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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晴    天天    旅旅    遊遊  

北北太太平平洋洋原原始始島島嶼嶼八八國國突突破破之之旅旅 2211 日日  
 
【行程特色】 

 斐濟 美麗的珊瑚礁海岸、驚艷的海島風情。 

 吐瓦魯 為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之一，它有非常貧瘠的土地。當地幾無儲水區，而

土壤也不適農耕。 

 吉里巴斯  地球上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有『世界盡頭』之稱。吉里巴斯是唯一

橫跨赤道和國際換日線、橫跨南北兩半球和東西兩半球的國家。 

 諾魯  名副其實的快樂島，全世界第三小之國家（僅大於摩洛哥及梵帝岡）。 

 馬紹爾群島  『漂浮於太平洋中的珍珠項鍊』，是個由蔚藍海洋與燦白沙灘所圍繞

的常夏樂園。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散落在西太平洋上的「天堂之島」，首府波那佩的的南滿度有

著充滿神話色彩、古海上王國遺跡。 

 塞班  美麗的度假天堂，也是北馬利安納群島聯邦的首府。 

 帛琉  彩虹的故鄉，天使遺落在凡間的淚珠。 

 

第01天 台灣香港南迪 Nadi【斐濟】 
CI-909 1100/1255（01:55）；FJ-392 1655/0705+1（10:10）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經香港、飛往南太平洋島國―斐濟。夜宿機上。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第02天 南迪―珊瑚海岸 Coral Coast―蘇瓦 Suva 
（行車：250 公里，4 小時） 
斐濟以前曾是惡名昭彰的食人島，經西方傳教士的感化，現已變成南太平洋的交通

樞紐，人民好客熱情。班機抵達斐濟門戶，位於最大的美地列霧島 (Viti Levu) 之
大城–南迪。Bula Bula！熱情友善的國度，融化了冷漠的都市人心。過海關後，展

開市區觀光: 參觀印度教在南半球最大的▲濕婆神廟 (Sri Siva Subramaniya 
Temple)、沈睡巨人花園（Garden Of The Sleeping Giants）是斐濟最大的蘭花種植

園 ，自遠處看來像是輪廓很深的巨人，挺著大肚子仰天呼呼大睡 ；以及南迪街景

市容等。接著前往首都蘇瓦，沿途經過▲珊瑚礁海岸，這是一條長約八十公里的海

岸公路，白色的珊瑚細沙遍佈，海水湛藍，令人心醉不已。抵達首都後市區觀光，

參觀殖民時期的英式建築、▲總督府、▲亞伯特公園及▲大使館區等。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Holiday Inn Suva或同級 
 

第03天 蘇瓦富納富提 Funafuti【吐瓦魯】 
FJ-281 0900/1135（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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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午搭機前往吐瓦魯。吐瓦魯是位於南太平洋的島國，它是現時除了教廷以外

人口最稀少的國家。由於地勢極低，溫室效應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對吐瓦魯造成非

常嚴重的威脅。島嶼面積狹小，地勢低洼，最高的地方不超過海平面 4 米。2001
年，吐瓦魯政府宣佈面對著海平面上升，吐瓦魯的居民將會撤出該群島。紐西蘭同

意接受每年配額的撤離者，但是澳大利亞則拒絕了吐瓦魯政府的請求。吐瓦魯的面

積有 26 平方公里，人口約 11,000 人，首都在富納富提。 吐瓦魯没有自己的货幣，

通用澳元，吐瓦魯的銀行不發行信用卡，一般商號亦不接受外國之信用卡及美金。

持美金現金或旅行支票之遊客可向吐瓦魯國家銀行兑換澳幣。抵達後稍事整理，前

往富納富提鹽水湖以及海洋保護區，包括六個小島，內有許多野生生物，如熱帶魚、

海鳥與烏龜等。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晚餐 
住宿：Vaiaku Lagi Hotel或同級 
 

第04天 富納富提 
環島觀光 
今日環島參觀當地▲教堂、▲圖書館、▲植物園、▲總理府等。接著出發至小離島

富那法拉（Funafala） 距首都船行約四十分鐘，與世隔絕，島上僅五丶六户，共三

十餘口人家，恍如世外桃源。另也會抽空拜會駐外大使館以及揚名國際的台灣農耕

隊，體驗他們的辛勞與鬼斧神工的農耕技術。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野餐盒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Vaiaku Lagi Hotel或同級 
 

第05天 富納富提蘇瓦【斐濟】南迪 
FJ-280 1220/1450（02:30）；FJ-018 1800/1830（00:30） 
精緻而獨特的郵票是此地重要產業，來自世界各國的訂單，佔了全國總收入 10%，
因此，在富納富提小憩後，除了前往南部沙灘區、住宅區、國家銀行和島上唯一監

獄外，也會至國家郵局參觀。隨後搭機飛往斐濟首都蘇瓦，隨即轉往南迪。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機場簡餐 
住宿：機上 
 

第06天 南迪諾魯 Nauru【諾魯】塔拉瓦 Tarawa【吉里巴斯】 
ON-018 0100/0410（03:10）；ON-041 0515/0630（01:15） 
非常辛苦的一晚，凌晨搭機飛往諾魯，隨即繼續轉往有『世界盡頭』之稱的吉里巴

斯首都塔拉瓦。吉里巴斯是唯一橫跨赤道和國際換日線、橫跨南北兩半球和東西兩

半球的國家。如果沒有千禧年日出的爭辯，沒有人會注意全世界迎接第一道曙光的

小島：吉里巴斯，也是地球上最早看到太陽的地方。這裡堪稱熱帶天堂：純藍的天

空、沒有季風、也沒有洶湧的海浪。抵達後先至飯店安置並休息。午餐後，走訪南

塔拉瓦區，島上僅有一條▲環島公路，沿珊瑚礁岩欣賞海岸風光，並參觀台灣技術

團團部▲示範農場、▲BUOTA 鐵橋、▲國會、▲大使館、▲香水工廠等。並沿著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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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珊瑚礁岩公路欣賞迷人之風光。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 
住宿：Utirerei Motel 或同級 
 

第07天 塔拉瓦 
全日參觀吉里巴斯 
太平洋島國一般都是火山島，吉里巴斯也一樣，全島是火山岩融地質，動物不多，

但植物卻長得特別好，色澤鮮豔。吉國首都塔拉瓦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曾爆發著名的

塔拉瓦戰役，美、日軍死傷慘重，所以這裡也有古戰場遺址。參觀 ▲塔拉瓦戰役

戰場遺跡（古砲及碉堡等）。接下來抵達阿巴陶村（Abatao Village），在此地可發

現一些傳統的吉里巴斯文化習俗至今仍然保存著。 亦可體驗此地傳統的生活，如

何編織花環，草帽等。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Utirerei Motel 或同級 

 
第08天 塔拉瓦諾魯【諾魯】 

ON-042 1150/1305 (01:15) 
今日搭機前往諾魯，諾魯是一個火山島，也是世界排名第三小的國家，但是拜島上

豐富的磷酸鹽礦之賜，而成為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第一批到達諾魯的歐洲人

將其取名為快樂島，而且他們也被島上青蔥的熱帶植物及友善的居民所吸引。諾魯

海邊有許多嶙峋的怪石，島嶼的中心台地是由珊瑚礁所組成，島中央的山湖與西南

邊的沙灘地帶，都是風景秀麗的觀光地點。諾魯這島嶼被太平洋壯麗蔚藍的海水所

圍繞，幾乎跨越了赤道兩端，似乎遠離了繁忙世界的憂慮。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Od-N Aiwo Hotel 或同級 

 
第09天 諾魯 

全日諾魯參觀 
面積只有 21 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國諾魯，位於赤道以南約 65 公里處、太平洋的正中

央，大致在澳洲和夏威夷的中間。和其他太平洋島國不同的是，諾魯只有一個橢圓

形的珊瑚礁島而已。早餐後，展開市區觀光，前往總統府、國會、行政中心、難民

營、碼頭區、華人區。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Od-N Aiwo Hotel 或同級 
 

第10天 諾魯 
全日諾魯參觀 
磷酸鹽礦是肥料的基本原料。諾魯拜磷酸鹽礦之賜，成為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今日參觀磷礦處理場、採礦區等，而由信天翁糞便所堆積而成磷礦山，様貌千奇百



 
好心晴 天天行                                                                          ｜參考行程｜ 

怪蔚為奇觀（為此國之經濟來源），隨後前往全國唯一之湖泊―Buada 遊覽。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Od-N Aiwo Hotel 或同級 
 

第11天 諾魯 
全日諾魯參觀 
今日參觀諾魯唯一湖泊―▲蓮湖、▲二次大戰中的歷史遺跡、▲港口之繫泊系統、

漁港，並可參觀退潮▲裙礁、礁湖、沙灘、間歇潮穴等風景秀麗的觀光地點。今日

拜會駐外大使館以及揚名國際的台灣農耕隊，體驗他們的辛勞與鬼斧神工的農耕技

術。也藉此機會學習農家樂。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Od-N Aiwo Hotel 或同級 
 

第12天 諾魯 
全日諾魯參觀 
今日再次拜會駐外大使館以及揚名國際的台灣農耕隊，也順道與這些駐外人員交流，

體會他們的辛勞。或您可自由浮淺、日光浴、釣魚等活動。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Od-N Aiwo Hotel 或同級 
 

第13天 諾魯馬久羅 Majuro【馬紹爾】 
ON-041 0515/0830（03:15） 
今日搭機飛往被譽為『漂浮於太平洋中的珍珠項鍊』的馬紹爾群島，是個由蔚藍海

洋與燦白沙灘所圍繞的常夏樂園。以未受任何污染的自然美景、澄淨透明的海水及

宜人的氣候，廣受世界各地遊客的青睞。由於地理位置與環境的天然生成，讓馬紹

爾群島成為與馬爾地夫及大溪地等地相同，是少數由珊瑚礁組成的美麗群島，優美

的海底景觀、各式鮮豔的珊瑚以及千種的熱帶魚，因此也讓馬紹爾群島成為眾多潛

水者愛好者的聖地。下機後走訪有著長約 30 餘公里、寬約 0.5 公里的狹長地形的

▲馬久羅公路，車行其中左右兩側皆為海洋，為當地最具特色的景觀。市區觀光包

括：參觀島上的國會、 小農市集 、手工藝市場、 獨木舟工廠 - WAM、 馬久羅和

平公園 ，最後停留羅拉（Laura Beach）海灘，並參訪當地村落…. 都是值得一逛

的地方。在大自然的圍繞下，或是在沙灘上悠閒漫步，閃閃耀眼的環礁湖與一望無

涯的廣闊海面，享受身心完全的放鬆，優美的海灘與島嶼，以及緩緩沉入地平線的

夕陽，擁有百分百的純淨自然美。 
早餐：機場簡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Hotel Robert Reimers 或同級 
 

第14天 馬久羅波那佩 Pohnpei【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UA-154 1120/1453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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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搭機飛往彷彿星雲一般散落在西太平洋上的島群－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天堂

之島」波那佩是聯邦首府的所在地，至今仍保留著西班牙、德國和日本統治過的遺

跡，島東南的南滿度古海上王國遺跡充滿神話色彩。此島是一個未被開墾的處女地，

到處是自然的本色，藍天、白雲、金沙、碧海、椰林…，一派典型的熱帶風情及自

然景色。高山之巔直插蔚藍的天空，熱帶植物猶如厚厚的綠色絨毯覆蓋著大地。對

於孜孜不倦尋求還未曾被鋪天蓋地的商業旅遊設施所包圍的熱帶天堂的人而言，這

裡是盡顯世外桃園式的絕佳之地。抵達後隨後住進波納佩島的村莊賓館。休息片刻，

傍晚出發至餐廳用餐，並欣賞太平洋之夕陽。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China Star Hotel 或同級 

 
第15天 波那佩 

全日波那佩島參觀 
今日參觀波那貝島，首先搭船前往島東南的－★南滿度（Nan Madol）廢城遺址，

為一座神秘的城市，充滿神話色彩的古海上王國。其位於波納佩島的東南岸，用 20
英尺長的石條建成，如今人們仍可見到石條的遺骸。約 100 多座建築的遺跡如今仍

灑落在堤礁邊上。各類船舶沿著令人陶醉的運河網把遊人送上去觀光遊覽。這些人

工島嶼曾一直是數百年來這個動態帝國的核心，屬太平洋上最大的工程奇跡，令人

驚奇，誘人神往。並參觀西班牙、德國和日本統治過的遺跡，如▲西班牙城牆、▲

德國鐘塔、▲密克羅西西亞大學，以及充滿島國民俗特色的▲手工藝品中心。並參

觀▲克比羅希瀑布(Kepirohi Waterfall)，在山谷中的回音作用下，欣賞著從近二十

米高飛下的水柱、水幕、水珠，感受那震撼人心的磅薄之勢。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當地料理 
住宿：China Star Hotel 或同級 
 

第16天 波那佩關島 Guam塞班 Saipan【美國】 
UA-132 1500/1755（03:55）；UA-6399 2030/2120（00:50） 
今日早上可以逛具當地特色的工藝品店，採買伴手禮，以及二戰遺址坦克等。午餐

後，至機場搭機飛往關島，再繼續飛往被稱為美麗的度假天堂―塞班 。塞班是北

瑪里亞納群島聯邦的首府。塞班島擁有晶瑩的海水、白皙的沙灘、燦爛的陽光、繽

紛的珊瑚礁環繞，島上並擁有四十多種美麗的鳥類、特有的熱帶植物動物、美麗的

熱帶魚及海龜等。喜愛遊覽古蹟的朋友，在塞班島上可以欣賞到西班牙期間的建築

物以及太平洋戰爭留下來的戰場遺跡。是的，到了塞班，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海島

假期！抵達後至飯店休息。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機場簡餐 
住宿：Hyatt Regency Saipan 或同級 
 

第17天 塞班 
全日塞班島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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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安排塞班環島遊。這個於一五二一年被發現的小島在經歷了西班牙、德國、日

本、美國的統治後，形成了其特有的多元文化特色。遊覽景點包括▲萬歲崖，此地

為日軍二戰總部，位於山崖內的二戰日軍指揮哨所，地形詭異，耐人尋味，並走訪

二次世界大戰在塞班戰敗的日本人，為逃避被俘虜的命運，不論男女老少皆由此跳

涯自殺而聞名的▲自殺涯，位於塞班北部由石灰岩構成的▲鳥島，許多海鳥喜愛在

此棲息休憩，由岸邊望去，鳥的顏色隨著沙灘及海水的反射，閃閃發亮，是遊客最

愛的拍照地點。塞班最熱鬧的地區－▲葛拉潘，最著名的[花街]即位於此。晚餐於

飯店觀看著名的沙堡秀（Sandcastle Saipan）。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飯店晚餐沙堡秀 
住宿：Hyatt Regency Saipan 或同級 
 

第18天 塞班 
塞班島叢林探險 
上午出發叢林探險，坐上叢林探險專用的越野吉普車，穿越茂密的熱帶叢林，首先

參觀聖母洞，太平洋戰爭期間，整個塞班島就只有這裡沒有受到戰火洗禮，當地人

深信這是聖母的庇佑。鱷魚頭沙灘之所以得名，正因為從山坡上看去，一頭兇狠的

鱷魚俯臥在太平洋邊，正在和洶湧的波浪搏鬥！而張著大嘴的鱷魚崖以及它下端的

蛋糕石，則是捕捉巨浪拍打鏡頭的最佳地點。踏破潮山峰又名：世界最高峰，在制

高點上俯瞰著馬里亞納海溝以及 360 度的太平洋全景，遊客可以真正身臨其境地體

會到”為什麼地球是圓的”。查莫洛土人農場會為您提供民族服飾、熱帶水果品嘗、

動物觀賞、熱帶植物觀賞等精彩的互動表演。晚餐安排夕陽遊輪晚宴，約 1.5 小時

倘佯在無際的太平洋中欣賞日落的奇觀，浪漫感覺無與倫比。在塞班最美麗的夕陽

下享受美利堅星條旗下的狂歡派對。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夕陽郵輪晚宴 
住宿：Hyatt Regency Saipan 或同級 
 

第19天 塞班關島帛琉 Palau【帛琉共和國】 
UA-6391 1330/1510（01:40）；UA-157 1930/2040（02:10） 
今天出發前往位於塞班島西側外海的無人小島―軍艦島，搭船約 15 分鐘即可抵達。

島嶼四週皆為珊瑚沖刷磨細之白沙灘，附近海域都是珊瑚礁。透過清澈海水可看到

色彩繽紛的熱帶魚游梭其間，在此浮淺可看到各種無脊椎動物、鰈魚等。行程結束

後 搭機飛往彩虹的故鄉－帛琉。帛琉，是太平洋上的島國，由一個大堡礁及約三

百四十個小島構成，總面積為兩百八十六平方公里，成半月形散佈在密克羅尼西亞

海跟菲律賓海之間，其中只有九座島有人居住。1994 年從美國的託管統治下獨立。

70%人口屬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當地原住民，其餘人口主要是菲律賓人。帛琉的海底

景觀舉世聞名，湛藍的海洋、平靜如湖泊的大海、多采多姿的海底珊瑚花園、活潑

逗趣的海底生物，構成帛琉美景，讓您流連忘返！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機場簡餐 
住宿：Palau Royal Resor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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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天 帛琉 
全日帛琉浮潛 
今天出發搭乘豪華雙引擎快艇，忘情穿梭於有水上花園之稱的洛克群島，傳說中由

巨人身軀幻化成的洛克群島，數百個大小島嶼矗立在南太平洋中；沿途經過無論近

看遠看都像隻鯨魚般座落在海中央的鯨魚島及夢幻之島，不知不覺也抵達原始風光

的無人島， 隨後繼續前往長虹斷層，海洋生態非常豐富，在這裡可以觀賞不同種

類的珊瑚，還有各種珊瑚礁魚群在您身邊穿梭，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遊過此地的

海龜！海底下生長了各種顏色的珊瑚，色彩斑斕的熱帶魚群正啄食著，或巡游其間。

接著來到最受女性歡迎的牛奶湖，大伙迫不及待地抓上一把天然的護膚聖品天然海

泥，其美容功效可媲美冰河泥及死海泥，享受天然白色海泥 SPA。因湖底沈積著乳

白色火山泥，使得水看起來帶點牛奶色而得名，擁有豐富的礦物質、鹽份及少量的

硫磺，愛美的你可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接下來至美人魚水道，這是帛琉觀光

局剛開放的水域，位於帛琉南端的馬拉加灣內，馬拉加灣是帛琉世界級保育類動物

海牛(俗稱美人魚)的棲息地，在此浮潛只須放鬆你的身體，水流自然會帶著你，好

像太空漫步般滑行，水道內的各種珊瑚琳瑯滿目，還有饅頭海星及狀似玩具的藍質

海星。水道旁的一大片淺水區里的海草是美人魚最重要的食物，運氣好的話可以看

見覓食完畢要回馬拉加灣的美人魚。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BBQ 野餐         晚餐：中式海鮮餐 
住宿：Palau Royal Resort 或同級 
 

第21天 帛琉台灣 
CI-027 1905/2145（03:40） 
洛克群島由 445 個火山所形成 200 多座無人居住的石灰岩島嶼所組成，位於科羅

島與貝里琉島之間，這是百萬年前浮起的古老礁岩，島嶼上佈滿濃密森林，看起來

像是一顆顆散落海中的綠色蘑菇，堪稱帛琉最美麗的地標景觀。由於洛克群島周圍

為珊瑚礁岩所環繞，海水十分清澈，呈現出美麗的碧綠湛藍漸層色彩。今天安排搭

乘 CESSNA 206 機型班機穿梭於洛克群島，40 分鐘的飛行途中 您可盡情攝影拍照

捕捉這於 2012 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之美景。午餐後隨即展開豐富文化尋訪之旅～

市區觀光，體會卡那卡族的熱情及囋嘆傳統亞拜伊三角屋頂建築的男人會館。參訪

展示古代帕拉歐人文化古物以及貝殼、珊瑚手工製品的歷史博物館，更可一睹南太

平洋戰爭的血淚史跡。接著巴士繼續前進帛琉 KB 大橋，這是一座連結市區 Koror
與北島 Babeldaob 的橋樑。行程結束後搭機飛返台北，結束北太平洋原始島嶼八國

突破之旅 21 日，返回溫暖甜蜜的家。 
早：飯店早餐          午：當地料理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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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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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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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搬運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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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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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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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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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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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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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說明】 
 當您繳付訂金即表示旅遊契約產生效力，本公司將依各協力商之要求，為您預付此

趟旅程的旅館、餐廳或機票等費用。 
 若您因故取消，本公司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或估算已實付的

費用，向您收取超支費用或退回剩餘訂金。 
 多數外籍航空公司一經開立機票，旅客需付全額票款，且不接受調整名單。（旅客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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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懷孕、生病、意外受傷等因素取消機票，航空公司皆無法退款）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的

旅遊權益，若有慢性疾病、年滿 75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

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生其他

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 
 無護照、護照頁數不足、效期不足（需六個月以上，以入境台灣之日期為基準）、過

期者或護照汙損（包含髒污、封面與內頁分離、局部破裂、蓋有非出入境之印章等）、

蓋有爭議國家之入出境章以及相貌／姓名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變更等...旅客有義

務自行檢查審核，上述說明如有疑問請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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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旅客報名表 暨 刷卡授權單  填表日期：2018 年       月       日 
團體名稱 北太平洋原始島嶼八國突破之旅 21 天 出團日期 2018 年 6 月 17 日 

貴賓姓名  護照影本 
 我已提供護照影本 
（簽名頁需有簽名，與照片頁合拍在一起）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餐食需求 
 全程餐食正常，僅機上特殊餐__________  特殊過敏需求__________ 
 蛋奶素食  純東方素  不吃（牛、羊、豬、雞、鴨、海鮮）請圈選 

出發地點 台北  高雄 如有需求接駁班機，係屬代訂服務，需以航空公司實際訂位狀況為主，無法保證訂位成功，敬請見諒。 

房型需求 

 單人房 Single Bed：單人房型為一人單獨使用空間,非雙人房型,需額外支付單人房價差。 
單人報名的貴賓，我們會盡量協助配房，但無法保證室友睡眠狀況，如果您睡眠品質較敏感，建議您考慮加價單人房。 

 兩張床 Twin Bed  一張大床 Double Bed  三人一室（一大床+沙發床或行軍床） 

同房室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親友同行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航空會員 航空公司： 會員卡號： 
特殊需求 
報價另計 

 豪華經濟艙【或優選經濟艙】  商務艙  頭等艙 
【高雄／香港／高雄】來回機位  Join Tour 外站加入  自購機票 

 團費 / 信用卡資料 
早鳥優惠 

(合併使用) 

A.老客人優惠：NT$2,000 元 B.早鳥優惠：（3000／2000／1000）元 
C.揪團：兩位扣 1000 三+一位扣 1500 六位扣 2000 十位扣 3000 
D.蜜月請附上一年內結婚喜帖（可電子檔） 

團體費用 我要用 刷卡價 NT$ 或 現金價，可扣抵團費 2% 

分期0利率 台新 玉山 國泰世華  皆可分： 3 期 

信用卡別  Visa      Master    JCB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有效期限   年  月 

簽名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刷卡金額 NT$  5 萬 元整 

商店代號 000812130405018 晴天國際旅行社 末三碼         (承辦專員填寫)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以上報名資料因個資法規定，本公司將列為極機密文件處理，敬請放心填寫使用，謝謝您！ 

 小提醒 匯款帳號 
不同國家有程度高低的旅遊風險，如果您有以下情況，請事先告知： 
1. 懷孕_____週（以出發當天計算），建議攜帶醫生開立之英文診斷/適航證明。 
2. 若有慢性疾病、年滿 75 歲以上、行動不便等狀況，請主動告知，且需有家

人或友人同行，方可接受報名。如未告知身體特殊狀況以致無法成行或衍
生其他問題，旅客需自行負責。行動不便、需特殊醫療者，請自行攜帶輔
助器材、藥物。 

 

銀行 【808】玉山商業銀行長春分行 

戶名 晴天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 0406-940-001926 

備註：本人同意本報名表經本人簽字日起生效，並遵守交通部觀光局制定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規定辦理。 

                                                                                                     

晴天旅遊  敬 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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