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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北北歐歐四四國國、、峽峽灣灣、、雙雙郵郵輪輪巡巡戈戈經經典典之之旅旅 1144 日日  

行程涵蓋北歐四國：芬蘭、瑞典、丹麥、挪威，內容包括北歐精華之冰河、峽灣壯闊的地理景觀

讓您嘆為觀止，保證您不虛此行。跟著晴天旅遊，盡享北國風情，折服於斯堪地那維亞的魅力之

下。 

 

【行程特色】 

 搭乘歐系最大航空公司之一的德國漢莎航空公司或土耳其航空，讓您在長途飛行中，也  

   能放鬆舒適地休息。 

 北歐首都之旅精選當地資深之導遊，以中文貼心解說，讓您不錯過每一個精彩景點。 

芬蘭: 

 赫爾辛基  參觀形似飛碟而聞名的岩石教堂及紀念偉大音樂家的西貝流士公園。 

 芬蘭堡  芬蘭灣海島上的巨型海上城堡，是世界最大的海上軍事要塞之一。 

 絲莉亞號豪華遊輪  不同於市場普遍安排的 Viking 號，船型、餐食皆全面升級。安排住 

  宿外艙面海房(2 人 1 室)，在房間就可以欣賞窗外美景。 

瑞典: 

 瓦薩號戰艦博物館  在 1628 年首航時即沉入海中，三百多後才從海中重見天日。 

 德洛汀罕皇宮  有「北歐凡爾賽宮」之稱，宮殿配上巴洛克式庭園造景，美不勝收。 

 乘運河遊船  在彎曲的海上水道之間，盡情遊覽北方威尼斯之風光，免塞車之苦。 

 菲德烈克古堡  金碧輝煌、雕樑畫棟，屬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格。 

丹麥: 

 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 不同於市場上拉車方式前往(需耗時 2 天 1 夜)，晴天為您安排 

   搭乘挪威航空，僅需 70 分鐘即可抵達，免於舟車勞頓頓之苦。 

 奧登斯 市面上唯一參觀安徒生故鄉的行程，走訪安徒生故居博物館、老城室外博物館。 

 峽灣號遊輪 市場獨家安排，從丹麥上船，隔天早上我們就在美麗的港都—卑爾根所甦 

   醒。不同於市面上普遍拉車 2 天 1 夜的行程，讓您舒適放鬆地旅遊北歐。 

挪威: 

 卑爾根  全日市中心深度漫遊，並安排搭乘纜車前往 Floyen 山頂。 

 深度峽灣之旅 行程從卑爾根開始，一路玩到奧斯陸(不重複路線，免受拉車之苦)。並安 

排搭船暢遊松恩峽灣、蓋朗格峽灣，讓您的峽灣之旅盡興且充實。 

 挪威縮影之高山火車  全世界最陡峭之登山列車，山壁、峽谷、瀑布美景盡收眼底。 

 冰原之旅 布里克斯達冰河  歐洲大陸最大之冰河，陽光照在冰川上時，可望見五彩奇特 

   的藍光。 

 松恩峽灣  有「峽灣之王」之稱，為世上最長最深的峽灣，與蓋朗格峽灣併列入世界遺 

  產。 

 蓋朗格峽灣  兩岸懸崖飛瀑、奇峰怪石和村莊聚落，編織一幅令人驚艷的景色。 

 老鷹公路  「之」字形公路，山勢險峻、工程艱鉅，在此鳥瞰風景壯麗的蓋倫格峽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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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精靈通道  令人心驚膽顫的 U 形急轉彎道路，尋覓挪威森林與傳說中的「樹精靈」！ 

 奧斯陸  參觀維京海盜船博物館及著名人體石刻和銅雕的維吉蘭雕刻公園，晴天堅持帶 

   給您市場上最深度、最豐富的北歐之旅。。 

 

【世界遺產】 

 行程參觀 4 處 UNESCO 世界遺產地：挪威的蓋朗格峽灣及那羅峽灣；芬蘭的芬蘭堡； 

   瑞典的德洛汀罕宮。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共有 6 處被列為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瑞典—斯德哥爾摩老城區(99)、挪威—布呂根(124)、挪威—蓋郎格峽灣(128)、瑞典—瓦薩號戰艦 

   博物館(206)、挪威—維吉蘭雕刻公園(210)、芬蘭—岩石教堂(311)。 

 

第01天 台灣伊斯坦堡【土耳其】 

 TK-025  2150/0510+1【飛行時間 12 時 20 分】  

今日集合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伊斯坦堡轉機點飛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班機於隔日中午抵

達。 

 

第02天 伊斯坦堡赫爾辛基 Helsinki【芬蘭】 

TK-1761 0755/1125【飛行時間 3 時 30 分】 

(赫爾辛基市區觀光) 

今日中午抵達赫爾辛基，隨後進行市區觀光：▲議會廣場是一處正方形的美麗廣場，廣場中

心豎立著建於 1894 年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銅像，以紀念他給予芬蘭充分的自治；廣場北邊是

赫爾新基的地標▲大教堂，綠色圓頂和白色外牆的對比色設計顯得非常美觀，也是全市最高

的建築。▲烏本斯基教堂是北歐最大的東正教堂，金色洋蔥式的屋頂洋溢著濃濃的俄羅斯風

味，也顯示了俄國在芬蘭所留下的文化遺跡；因形似飛碟外觀聞名的▲岩石教堂，其鑿空岩

石的造型設計，世界上絕無僅有；▲西貝流士公園裡管風琴藝術造型的紀念碑，代表西貝流

士的樂音，流傳千古；而▲露天市集廣場是市區最有活力的的地方，在南邊碼頭廣場上有一

個圓型噴水池，為「波羅的海的女兒」▲阿曼達女神雕像，是赫爾辛基城市的象徵。參觀★

芬蘭堡，芬蘭灣海島上的巨型海上城堡，是世界最大的海上軍事要塞之一。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Radisson Blu Plaza Helsinki 4 * 或 同級 

 

第03天 赫爾辛基－絲莉亞號 Silja 

(行車：104 公里，1.5 小時，來回)；SILJA-17:00/09:55【航行時間 15 時 55 分】 

早上前往有“木製建築博物館”及“詩人城鎮”之稱的▲鮑渥小鎮，也是芬蘭第二大古老的城

市。抵達後參觀尖頂拱形、顏色雪白的▲鮑渥大教堂，1809 年芬蘭第一屆議會在此舉行。水

畔一排▲磚紅色排屋是鮑渥的標誌，許多明信片上都有它的身影，它們也見證了鮑渥航運業

的黃金時期。漫步▲市政廣場和幽靜的購物小街，禮品及手工藝製品的小店林立，由其是鮑

渥老牌巧克力名店▲Brunberg 店，可以免費品嘗，千萬不可錯過。隨後前往碼頭搭乘波羅的

海的豪華遊輪★絲莉亞號，沿途可欣賞渡假小屋、帆影點點及小島風光。晚餐安排豐盛的維



參考行程 

 

本行程表僅供參考，確定出發日期及每日行程。請洽晴天服務專員，謝謝您的支持! 

 

京海鮮自助大餐，餐後可以在遊輪上逛逛免稅店、賭場、欣賞歌舞秀表演。今晚安排兩人一

室的面海外艙客房。次日清晨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絲莉亞號 Silja 面海艙 

 

第04天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瑞典】 

(斯德哥爾摩市區觀光) 

遊輪於今日早上抵達斯德哥爾摩，參觀花費十二年建造才完工的★市政廳，以紅磚砌成優美

的外觀而被譽為「20 世紀歐洲最美的建築物」，是斯德哥爾摩的精神象徵與地標性建築，並行

車經過音樂廳、騎士島、利達霍爾姆教堂及歌劇廳等著名建築物。下午特別安排★斯德哥爾

摩地下鐵之旅；隨後漫步斯德哥爾摩七百多年歷史的▲舊城區，鋪著石板路的小巷道以及羅

列其間的各式各樣特色小店，顯示出中世紀的街道風采。前往參觀有「北歐凡爾賽宮」之稱

的★德洛汀罕皇宮【UNESCO,1991】，宮殿配上巴羅克式庭園造景，美不勝收，至今仍為皇族

住所，裝飾豪華的房間一部份已開放大眾觀賞。參觀完後特別安排搭乘★運河遊船返回市區，

在彎曲的▲梅拉倫湖的水道之間，盡情遊覽北方威尼斯之風光。隨後參觀★瓦薩號戰艦博物

館陳列有 1628 年建造的瓦薩號戰艦，在此可欣賞瓦薩號戰艦的木造船身、各式的雕刻品及大

砲，並瞭解其沈船始末。爾後前往舊市區參觀巍峨的▲皇宮，氣勢不凡的▲教堂及其高聳入

雲的尖塔。 

早餐：遊輪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Arlandia 4* 或 同級 

 

第05天 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 Copenhagen【丹麥】 

DY-3197 1140/1250【飛行時間 1 時 10 分】；(哥本哈根市區觀光) 

今天早上前往機場飛至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展開哥本哈根市區觀光：參觀安徒生童話描述之

▲美人魚銅像，栩栩如生的雕像訴說著一段哀怨動人的童話故事，已成了哥本哈根的地標；

續前往▲女農神噴泉，由北歐神話中的吉菲昂女神和四條牛及套犁組成的銅塑。▲阿美琳堡

王宮是丹麥王室的主要宮殿，它由四座獨立的古典宮殿有洛可可式內部及八邊形庭院，附近

的▲大理石教堂是丹麥規模最大的圓頂教堂，與阿美琳堡王宮相互輝映，讓哥本哈根增色不

少。▲新港沿岸可愛磚房裡的餐廳為它博得全世界最長吧台的美譽。續行車經過現為丹麥中

央政府辦公處的▲克利斯蒂安八世王宮、靠近新港的▲新國王廣場以及歐洲仍在使用中的最

古老的▲天文臺圓塔。接著來到擁有高 105.6 公尺尖塔的▲市政廳，是一座仿文藝復興風格

的紅磚結構建築，現在仍發揮著部分市政府機能；市政廳對面右側，有一▲安徒生雕像矗立

在熙來攘往的大街旁，每天都有不少遊客為他拍照留念。▲斯托耶購物街長達 1.2 公里，也

是歐洲最長的步行街。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 Radisson Blu Scandinavia Copenhagen 4* 或 同級 

 

第06天 哥本哈根－奧登斯 Odense 

 (行車：165 公里，2 小時) 

前往北歐最華美的皇宮與多次舉辦皇室婚禮的★菲德烈城堡，城堡外觀金碧輝煌，城堡內雕

樑畫棟富麗堂皇，體現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格，巴洛克式精緻的後花園更是引人駐足流連，

從此處回眸欣賞古堡更是絕佳地點。從 1640~1840 年之間每一代丹麥國王都在此地舉行加冕

儀式。隨後前往丹麥第三大城市也是安土生的故鄉--奧登斯，位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到白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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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之間，是哥本哈根通往白德蘭半島的必經之地。參觀★安徒生故居博物館，建于 1905 年

安徒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此後，該館曾在 1939 年和 1975 年兩度擴建。雖然館內不大也不

豪華，但卻收藏了最珍貴的資料：安徒生的手稿、信件、童話出版合同、有關人物介紹、畫

像等資料。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Radisson Blu H.C. Andersen Hotel Odense 4* 或 同級 

 

第07天 奧登斯－奧爾胡斯 Aarhus－希茨海爾斯 Hirtshals－峽灣號郵輪 Fjordline 

(行車：321 公里，4 小時) 

奧登斯原本只是一個無名小鎮，卻因安徒生的成名而聲名大噪，1805 年安徒生出生在這個小

鎮，他的童年在家境貧窮中度過，但這個可愛的故鄉依然成為他編織美麗故事的背景。在通

往市區的公路兩旁，一座座紅牆紅瓦高屋頂的房子讓人心馳神往。典型的歐洲風格的建築並

不高大宏偉，卻古樸典雅。奧登斯河像一條綠色的帶子，靜靜地從城市中間蜿蜒流過，花木

蔥蘢，空氣清新。隨後前往奧爾胡斯參觀★老城博物館，建於 1914 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展現

城區建築文化的室外博物館。據說，在搬遷後的復原過程中,每一塊磚瓦都必須準確地放置回

原來的位置。在這裡，人們可以看到建造於不同歷史時期、代表不同建築風格的老房子。這

裡的所有建築都是在丹麥各地經過精心挑選，並在保持原貌的基礎上遷移到這裡。隨後前往

希茨海爾斯，丹麥北日德蘭大區的一個鎮，位於日德蘭半島北部，我們將在此搭上過夜遊輪

前往挪威有峽灣之都稱號的卑爾。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遊輪晚餐 

住宿：峽灣號郵輪面海艙 

溫馨提醒:郵輪房間內空間一定較陸地飯店房間空間小，坐了難得的峽灣號郵輪，讓我們將腳 

步放慢，用雙眼欣賞窗外的美景吧。 

第08天 卑爾根 Bergen 

郵輪於今天中午抵達挪威「峽灣之都」的卑爾根，位於世界最長的松恩峽灣和美麗的哈丹格

峽灣之間，這裏是進出挪威峽灣的最佳地點。抵達後展開市區觀光，港口東側一排尖頂、色

彩繽紛的木造房舍，這些名為▲布呂根【UNESCO,1979】的建築，不僅是漢撒同盟海外商埠

的唯一例證，也是北歐木建築的典型代表。續參觀★番托夫木製教堂，此教堂至今已有八百

多年歷史，1992 年 6 月 6 日番托夫木教堂被完全燒燬，修復工作於 1997 年結束，使教堂完

全恢復到了被燒燬之前的樣貌。特別安排搭乘★登山電纜車登上海拔 320 公尺▲佛洛揚山，

俯瞰卑爾根市全貌和遠眺海灣景色。接著遊覽古老市街及熱鬧的▲漁貨市場，在漁市可購買

到各類海鮮、水果、手工藝及紀念品。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Royal Bergen 4* 或 同級 

 

第09天 卑爾根－米爾達 MyrdaL－佛拉姆 Flam－松恩峽灣 Sognefjorden－謝伊 Skei 

 (行車：250 公里，4 小時，含渡輪搭乘時間) 

今日需要起個大早展開最精采的峽灣之旅，沿著挪威森林與湖泊的美景，進入精靈的故鄉。

首先搭乘「挪威縮影」中的★卑爾根鐵道火車，這段被譽為挪威高山鐵路之冠，穿過有挪威

屋脊之稱的山地高原，沿途中綠水青山的峽谷景色與白雪皚皚的高原風光交相出現，彷彿一

齣大自然的映畫片。抵達米爾達後轉搭沿著陡峭的山坡和急轉的彎度而建造，全世界最陡峭

之登山列車★弗拉姆高山火車。這段 20 公里長的火車旅行將呈現給您挪威最遼闊和最壯麗的

景色。河流穿越深深的峽谷，瀑布從陡峭、白雪覆蓋的山頭飛落而下，農場鑲嵌在陡峭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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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上，傾斜得令人暈眩。火車最後抵達終點站▲弗拉姆，也是松恩峽灣遊輪的重要停點之一。

隨後搭★乘遊船欣賞松恩峽灣的支線▲那羅依峽灣【UNESCO, 2005】，沿途欣賞兩岸峽灣飛瀑

及冰河切割的地形，兩岸山壁緊連、相距咫尺，眼前一幕幕的美景，體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置身其中，彷彿在電影院中觀賞一部 360 度影片。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Thon Jølster 4* 或 同級 

 

第10天 謝伊－布里克斯達冰河 Briksdal－蓋朗格峽灣 Geiranger Fjord 

 (行車：150 公里，5 小時，含渡輪搭乘時間) 

早餐後專車前往歐洲大陸最大之冰河★布里克斯達冰河，展開精彩的冰河體驗之旅，抵達後

搭乘★電動觀光車前往冰河，坐在開放式的四輪傳動車內，公園內豐富的地質遺跡和秀麗的

布里克斯達瀑布近在眼前，清新的空氣更是讓人神清氣爽。下車後續徒步 10 分鐘，壯闊的冰

河全景即呈現眼前。抬頭仰望，一大片雪白閃亮的冰河，就像一條氣勢磅礡的河流，從山谷

間奔騰而出，卻在一瞬間定格，壯觀的氣勢，令人讚嘆不已。隨後乘遊船穿遊在★蓋朗格峽

灣【UNESCO, 2005】，在兩岸懸崖飛瀑、奇峰怪石外，還有雪峰、冰川和峭壁上的村莊聚落，

編織成了一幅令人驚豔的景色。峽灣兩邊大大小小的瀑布，經過一個冬天的洗禮，山上的雪

水匯成一道道的瀑布直往峽灣瀉下，其中最為旅客所熟知的七姊妹瀑布，由七條山澗飛瀑所

聚集而成，有如水彩畫一般的美景，令人心神蕩漾，忘卻塵囂。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Union Hotel Geiranger 4* 或 同級 

 

第11天 蓋朗格峽灣－老鷹公路 Eagles Turn－樹精靈通道 Trollstigen－哥羅 GÅLÅ   

(行車：325 公里，5.5 小時，含渡輪搭乘時間) 

今天將沿著全世界最曲折蜿蜒的峽灣山區景觀公路行駛，沿途的風光更是令人難忘。第一段

呈「之」字形公路被稱為▲「老鷹公路」，順著峽灣盤繞著陡峭的山壁開鑿，山勢險峻、工程

艱鉅，您回首即可鳥瞰風景壯麗的蓋朗格峽灣。隨後行駛於一條令人驚顫的 U 形急轉彎道路，

▲樹精靈公路，這條險要又美麗的山路有無數個「之」字形彎，平均坡度達到 9%。雖然樹精

靈公路又陡又險，山上的風光卻是獨一無二，遊客亦可聆聽到斯蒂格佛森瀑布奔流之下發出

的美妙聲響，讓人流連忘返。別忘了在挪威森林中與傳說中的「樹精靈」合影！晚間抵達挪

威的滑冰勝地哥羅。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Wadahl Høgfjellshotell 4* 或 同級 

 

第12天 哥羅－里耳哈默 Lillehhammer－奧斯陸 

(行車：266 公里，3.5 小時) 

今日上午專車前往 1994 年冬季奧運會所在地──里耳哈默，位於挪威最大湖泊▲米約薩湖

邊，景色宜人。抵達後參觀挪威▲冬運比賽會場，於此眺望湖區美麗風景。而▲斯多加達徒

步街因保存良好的木造建築而大受旅客們的歡迎。抵達奧斯陸最繁華的商業大街卡爾．約翰

大街，附近的奧斯陸大教堂是挪威國教──福音路德派的中心。今天下午您將有時間自由購

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奧斯陸海鮮特色料理 

住宿：Radisson Blu Plaza Oslo 4*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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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天 奧斯陸 伊斯坦堡 

TK-1754 1755/2245【飛行時間 3 時 50 分】 

(奧斯陸市區觀光) 

今日上午進行奧斯陸市區觀光，首先前往▲比格迪半島參觀★維京博物館，這裡收藏有一千

年前北歐維京海盜橫行北海時期的海盜船，看似簡單的大型木舟居然可以載著維京海盜遠渡

重洋，到達西歐及北海各處，其造船技藝令人嘖嘖稱奇。續參觀著名的★維吉蘭雕刻公園，

園內 200 多件維吉蘭大師創作的人體石刻和銅雕，個個栩栩如生，真實呈現人生百態，所以

又有「人生雕刻公園」之稱。奧斯陸▲市政廳建於 1950 年，是一座古代與現代建築風格巧妙

結合的大型建築物，每年的 12 月 10 日，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這天，在此舉行諾貝爾和平獎頒

獎典禮。下午前往機場經伊斯坦堡轉機返抵台北。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發放餐費 

 

第14天 伊斯坦堡台灣 

TK-024 0145/1800【飛行時間 11 時 15 分】 

今日返抵台灣，結束精彩的【【北北歐歐四四國國、、峽峽灣灣、、雙雙郵郵輪輪巡巡戈戈經經典典之之旅旅 1144 日日】】。 

 

土耳其航空 航班參考 

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時間 
飛行 

時間 

1 台北—伊斯坦堡 TPE/IST 土耳其航空  TK-025 2150/0510+1 12:20 

2 伊斯坦堡—赫爾辛基 IST/HEL 土耳其航空 TK-1761 0755/1125 3:30 

5 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  STO/CPH 挪威航空 DY-3197 1140/1250 1:10 

13 奧斯陸—伊斯坦堡 OSL/IST 土耳其航空 TK-1754 1815/2310 3:55 

14 伊斯坦堡—台北 IST/TPE 土耳其航空 TK-024 0145/1800 11:15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員。

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票、

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期

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差額。

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則免收單人

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32,0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付房

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依當地消防法規定，小孩（一般是指 12 歲以下）須有床位，且部分旅館只接受小孩才能加床，

不接受三位大人（12 歲以上）同房；若三位大人要同房，則無法保證能訂到標準的三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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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標準雙人房加一單人床（多為行軍床或沙發床）方式安排，且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

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

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證親

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示為

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同等

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列資料為

準。 

 最低組團人數: 16（含）人。如低於 15（含）人，晴天公司保有最後出團之決定權。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有六

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傳真刷卡

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部分國家如需申請簽證及相關資料，晴天業務專員會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