頗有曲徑通幽之妙。在夜幕降臨後，

人們可以繼續端坐在露天的座椅中，欣賞水天一色的浩瀚畫卷以及米克諾斯島沿岸燈火通明的璀璨，如此良辰

美景，隨性點上一杯小威尼斯特調的酒，便是錦上添花了。 

 

天堂海灘 Paradise Beach 

米科諾斯較為吸引人的就是海灘，這個說法一點也不誇張。這裡風情無限的陽光海灘是無數熱愛海洋的人夢寐

以求的度假勝地，其中尤其具代表性的海灘無疑是天堂海灘。常有人用“4S”來形容這裡：Sun（陽光），Sea（

海洋），Sand（沙灘）和Sex（性感）。 



 

 

    

晚上   

酒店：Aphrodite Beach Hotel 或 San Antonio Summerland 或 Makis 或 同級 

    

    

Day 5 米科諾斯島 - 郵輪 - 聖托裡尼島 

全天   

今天上午您可以繼續自由遊覽米科諾斯小鎮，享受輕鬆愜意的獨屬於自己的時光。下午我們將離開米科諾斯島

，搭乘豪華遊輪，體驗商務艙艙位，前往位於愛琴海的聖托裡尼島，這裡的白牆藍頂，讓世界各地的遊客心馳

神往。抵達聖托裡尼島後，我司將安排專車送您前往酒店辦理入住。之後，您可以參加伊亞小鎮日落之旅（2小

時）。 

  

船期時間參考：13:35-16:20 

約3個小時左右（溫馨提示：行程中的船班時刻與地點將受當地天氣狀況或船公司運作等情況決定，如遇船班更

改、停航或抵達地點改變，我司將有權利調整行程，請以實際預訂為准，敬請理解！） 

 

    

下午   

聖托裡尼島 Santorini 

聖托裡尼島位於希臘愛琴海南部，風景如畫，擁有大量愛琴海經典的藍白色系建築，又以色彩鮮豔的沙灘和純

淨唯美的海灣著稱，成為無數人夢寐以求的蜜月天堂、度假勝地。這裡也是傳說中的古代發達文明亞特蘭蒂斯

沉沒的地方，充滿神秘氣息。聖托裡尼島西側懸崖上方的費拉小鎮，狹窄的巷弄之間商店、餐館林立，是島嶼

上比較熱鬧的地方，也是觀看海景的好地方，在沙海灘吹吹海風，享受明媚的陽光，非常愜意。 

 

伊亞小鎮日落之旅 Oia Town Sunset Tour 

伊亞（OIA）小鎮又被稱為伊亞藝術村，坐落在聖托裡尼島的西北角，被世界旅遊組織評為10佳觀賞落日的地點

之一。同時這裡也是藝術家的天堂，藍白相間的房屋，時而會有教堂的穹頂展現在您的眼前，時而會有爬滿牆

壁的三角梅讓你感到震撼。這裡沒有費拉（FIRA）的喧囂，卻有著特有的和諧，沒有紅沙灘的壯麗，卻有著落

日時漫天彩霞的奇觀，小鎮邊緣的風車，訴說著每天落日的情懷，觀景台讓客人有著最佳的機位來抓住那永恆

的瞬間。在伊亞小鎮不再單單是藍白的組合，紅色的三角梅，橘色的風鈴讓人留戀，難以忘懷。從酒店或者費

拉鎮出發前往伊亞，日落結束後送回酒店。 

 

 

    

晚上   



酒店：AnaMark 或 Villa Manos Hotel 或 Albatros Hotel 或 同級 

    

晚上   

可付費升級懸崖酒店：Hotel Goulielmos 或 Blue Dolphin Hotel 或 Pearl on the Cliff 或 同級 

  

懸崖酒店溫馨提示： 

懸崖酒店是位於聖島不同的懸崖區域的酒店統稱，懸崖代表的是地理位置，不代表酒店一定在懸崖邊上建造，

也不代表酒店所有房間能看到懸崖景觀；同時，由於當地有上百家懸崖酒店，懸崖酒店規模有限，旅行社本次

安排酒店是在懸崖區域內。酒店大多規模較小，房間陳設簡約。懸崖酒店區域基本上為階梯石子路，酒店門前

禁止停車，客人需要手提行李步行進店，步行路程約10-

20分鐘。因懸崖酒店客源主要是夫妻或情侶，以大床房型為主；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許多懸崖酒店出於安全

原因不願接待兒童。 

 

    

    

Day 6 聖托裡尼 

全天   

今天您可以繼續在聖托裡尼島自由活動，享受屬於您自己的悠閒旅行時光。或者自費參加聖托尼裡環島遊（5小

時左右）和聖托裡尼雙體遊艇出海（5小時左右，每船至少8人起）。 

  

聖托尼裡環島遊特色： 

第一站：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拍攝聖托裡尼宣傳照的藍頂教堂 

第二站：壯麗的紅沙灘 

第三站：聖島有名的黑沙灘 Perissa 

第四站：風景如畫的村莊 Pirgos 

第五站：聖托裡尼的首府費拉小鎮 Fira 

  

聖托裡尼雙體遊艇出海特色： 

包含現釣現烤地中海海鮮和烤肉大餐、無限量酒水暢飲、免費提供海釣、浮潛設備，五小時尊貴VIP遊覽地中海

。 

 

    

全天   

聖托裡尼島 Santorini 

聖托裡尼島位於希臘愛琴海南部，風景如畫，擁有大量愛琴海經典的藍白色系建築，又以色彩鮮豔的沙灘和純

淨唯美的海灣著稱，成為無數人夢寐以求的蜜月天堂、度假勝地。這裡也是傳說中的古代發達文明亞特蘭蒂斯

沉沒的地方，充滿神秘氣息。聖托裡尼島西側懸崖上方的費拉小鎮，狹窄的巷弄之間商店、餐館林立，是島嶼



上比較熱鬧的地方，也是觀看海景的好地方，在沙海灘吹吹海風，享受明媚的陽光，非常愜意。 

 

聖托裡尼雙體遊艇出海 Santorini Catamaran Sailing 

雙體遊艇暢遊浪漫愛琴海，聖島最最火爆的項目！專車碼頭接送，乘坐雙體遊艇出海，途徑紅沙灘（由豐富的

火山礦物土壤質形成）和白沙灘，沒有人能夠抗拒珊瑚礁和水晶般清澈的海水。我們將前往火山噴發後天然形

成的奇特黑岩，被當地人稱之為“印第安人之臉”。在經過“威尼斯燈塔”後，遊艇駛往NEA 

KAMENI火山天然溫泉後駐足在風平浪靜的海灣供大家游泳、海釣、用餐。在遊艇上除了遊覽參觀外，還可以享

受到vip式服務，酒水飲料免費盡情暢飲，享受當地特色的海鮮烤肉大餐，船上現場烹飪料理，免費的浮潛和海

釣設備，歡快的氣氛，壯麗的風景，盡情地暢遊愛琴海，令您流連忘返。結束後專車送回酒店。 

 

聖托裡尼環島遊 Santoniri Island Tour 

第一站：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拍攝聖托裡尼宣傳照的藍頂教堂（聖島第一打卡地），站在懸崖之上，遠處的火山

島，月牙灣中的地中海郵輪，湛藍的愛琴海，用手機就可以拍出明信片照片。 

第二站：壯麗的紅沙灘，這裡是火山噴發後天然形成的巨大紅色斷崖，有大片大片的紅色裸岩，岩石因富含鐵

物質，因此呈現出迷人的紅色，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更加神奇和耀眼。 

第三站：聖島有名的黑沙灘 

Perissa，這裡是通過火山島噴發所留下的黑砂石不斷風化形成的，遊客來到這裡能感受到愛琴海的風情。湛藍

的海水清澈而且冰涼，在沙灘邊的咖啡吧品嘗一杯希臘特色咖啡：Frappe，會讓你心情無比舒暢。 

第四站：風景如畫的皮爾戈斯小鎮 

Pirgos（方圓一平方公里的小鎮擁有49個私人教堂），寧靜古典，同樣是藍天、白雲、藍頂、白房子，很適合拍

照。 

第五站：聖托裡尼的首府費拉小鎮 

Fira。這座小鎮建在聖托裡尼島西部400米高的火山邊緣，景色相當壯觀，小鎮房屋的牆全是白色的，屋頂是深

藍色，與天空、海洋混為一體，隨手一拍就是一張明信片。您可以在這裡俯瞰愛琴海、眺望對面的火山島、吹

吹海風，曬曬陽光浴或在步道上隨意的走走逛逛，拍拍照片。 

 

 

    

晚上   

酒店：AnaMark 或 Villa Manos Hotel 或 Albatros Hotel 或 同級 

    

晚上   

可付費升級懸崖酒店： Hotel Goulielmos 或 Blue Dolphin Hotel 或 Pearl on the Cliff 或 同級 

 

    

    

Day 7 聖托裡尼島 - 飛機 - 雅典 



全天   

早上您可以觀賞著名的愛琴海日出，漫步在碧海藍天下，抓住最後的時間，捕捉聖島的美麗景致，迎著徐徐海

風，拍出獨屬於你的ins大片~ 

下午乘坐飛機返回雅典（請自理從聖島返回雅典的機票費用），飛行時間約45分鐘。 

 

    

上午   

聖托裡尼島 Santorini 

聖托裡尼島位於希臘愛琴海南部，風景如畫，擁有大量愛琴海經典的藍白色系建築，又以色彩鮮豔的沙灘和純

淨唯美的海灣著稱，成為無數人夢寐以求的蜜月天堂、度假勝地。這裡也是傳說中的古代發達文明亞特蘭蒂斯

沉沒的地方，充滿神秘氣息。聖托裡尼島西側懸崖上方的費拉小鎮，狹窄的巷弄之間商店、餐館林立，是島嶼

上比較熱鬧的地方，也是觀看海景的好地方，在沙海灘吹吹海風，享受明媚的陽光，非常愜意。 

 

 

    

晚上   

酒店：Ilisia Hotel Athens 或 Emmantina Hotel 或 Breeze Boutique Athens 或 同級 

    

    

Day 8 雅典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希臘之旅，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雅典埃勒弗瑟裏奧斯韋尼澤羅斯國際

機場 (ATH)。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7: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7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導遊可協助客人打車。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六晚歐洲四星酒店； 

  

  



2. 酒店內豐富早餐； 

  

  

3. 兩頓特色餐：特色燒烤三道式和海鮮自助餐； 

  

  

4. 中文普通話導遊（英文僅限日常溝通）； 

  

  

5. 專業外籍司機，使用車輛類型根據實際報名人數決定； 

  

  

6. 雅典至米島豪華游輪頭等艙艙位、米島至聖島商務艙艙位； 

  

  

7. 景點門票：雅典衛城。 

 

 

費用不含 

1. 全程機票、稅金、簽證費用、護照辦理費用； 

  

  

2. 行程中的午餐和晚餐； 

  

  

3. 服務費12歐元/人/天； 

  

  

4.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5.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伊亞小鎮日落之旅 Oia Town 

Sunset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45.00；  

聖托尼裡環島遊 Santoniri 

Island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75.00； 

第一站：美國國家

地理雜誌拍攝聖托

裡尼宣傳照的藍頂

教堂 

第二站：壯麗的紅

沙灘 

第三站：聖島有名

的黑沙灘 Perissa 

第四站：風景如畫

的村莊 Pirgos 

第五站：聖托裡尼

的首府費拉小鎮 Fira 

聖托裡尼雙體遊艇出海 

Santorini catamaran sailing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230.00； 

每船至少8人起。 

專車碼頭接送、私

家遊艇、VIP式服務

、當地特色的海鮮

烤肉大餐、酒水飲

料免費暢飲、免費

的浮潛和海釣設備

、壯麗的愛琴海風

景。 

 

  

出行提示 

無任何的防疫要求 

  

入境希臘參考網址（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 

歐洲各國入境政策是以該國政府官方發佈的政策為准，但是執行方是航空公司工作人員，最終請以和航空公司

確認為准。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https://travel.gov.gr/#/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歐洲酒店多為兩張單人床的房型，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2人，包括成人和兒童。部分酒店可三人入住一間房，

房型為：三張單人床或兩張單人床或一張大床+折疊床（具體房型因各酒店實際情況不同）；實際預定酒店沒有

以上房型，則安排其中一位客人與團上一位同性客人配房，如團上無同性客人可配房，則安排入住單人房。另

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

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1.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2.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100-

500歐元之間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歐洲晝夜溫差大、每年平均溫度最熱超過30度的情況不超過兩個月，且歐洲各國環保意識強，故至今歐洲部

分酒店並不配備冷氣空調，並非酒店設施不達標準，敬請諒解。 

10.所有參加歐洲團的客人，我司會協助填寫入境國的申報卡，並協助辦理回美國所需的病毒檢測（檢測費用自

理）。 

11.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12. 如因天氣原因郵輪停運，客人需補差價（機票減掉郵輪船票）升級搭乘飛機前往下一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