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年嘉年華精神號郵輪阿拉斯加內灣巡航首航團 10 天

我們阿拉斯加郵輪團隊比別人更多的安排項目如下：
01. 我們地接公司擁有二十多年的『郵輪旅遊』實際操作經驗，建有豐富的相關資料庫，良好的靠岸地人脈及服務。
02. 我們慎選郵輪，對於船上的餐食，服務，活動，設備，行程，都有經過仔細的評估，及慎重的選擇。
03. 我們慎選的郵輪，每天為您提供最佳的餐飲陣容，每日餐飲共有七餐，除按每日三餐主餐外，並包括豐盛自助餐、各
國風味餐、以及海鮮自助大餐，另提供有早、午、晚茶，各式各樣的宵夜等。
，提供各式約有七十五道以上的豐盛自助餐；牛排、海鮮、沙拉、水果、冰淇淋應有盡有，讓您
04. 郵輪上的『早、中餐』

05.
06.
07.
08.
09.
10.

大快朵頤。所有在各自助餐檯上之飲料、茶點、甜點、(酒精類飲料、汽水、鮮果汁除外)全部免費。
親切認真且經驗豐富的領隊隨團服務，每日提供豪華遊輪中文日程表及菜單，並帶領您參與船上活動，讓您擁有貼心
的阿拉斯加豪華遊輪之旅。
凱契根：我們特別安排『登山電扶梯』
，帶您徒步健走，仔細探索這一片印地安人的生息之祖地。
朱諾市：我們特別安排『棉田豪冰河區』
，帶您拜訪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的棉田豪冰河區，並健走前往冰瀑。
史凱威：我們特別安排『白色隘道之旅』淘金路懷舊之旅，帶您重返舊時阿拉斯加淘金時期所走的淘金路。
多安排一天『西雅圖』行程，帶您：跨浮橋、渡運河、觀魚梯、探針塔、逛廣場、尋星巴克、前往美西第一大名牌商
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瘋狂採購，內有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
上列所有特別行程項目，都是『您不去，會後悔的』
，也都是『還要花大錢的自費行程』
，所以一般旅行社都不願安排，
或是，他們跟本就不知道這些項目，所以也就無法安排的了。 ﹣﹣這就是我們比他們更專業的地方

2011 年嘉年華精神號郵輪阿拉斯加內灣巡航首航團 10 天
第 1 日 5/3 台北/溫哥華

CI032 23:00/19:10 Flying 12:10

今天帶著愉快的心情，於上午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帶您由台北直飛加拿大西岸最大城市－『溫哥華』
。
由於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日抵達後，先辦理入關手續，晚餐後返回飯店休息。

早餐：請自理

中餐：請自理

第 2 日 5/4 溫哥華=>豪華郵輪之旅

晚餐：中式料理

住宿：Sandman Signature Richmond 或同級

離港 16:00

在飯店享用早餐後，前往郵輪碼頭辦理登船手續，由於報到手續及安檢的時間需要較長，所以要很早前往排隊，經過一番複
雜的包括出加拿大國境、入美國國境、報到、尋找船艙、繳交船上消費保證金‥‥等，冗長的 Chink in 手續後，終於登上此

一讓您嚮往已久的富麗堂皇的海上皇宮，領隊帶領團員登上船橋，船上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的旅客拍下這興奮
的一刻，樂師也在船上吹奏著歡樂的音樂迎賓。當您進入您的房間後，您可以將您的行李箱打開，將一件件的華麗禮服掛在
房間的衣櫃中，將日常所有要用的東西，都放到各個櫃子或抽屜當中，就像您回到了您的家中一般。由於在此段時間，隨團
領隊需要和船上工作人員核對團體的用餐梯次及桌次，以及多項的安排，無法陪伴團員，您可以自己逛逛船上各處，找找自
助餐廳吃個點心，但是別忘了在警報響起時，一定要穿好您的救生衣，前往指定地點，一起參予「救生演習」喲，若您不知
道要到何處報到時？只要將救生衣上的號碼，讓船上工作人員看一下，她們就會帶您到定位的，要記得呦！這就是您的救生
艇搭乘位置，在緊急時跑錯地方是上不了救生艇的。郵輪預定午後 16:00 啟航，開始八天七夜的『豪華郵輪之旅』
。

早餐：飯店內

中餐：郵輪上

晚餐：郵輪上

住宿：嘉年華精神號郵輪或同級

第 3 日 5/5 加拿大沿岸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
今日我們搭乘的豪華遊輪，在綠林藍天碧海間，北上航向阿拉斯加。郵輪航行於島嶼羅列的內灣航道間，您在盡享各式各樣
豪華餐飲的同時，亦可全力投入郵輪上為您精心籌劃的各項活動及使用各項設施。您可到三溫暖、健身房，塑造最佳男、女
主角，或到鋼琴酒吧、咖啡廳，來一杯咖啡或買杯美酒，伴以悠揚的音樂，是人生何等的樂事。晚上參加船長特別為您舉行
的「官式船長歡迎酒會」
，別忘了要盛裝以赴哦！要穿上您準備的華麗禮服、畫個美美的妝、擦亮您的皮鞋，與船長拍張紀
念照片，嗯！漂亮、美呆了、真的很值得的，千萬別錯過了。

早餐：飯店內

中餐：郵輪上

晚餐：郵輪上

住宿：嘉年華精神號郵輪或同級

第 4 日 5/6 莎娃冰河灣國家公園=>朱諾=>棉田豪冰河之旅 到 14:00 離 23:00
今日上午我們所搭乘的豪華遊輪將進入另一處人間仙境『阿拉斯加莎娃冰河灣國家公園』
。這個在世界氣象研究中心極為重
要的冰河灣，也是美國阿拉斯加州控管很嚴格的冰河灣區，由於要管制每年進入的人口數，以免廢汽、廢油污、熱氣的侵害，
所以要申請特許證才能進入，只有 20%的郵輪旅客，可以獲准進入本冰河灣參觀，在萬年冰川圍繞的海灣中，有上百條冰河
奔流入海的壯麗景觀，在國家公園解說員的導覽下，您會發現，在這看似寧靜的冰河灣裡，其實到處充滿了生機，有海豹、
海獅、海鳥等共譜成一篇大自然壯麗的交響詩，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鯨魚群游嘻戲於冰海中。中午遊輪上，更準備有冰
河灣大餐，讓您渡過一個美好又充實的一天。午後，遊輪航行抵達阿拉斯加州的首府『朱諾』
，登岸後特別安排『棉田豪冰
河區之旅』
。請您搭乘我們的專車上山，前往一探位於阿拉斯加州中南部，參觀人潮最多的「棉田豪冰河區」
，此地是最接近
大都市的一個潮汐冰河口，於十年前旅客還能輕易的走到冰河的冰緣上，這幾年由於溫室效應的加速升溫，旅客離最近的冰
緣邊，都有幾一千多公尺遠了，再晚些日子來訪時，可能只剩下一個大冰河湖了。我們的領隊將會帶您徒步穿越湖濱、沙丘、
水漥，嘗試突破極限，帶您抵達湖濱瀑布，看那高聳、壯碩的水濂，直灌下來，風強水盛，水珠紛飛，真是壯觀丫。朱諾是
在 1880 年 10 月 4 日，由一個叫 Joe Juneau 的探險家，在今天叫作『金溪』的地方，淘到一顆如『黃豆』般大小的金砂，
因此而開啟了朱諾的歷史。一直到今天，金砂與冰河，仍是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來到朱諾的主要原因。您在看完壯麗的
棉田豪冰河後，也別忘了在小城逗留一下，看看各名品店裡的金砂製品，踏在歷史悠久的石板路上，圓一個阿拉斯加的淘金
夢。

早餐：飯店內

中餐：郵輪上

晚餐：郵輪上

住宿：嘉年華精神號郵輪或同級

第 5 日 5/7 史凱威=>白色隘道之旅=>淘金重鎮古蹟徒步健走 到 07:00 離 16:30
遊輪在清晨薄霧中駛抵內灣航道的最北端，亦是在百年前尋金潮時最重要的淘金重鎮『史凱威』
。早上先安排『白色隘道巴
士之旅』
，搭乘巴士，一站一停的拜訪此地勝景，親身蒞臨百年前古人淘金之路，沿途山高水峻，瀑布飛絲，雲霧嬝繞，一
路到達山之巔，水之嶺，由於行程會越過「美、加邊界」
，所以請記得一定要隨身攜帶護照，以備通關之用。下午帶您徒步
進行『小鎮古蹟之旅』
。您可以於此小鎮之中，踏著先民的足跡，走在古蹟間木板路上，在古色古香的沙龍酒吧，小飲一杯，
發思古之幽情，或在藝品店中採購一番，為此行留下另一駐腳。此地最有名的紀念品是：
「用淘出的自然金砂，所製成的金
飾」
、
「用遠古長毛象化石，所雕畫的飾品」
、
「原住民的手工藝品」
，看一看，都是不錯的紀念品。

早餐：飯店內

中餐：郵輪上

晚餐：郵輪上

住宿：嘉年華精神號郵輪或同級

第 6 日 5/8 凱契根 Ketchikan=>鮭魚之鄉徒步健走 到 11:00 離 20:00
今日中午時分，豪華遊輪抵達阿拉斯加州南部鮭魚之鄉『凱契根』
，豪華遊輪將於此停泊半天，由我們專業的領隊帶領你們
徒步前往以前的紅燈區「清溪街」上的「桃莉之家」
，
「漁獵之家」
，
「酋長之家」
，
「老鷹之家」
，
「圖騰之家」
，探索這個白人
尚未到達前，即已十分繁榮的漁獵村落，一探印第安人如何在這一片大地上，遵循大自然的法則的生活智慧。然後您可以自
由逛街購物，或前往港口觀看繁忙的捕魚船進出，看那卸貨中的巨大鮭魚和比目魚，水上飛機的起降，都能帶給您豐富難忘
的一天。早餐：飯店內
中餐：郵輪上
晚餐：郵輪上
住宿：嘉年華精神號郵輪或同級

第 7 日 5/9 加拿大沿岸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
今天您在郵輪上已是許多天了，當然對船上的設備都已相當的了解了，所以您可以三五好友，相約參於各項活動、健身減肥、
洗三溫暖、泡水療池、餐廳美食、酒吧美酒、舞池翩翩、或是自帶「麻將」
，來個三四圈、也可以什麼都不做的「曬太陽」
，
都是很不錯的方式。

早餐：飯店內

中餐：郵輪上

晚餐：郵輪上

住宿：嘉年華精神號郵輪或同級

第 8 日 5/10 豪華郵輪/西雅圖/浮橋、運河、魚梯/名牌商場/邊界/機場 到 07:00
清晨郵輪抵達「西雅圖」
，辦理下船手續，先乘專車前往『運河公園』參觀『運河水閘』的運作，看水位的調節，船隻的上下
『水梯』
，並往『魚梯展覽室』觀看『鮭魚逆水躍魚梯』的景觀。接著帶您前往著名的『先民廣場』
，看看可愛的地標『猪寶
寶』
，找到『星巴克咖啡』的創始店，嚐試由西雅圖開始發展出來的著名的『濃縮咖啡』
，看看魚市場中的魚販的『拋魚秀』
。
然後去看一看西雅圖的地標『太空針塔』
。午後前往位於邊界的美西第一大名牌商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參觀選購，
裡面有台灣人特別喜愛的 Adidas、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BCBG Max Azria、Burberry、Calvin Klein、Coach、
Gap Outlet、Guess、J.Crew、Kenneth Cole、Nike、Polo Ralph Lauren、Restoration Hardware、Tommy Hilfiger 等超
過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於商場結束後(大約是 19:00~19:30)，越過邊界
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辦理離境手續，搭機返國。早：郵輪上
中：中式料理
晚：中西式自助餐
住

宿：飛機上

第 9 日 5/11 溫哥華/台北 CI031 01:55/06:10+1 Flying 12:10
今日清晨搭機飛返台北，您可於回程的航機上享受殷勤的餐食服務與空中娛樂服務，因時差關係，航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
早：飛機上 中：飛機上
晚：飛機上 宿：飛機上
清晨抵達抵達台北，快樂出門，平安回家。

第 10 日 5/12 台北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桃園機場，出關後在親友的迎接中，結束此次難忘的阿拉斯加豪華遊輪
之旅。

早：飛機上

中：敬請自理

晚：敬請自理

住宿：甜蜜的家

★ 嘉年華精神號 Carnival Spirit
此艘郵輪排水噸位為 88,500 噸，於 2006 年整理下
水的船，造價 3.75 億美金，長 294 公尺，寬 33 公尺，
高 53 公尺，吃水深 7.8 公尺，首航在 2001 年，服務生
有 961 人，載客數為 2,124 人，有 12 樓層甲板，共有
共 1,078 間客艙，4 個室外游泳池，4 個漩渦水療池，3
個主餐廳，7 個特色餐廳，2 個主要秀場，14 個酒吧和
休息室，賭場，免稅商店，健身中心及 SPA。

特別說明： 1. 團體費用依出發日期及所採用之班機和行程，以及所搭乘之郵輪不同，而有不同之價格。請洽詢正確價格。
2. 郵輪於報名後，若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取消規定，敬請事先詳閱本行程表上的規定。
3. 國際郵輪之付款及取消規定並不適用一般旅遊合約書第 27 條，雙方同意依國際遊輪公司之規定約定如下。

遊輪異動： 遊輪公司基於環境之不可抗力因素或基於旅客安全考量，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行程中登船、
抵/離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更。若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輪公司及本公司不需負任何退
款和賠償責任。
出發日期： 2011/05/03 僅此一團 限時優惠價 NT112,900 元；5/10 起團體改為西雅圖港進出，價格漲 7,000 元起。
每人費用： 1. 以嘉年華精神號 Carnival Spirit 號『內艙無窗房間』為基準時自 NT112,900 元起。。
2. 此團指定升等『外艙有窗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5,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10,000 元起）
。
3. 此團指定升等『陽台艙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20,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30,000 元起）
。
4. 本專案升等優惠價是依船公司給予時間而定，逾時恢復原價。此次有效期是 2010/12/15 前完成
報名並繳足訂金者為限，額滿截止，欲訂位前請先詢問業務人員，還有無優惠名額。
5. 指定升等艙房之實際金額，一律依船公司訂位艙房確認回覆等級而定。
6. 指定升等艙房一律是雙人一起升等；欲指定住宿單人房時，須補足房間價差。
7. 尾款請於出發日前 79 日繳清。
8. 若要指定撘乘個人來回機票，可退回團體票 38,000 元整，其來回機票請另外加訂付款。
收費包含： 以指定的兩人一室內艙房、機票及郵輪的兵險港捐稅金，來回團體經濟艙機票、行程中指定的餐食、
住宿及交通和列明的岸上觀光費用。
收費不含： 美國簽証費 5,850 元+代送費 900 元、船上規定最少的綜合小費約 US$84 元、全程領隊和地陪及司
機服務費 US$100 元、私人開銷。

報名規則： 1. 報名時，每一人請先繳作業預付金 NT30,000 元及護照影本，於錢到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有否船
位，在該作業中的五天中不得取消該訂位，若有船位時，該作業金自動轉為訂金，若是沒有船位
時，則將預付訂金如數無息退回。
2. 若有要指定升等艙房時，外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10,000 元，陽台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30,000
元，該升等價差以確認後的實際金額，多退少補方式處理。
3. 所有的訂位一經確認後，一律依下面表列規定扣取「取消罰金」
。
4. 遊輪行程於出發前 79 天，甲方應繳付全額費用予乙方，始得保留艙位。
5. 本公司未於以上規定期間收到旅客所繳付之訂金或尾款，得將其預訂艙位轉售。
6. 遊輪公司如於出發前 14 天，因不可抗拒的因素取消行程時，會將每位旅客之團費無息退還。
名單規定： 1. 甲方需於訂團時提供乙方正確名單及分房（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
。
2. 甲方若有需要欲更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時，其規定如下列條款。
3. 出發前 21 天內即無法更動任何名字及艙房。
4. 旅客為雙重國籍身分時（持一國以上之護照）
，遊輪名單必須為登船時所用該本護照之姓名。
5. 甲方需於出發前 15 天，繳交護照資料及必要之簽證資料，以利將其輸入遊輪公司資料庫。
6. 若甲方未於以上期限內提供正確護照及簽證資料，而造成旅客無法順利登船，遊輪公司及乙方概不負責。

換名規則： 於報名後若有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的取消費用產生，是故只有折衷之辦法『自己找人頂替』
，但
是『一個房間僅能更換一人』
。同時於出發日 91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50 元，於出
發日 90～4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100 元，於出發日 44～1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
時，其費用為 US150 元，於出發日 14 個工作天之內，不得更換名字。
責任問題： 1. 凡參加遊輪旅行團者，須遵守各國法律，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個人理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
遭某國家拒絕入境，或被拒絕登船，乙方概不負責。
2. 旅客若因自身問題而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其旅費數不退還。若因此所需額外費用(如交通
安排、住宿等需由其個人負責，概與乙方無關。
3. 甲方應於郵輪公司與航空公司規定期限前，給予乙方正確之出團旅客名單，若因甲方提供之名單
有誤，致機位遭航空公司取消或團體旅客不能隨團成行，概由甲方自行負責。
4. 甲方招攬之團體旅客應隨團同進出。甲方應充份告知參團旅客，如不隨團返國，致機位無法確認
時，該名續留旅客需自行負責回程機位及食宿。
應備資料： 1.護照影本 2.身分證影本 3.郵輪旅遊特別協議書 4.所有需要代辦事項的相關費用及代辦手續費。
取消規定： 1. 旅客若有訂位變更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並由旅客親自簽名於上，正式通知本公司，
並經本公司確認回簽為憑，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
2. 若遇到本國及國外之例假日，應提前三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作業，以符合國際遊輪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取消罰則： 旅客繳付訂金後，若要取消其預定行程時，依下列規定收取取消費用：
1. 旅客於出發日前 64 天以上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訂金為取消費用。
2. 旅客於出發日前 63～50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40%為取消費用。
3. 旅客於出發日前 49～22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50%為取消費用。
4. 旅客於出發日前 21～15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75%為取消費用。
5. 旅客於出發日前 14 天之內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100%為取消費用。

行程可以模仿 品質無法複製 專業無法取代給您享溫馨的旅遊回憶.
享溫馨假期 07-2370368 嚴勇泉專業領隊群 0972101194 邀請您參加

2011 年挪威珍珠號郵輪阿拉斯加內灣巡航首航團 11 天

我們阿拉斯加郵輪團隊比別人更多的安排項目如下：
01. 我們地接公司擁有二十多年的『郵輪旅遊』實際操作經驗，建有豐富的相關資料庫，良好的靠岸地人脈及服務。
02. 我們慎選郵輪，對於船上的餐食，服務，活動，設備，行程，都有經過仔細的評估，及慎重的選擇。
03. 我們慎選的郵輪，每天為您提供最佳的餐飲陣容，每日餐飲共有七餐，除按每日三餐主餐外，並包括豐盛自助餐、各國
04.
05.
06.
07.
08.
09.
10.

風味餐、以及海鮮自助大餐，另提供有早、午、晚茶，各式各樣的宵夜等。
郵輪上的『早、中餐』
，提供各式約有七十五道以上的豐盛自助餐；牛排、海鮮、沙拉、水果、冰淇淋應有盡有，讓您大
快朵頤。所有在各自助餐檯上之飲料、茶點、甜點、(酒精類飲料、汽水、鮮果汁除外)全部免費。
親切認真且經驗豐富的領隊隨團服務，每日提供豪華遊輪中文日程表及菜單，並帶領您參與船上活動，讓您擁有貼心的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之旅。
凱契根：我們特別安排『登山電扶梯』
，帶您徒步健走，仔細探索這一片印地安人的生息之祖地。
朱諾市：我們特別安排『棉田豪冰河區』
，帶您拜訪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的棉田豪冰河區，並健走前往冰瀑。
史凱威：我們特別安排『白色隘道之旅』淘金路懷舊之旅，帶您重返舊時阿拉斯加淘金時期所走的淘金路。
多安排一天『西雅圖』行程，帶您：跨浮橋、渡運河、觀魚梯、探針塔、逛廣場、尋星巴克、前往美西第一大名牌商場
『Seattle Premium Outlets』瘋狂採購，內有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
上列所有特別行程項目，都是『您不去，會後悔的』
，也都是『還要花大錢的自費行程』
，所以一般旅行社都不願安排，
或是，他們跟本就不知道這些項目，所以也就無法安排的了。 ﹣﹣這就是我們比他們更專業的地方

2011 年挪威珍珠號郵輪阿拉斯加內灣巡航首航團 11 天
第 1 日 5/7 台北/溫哥華

CI032 23:00/19:10 Flying 12:10

今天帶著愉快的心情，於上午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帶您由台北直飛加拿大西岸最大城市－『溫哥華』
。
由於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日抵達後，先辦理入關手續，晚餐後返回飯店休息。

第 2 日 5/8 溫哥華=>豪華郵輪之旅 離港 16:00
在飯店享用早餐後，前往郵輪碼頭辦理登船手續，由於報到手續及安檢的時間需要較長，所以要很早前往排隊，經過一番複
雜的包括出加拿大國境、入美國國境、報到、尋找船艙、繳交船上消費保證金‥‥等，冗長的 Chink in 手續後，終於登上此

一讓您嚮往已久的富麗堂皇的海上皇宮，領隊帶領團員登上船橋，船上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的旅客拍下這興奮
的一刻，樂師也在船上吹奏著歡樂的音樂迎賓。當您進入您的房間後，您可以將您的行李箱打開，將一件件的華麗禮服掛在
房間的衣櫃中，將日常所有要用的東西，都放到各個櫃子或抽屜當中，就像您回到了您的家中一般。由於在此段時間，隨團
領隊需要和船上工作人員核對團體的用餐梯次及桌次，以及多項的安排，無法陪伴團員，您可以自己逛逛船上各處，找找自
助餐廳吃個點心，但是別忘了在警報響起時，一定要穿好您的救生衣，前往指定地點，一起參予「救生演習」喲，若您不知
道要到何處報到時？只要將救生衣上的號碼，讓船上工作人員看一下，她們就會帶您到定位的，要記得呦！這就是您的救生
艇搭乘位置，在緊急時跑錯地方是上不了救生艇的。郵輪預定午後 16:00 啟航，開始八天七夜的『豪華郵輪之旅』
。

第 3 日 5/9 加拿大沿岸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
今日我們搭乘的豪華遊輪，在綠林藍天碧海間，北上航向阿拉斯加。郵輪航行於島嶼羅列的內灣航道間，您在盡享各式各樣
豪華餐飲的同時，亦可全力投入郵輪上為您精心籌劃的各項活動及使用各項設施。您可到三溫暖、健身房，塑造最佳男、女
主角，或到鋼琴酒吧、咖啡廳，來一杯咖啡或買杯美酒，伴以悠揚的音樂，是人生何等的樂事。晚上參加船長特別為您舉行
的「官式船長歡迎酒會」
，別忘了要盛裝以赴哦！要穿上您準備的華麗禮服、畫個美美的妝、擦亮您的皮鞋，與船長拍張紀
念照片，嗯！漂亮、美呆了、真的很值得的，千萬別錯過了。

第 4 日 5/10 凱契根 Ketchikan=>鮭魚之鄉徒步健走 到港 07:00/離港 15:00
今日中午豪華遊輪抵達阿拉斯加州南部鮭魚之鄉『凱契根』
，豪華遊輪將於此停泊半天，由我們專業的領隊帶領你們徒步前
往以前的紅燈區「清溪街」上的「桃莉之家」
，
「漁獵之家」
，
「酋長之家」
，
「老鷹之家」
，
「圖騰之家」
，探索這個白人尚未到
達前，即已十分繁榮的漁獵村落，一探印第安人如何在這一片大地上，遵循大自然的法則的生活智慧。然後您可以自由逛街
購物，或前往港口觀看繁忙的捕魚船進出，看那卸貨中的巨大鮭魚和比目魚，水上飛機的起降，都能帶給您豐富難忘的一天。

第 5 日 5/11 莎娃冰河灣國家公園=>朱諾=>棉田豪冰河之旅 到 14:00 離 23:00
今日我們搭乘的豪華遊輪將進入另一處人間仙境『阿拉斯加莎娃冰河灣國家公園』
。這個在世界氣象研究中心極為重要的冰
河灣，也是美國阿拉斯加州控管很嚴格的冰河灣區，由於要管制每年進入的人口數，以免廢汽、廢油污、熱氣的侵害，所以
要申請特許證才能進入，只有 20%的郵輪旅客，可以獲准進入本冰河灣參觀，在萬年冰川圍繞的海灣中，有上百條冰河奔流
入海的壯麗景觀，在國家公園解說員的導覽下，您會發現，在這看似寧靜的冰河灣裡，其實到處充滿了生機，有海豹、海獅、
海鳥等共譜成一篇大自然壯麗的交響詩，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鯨魚群游嘻戲於冰海中。中午遊輪上，更準備有冰河灣大
餐，讓您渡過一個美好又充實的一天。午後，遊輪航行抵達阿拉斯加州的首府『朱諾』
，登岸後特別安排『棉田豪冰河區之
旅』
。請您搭乘我們的專車上山，前往一探位於阿拉斯加州中南部，參觀人潮最多的「棉田豪冰河區」
，此地是最接近大都市
的一個潮汐冰河口，於十年前旅客還能輕易的走到冰河的冰緣上，這幾年由於溫室效應的加速升溫，旅客離最近的冰緣邊，
都有幾一千多公尺遠了，再晚些日子來訪時，可能只剩下一個大冰河湖了。我們的領隊將會帶您徒步穿越湖濱、沙丘、水漥，
嘗試突破極限，帶您抵達湖濱瀑布，看那高聳、壯碩的水濂，直灌下來，風強水盛，水珠紛飛，真是壯觀丫。朱諾是在 1880
年 10 月 4 日，由一個叫 Joe Juneau 的探險家，在今天叫作『金溪』的地方，淘到一顆如『黃豆』般大小的金砂，因此而開
啟了朱諾的歷史。一直到今天，金砂與冰河，仍是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來到朱諾的主要原因。您在看完壯麗的棉田豪冰
河後，也別忘了在小城逗留一下，看看各名品店裡的金砂製品，踏在歷史悠久的石板路上，圓一個阿拉斯加的淘金夢。

第 6 日 05/12 史凱威=>白色隘道之旅=>淘金重鎮古蹟徒步健走 到 07:00 離 16:30
遊輪在清晨薄霧中駛抵內灣航道的最北端，亦是在百年前尋金潮時最重要的淘金重鎮『史凱威』
。早上先安排『白色隘道巴
士之旅』
，搭乘巴士，一站一停的拜訪此地勝景，親身蒞臨百年前古人淘金之路，沿途山高水峻，瀑布飛絲，雲霧嬝繞，一
路到達山之巔，水之嶺，由於行程會越過「美、加邊界」
，所以請記得一定要隨身攜帶護照，以備通關之用。下午帶您徒步
進行『小鎮古蹟之旅』
。您可以於此小鎮之中，踏著先民的足跡，走在古蹟間木板路上，在古色古香的沙龍酒吧，小飲一杯，
發思古之幽情，或在藝品店中採購一番，為此行留下另一駐腳。此地最有名的紀念品是：
「用淘出的自然金砂，所製成的金
飾」
、
「用遠古長毛象化石，所雕畫的飾品」
、
「原住民的手工藝品」
，看一看，都是不錯的紀念品。

第 7 日 5/13 魯伯特王子港 Prince Rupert B.C. 到港 16:00 離港 22:00
今日在悠然的寧靜氣氛下，我們所搭乘的豪華遊輪將進入另一處人間仙境『魯伯特王子峽灣』
。魯伯特王子峽灣位於加拿大卑
斯省最北邊峽灣處，魯伯特王子峽灣的歷史早在 1892 年就開始建立，然而一直到了 2004 年 5 月份起，遊輪才開始停靠此
地，從此吸引了觀光客到訪。當地的自然保護政策相當嚴格，每次僅接受一艘遊輪到訪。在魯伯特王子峽灣您可瞭解阿拉斯

加南部印第安文化，或進入雨林建行，沿途可欣賞到當地美麗的景色，也可去觀賞野生動物：大熊、高山大角鹿、麋鹿、禿
鷹、海豚、海獅、殺人鯨等野生動物渡過整個旅程。

第 8 日 5/14 加拿大沿岸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
今天您在郵輪上已是許多天了，當然對船上的設備都已相當的了解了，所以您可以三五好友，相約參於各項活動、健身減肥、
洗三溫暖、泡水療池、餐廳美食、酒吧美酒、舞池翩翩、或是自帶「麻將」
，來個三四圈、也可以什麼都不做的「曬太陽」
，
都是很不錯的方式。

第 9 日 5/15 豪華郵輪/西雅圖/浮橋、運河、魚梯/名牌商場/邊界/機場 到 07:00
清晨郵輪抵達「西雅圖」
，辦理下船手續，先乘專車前往『運河公園』參觀『運河水閘』的運作，看水位的調節，船隻的上下
『水梯』
，並往『魚梯展覽室』觀看『鮭魚逆水躍魚梯』的景觀。接著帶您前往著名的『先民廣場』
，看看可愛的地標『猪寶
寶』
，找到『星巴克咖啡』的創始店，嚐試由西雅圖開始發展出來的著名的『濃縮咖啡』
，看看魚市場中的魚販的『拋魚秀』
。
然後去看一看西雅圖的地標『太空針塔』
。午後前往位於邊界的美西第一大名牌商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參觀選購，
裡面有台灣人特別喜愛的 Adidas、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BCBG Max Azria、Burberry、Calvin Klein、Coach、
Gap Outlet、Guess、J.Crew、Kenneth Cole、Nike、Polo Ralph Lauren、Restoration Hardware、Tommy Hilfiger 等超
過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於商場結束後(大約是 19:00~19:30)，越過邊界
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辦理離境手續，搭機返國。

第 10 日 5/16 溫哥華/台北

CI031 01:55/06:10+1 Flying 12:10

今日清晨搭機飛返台北，您可於回程的航機上享受殷勤的餐食服務與空中娛樂服務，因時差關係，航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
清晨抵達抵達台北，快樂出門，平安回家。

第 11 日 5/17 台北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桃園機場，出關後在親友的迎接中，結束此次難忘的阿拉斯加豪華遊輪之旅。

★ 挪威珍珠號 Norwegian Pearl
此艘郵輪排水噸位為 93,000 噸，目前航行
於阿拉斯加最新的船，首航於 2006 年全新下水
的船，團費較貴，長 294 公尺，寬 32 公尺，高
62 公尺，吃水深 8.8 公尺，.載客數為 2,240 人，
有 18 樓層甲板，共有共 1,120 間客艙，3 個游
泳池，5 個漩渦水療池，3 個主餐廳，7 個特色
餐廳，2 個主要秀場，14 個酒吧和休息室，賭場，
免稅商店，健身中心及 SPA。

特別說明： 4. 團體費用依出發日期及所採用之班機和行程，以及所搭乘之郵輪不同，而有不同價格。請洽詢正確價格。
5. 郵輪於報名後，若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取消規定，敬請事先詳閱本行程表上的規定。
3.國際郵輪之付款及取消規定並不適用一般旅遊合約書第 27 條，雙方同意依國際遊輪公司之規定約定如下。

遊輪異動： 遊輪公司基於環境之不可抗力因素或基於旅客安全考量，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行程中登船、
抵/離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更。若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輪公司及本公司不需負任何退
款和賠償責任。
出發日期： 2011/05/07 僅此一團 限時優惠價 NT119,900 元；5/15 起團體改為西雅圖港進出價格漲 6,000 元起。
每人費用： 9. 以挪威珍珠號 Norwegian Pearl『內艙無窗房間』為基準時自 NT119,900 元起。
10. 此團指定升等『外艙有窗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5,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10,000 元起）
。
11. 此團指定升等『陽台艙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20,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30,000 元起）
。
12. 本專案升等優惠價是依船公司給予時間而定，逾時恢復原價。此次有效期是 2010/12/15 前完成
報名並繳足訂金者為限，額滿截止，欲訂位前請先詢問業務人員，還有無優惠名額。
13. 指定升等艙房之實際金額，一律依船公司訂位艙房確認回覆等級而定。
14. 指定升等艙房一律是雙人一起升等；欲指定住宿單人房時，須補足房間價差。
15. 尾款請於出發日前 79 日繳清。
16. 若要指定撘乘個人來回機票，可退回團體票 38,000 元整，其來回機票請另外加訂付款。

收費包含： 以指定的兩人一室內艙房、機票及郵輪的兵險港捐稅金，來回團體經濟艙機票、行程中指定的餐食、
住宿及交通和列明的岸上觀光費用。
收費不含： 美國簽証費 5,850 元+代送費 900 元、船上規定最少的綜合小費約 US$84 元、全程領隊和地陪及司
機服務費 US$110 元、私人開銷。
報名規則： 7. 報名時，每一人請先繳作業預付金 NT30,000 元及護照影本，於錢到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有否船
位，在該作業中的五天中不得取消該訂位，若有船位時，該作業金自動轉為訂金，若是沒有船位
時，則將預付訂金如數無息退回。
8. 若有要指定升等艙房時，外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10,000 元，陽台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30,000
元，該升等價差以確認後的實際金額，多退少補方式處理。
9. 所有的訂位一經確認後，一律依下面表列規定扣取「取消罰金」
。
10. 遊輪行程於出發前 79 天，甲方應繳付全額費用予乙方，始得保留艙位。
11. 本公司未於以上規定期間收到旅客所繳付之訂金或尾款，得將其預訂艙位轉售。
12. 遊輪公司如於出發前 14 天，因不可抗拒的因素取消行程時，會將每位旅客之團費無息退還。
名單規定： 7. 甲方需於訂團時提供乙方正確名單及分房（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
。
8. 甲方若有需要欲更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時，其規定如下列條款。
9. 出發前 21 天內即無法更動任何名字及艙房。
10. 旅客為雙重國籍身分時（持一國以上之護照）
，遊輪名單必須為登船時所用該本護照之姓名。
11. 甲方需於出發前 15 天，繳交護照資料及必要之簽證資料，以利將其輸入遊輪公司資料庫。
12. 若甲方未於以上期限內提供正確護照及簽證資料，而造成旅客無法順利登船，遊輪公司及乙方概不負責。

換名規則： 於報名後若有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的取消費用產生，是故只有折衷之辦法『自己找人頂替』
，但
是『一個房間僅能更換一人』
。同時於出發日 91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50 元，於出
發日 90～4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100 元，於出發日 44～1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
時，其費用為 US150 元，於出發日 14 個工作天之內，不得更換名字。
責任問題： 5. 凡參加遊輪旅行團者，須遵守各國法律，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個人理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
遭某國家拒絕入境，或被拒絕登船，乙方概不負責。
6. 旅客若因自身問題而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其旅費數不退還。若因此所需額外費用(如交通
安排、住宿等需由其個人負責，概與乙方無關。
7. 甲方應於郵輪公司與航空公司規定期限前，給予乙方正確之出團旅客名單，若因甲方提供之名單
有誤，致機位遭航空公司取消或團體旅客不能隨團成行，概由甲方自行負責。
8. 甲方招攬之團體旅客應隨團同進出。甲方應充份告知參團旅客，如不隨團返國，致機位無法確認
時，該名續留旅客需自行負責回程機位及食宿。
應備資料： 1.護照影本 2.身分證影本 3.郵輪旅遊特別協議書 4.所有需要代辦事項的相關費用及代辦手續費。
取消規定： 3. 旅客若有訂位變更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並由旅客親自簽名於上，正式通知本公司，
並經本公司確認回簽為憑，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
4. 若遇到本國及國外之例假日，應提前三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作業，以符合國際遊輪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取消罰則： 旅客繳付訂金後，若要取消其預定行程時，依下列規定收取取消費用：
1. 旅客於出發日前 64 天以上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訂金為取消費用。
2. 旅客於出發日前 63～50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40%為取消費用。
3. 旅客於出發日前 49～22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50%為取消費用。
4. 旅客於出發日前 21～15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75%為取消費用。
5. 旅客於出發日前 14 天之內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100%為取消費用。

行程可以模仿 品質無法複製 專業無法取代給您享溫馨的旅遊回憶.
享溫馨假期 07-2370368 嚴勇泉專業領隊群 0972101194 邀請您參加

2011 年挪威之星號郵輪阿拉斯加內灣巡航首航團 11 天

我們阿拉斯加郵輪團隊比別人更多的安排項目如下：
01. 我們地接公司擁有二十多年的『郵輪旅遊』實際操作經驗，建有豐富的相關資料庫，良好的靠岸地人脈及服務。
02. 我們慎選郵輪，對於船上的餐食，服務，活動，設備，行程，都有經過仔細的評估，及慎重的選擇。
03. 我們慎選的郵輪，每天為您提供最佳的餐飲陣容，每日餐飲共有七餐，除按每日三餐主餐外，並包括豐盛自助
餐、各國風味餐、以及海鮮自助大餐，另提供有早、午、晚茶，各式各樣的宵夜等。
04. 郵輪上的『早、中餐』
，提供各式約有七十五道以上的豐盛自助餐；牛排、海鮮、沙拉、水果、冰淇淋應有盡
有，讓您大快朵頤。所有在各自助餐檯上之飲料、茶點、甜點、(酒精類飲料、汽水、鮮果汁除外)全部免費。
05. 親切認真且經驗豐富的領隊隨團服務，每日提供豪華遊輪中文日程表及菜單，並帶領您參與船上活動，讓您擁
有貼心的阿拉斯加豪華遊輪之旅。
06. 凱契根：我們特別安排『登山電扶梯』
，帶您徒步健走，仔細探索這一片印地安人的生息之祖地。
07. 朱諾市：我們特別安排『棉田豪冰河區』
，帶您拜訪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的棉田豪冰河區，並健走前往
冰瀑。
08. 史凱威：我們特別安排『白色隘道之旅』淘金路懷舊之旅，帶您重返舊時阿拉斯加淘金時期所走的淘金路。
09. 多安排一天『西雅圖』行程，帶您：跨浮橋、渡運河、觀魚梯、探針塔、逛廣場、尋星巴克、前往美西第一大
名牌商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瘋狂採購，內有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
價的 20%~80%。
10. 上列所有特別行程項目，都是『您不去，會後悔的』
，也都是『還要花大錢的自費行程』
，所以一般旅行社都不
願安排，或是，他們跟本就不知道這些項目，所以也就無法安排的了。 這就是我們比他們更專業的地方

2011 年挪威之星號郵輪阿拉斯加內灣巡航首航團 11 天
第 1 日 5/13 台北/溫哥華

CI032 23:00/19:10 Flying 12:10

今天帶著愉快的心情，於上午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帶您由台北直飛加拿大西岸最大城市－『溫哥華』
。
由於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日抵達後，先辦理入關手續，晚餐後返回飯店休息。

第 2 日 5/14 溫哥華=>豪華郵輪之旅

離港 16:00

在飯店享用早餐後，前往郵輪碼頭辦理登船手續，由於報到手續及安檢的時間需要較長，所以要很早前往排隊，經過一番複
雜的包括出加拿大國境、入美國國境、報到、尋找船艙、繳交船上消費保證金‥‥等，冗長的 Chink in 手續後，終於登上此
一讓您嚮往已久的富麗堂皇的海上皇宮，領隊帶領團員登上船橋，船上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的旅客拍下這興奮

的一刻，樂師也在船上吹奏著歡樂的音樂迎賓。當您進入您的房間後，您可以將您的行李箱打開，將一件件的華麗禮服掛在
房間的衣櫃中，將日常所有要用的東西，都放到各個櫃子或抽屜當中，就像您回到了您的家中一般。由於在此段時間，隨團
領隊需要和船上工作人員核對團體的用餐梯次及桌次，以及多項的安排，無法陪伴團員，您可以自己逛逛船上各處，找找自
助餐廳吃個點心，但是別忘了在警報響起時，一定要穿好您的救生衣，前往指定地點，一起參予「救生演習」喲，若您不知
道要到何處報到時？只要將救生衣上的號碼，讓船上工作人員看一下，她們就會帶您到定位的，要記得呦！這就是您的救生
艇搭乘位置，在緊急時跑錯地方是上不了救生艇的。郵輪預定午後 16:00 啟航，開始八天七夜的『豪華郵輪之旅』
。

第 3 日 5/15 加拿大沿岸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
今日我們搭乘的豪華遊輪，在綠林藍天碧海間，北上航向阿拉斯加。郵輪航行於島嶼羅列的內灣航道間，您在盡享各式各樣
豪華餐飲的同時，亦可全力投入郵輪上為您精心籌劃的各項活動及使用各項設施。您可到三溫暖、健身房，塑造最佳男、女
主角，或到鋼琴酒吧、咖啡廳，來一杯咖啡或買杯美酒，伴以悠揚的音樂，是人生何等的樂事。晚上參加船長特別為您舉行
的「官式船長歡迎酒會」
，別忘了要盛裝以赴哦！要穿上您準備的華麗禮服、畫個美美的妝、擦亮您的皮鞋，與船長拍張紀
念照片，嗯！漂亮、美呆了、真的很值得的，千萬別錯過了。

第 4 日 5/16 凱契根 Ketchikan=>鮭魚之鄉徒步健走 到港 07:00/離港 15:00
今日中午豪華遊輪抵達阿拉斯加州南部鮭魚之鄉『凱契根』
，豪華遊輪將於此停泊半天，由我們專業的領隊帶領你們徒步前
往以前的紅燈區「清溪街」上的「桃莉之家」
，
「漁獵之家」
，
「酋長之家」
，
「老鷹之家」
，
「圖騰之家」
，探索這個白人尚未到
達前，即已十分繁榮的漁獵村落，一探印第安人如何在這一片大地上，遵循大自然的法則的生活智慧。然後您可以自由逛街
購物，或前往港口觀看繁忙的捕魚船進出，看那卸貨中的巨大鮭魚和比目魚，水上飛機的起降，都能帶給您豐富難忘的一天。

第 5 日 5/17 莎娃冰河灣國家公園=>朱諾=>棉田豪冰河之旅 到 14:00 離 23:00
上午我們搭乘的豪華遊輪將進入另一處人間仙境『阿拉斯加莎娃冰河灣國家公園』
。這個在世界氣象研究中心極為重要的冰
河灣，也是美國阿拉斯加州控管很嚴格的冰河灣區，由於要管制每年進入的人口數，以免廢汽、廢油污、熱氣的侵害，所以
要申請特許證才能進入，只有 20%的郵輪旅客，可以獲准進入本冰河灣參觀，在萬年冰川圍繞的海灣中，有上百條冰河奔流
入海的壯麗景觀，在國家公園解說員的導覽下，您會發現，在這看似寧靜的冰河灣裡，其實到處充滿了生機，有海豹、海獅、
海鳥等共譜成一篇大自然壯麗的交響詩，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鯨魚群游嘻戲於冰海中。中午遊輪上，更準備有冰河灣大
餐，讓您渡過一個美好又充實的一天。午後，遊輪航行抵達阿拉斯加州的首府『朱諾』
，登岸後特別安排『棉田豪冰河區之
旅』
。請您搭乘我們的專車上山，前往一探位於阿拉斯加州中南部，參觀人潮最多的「棉田豪冰河區」
，此地是最接近大都市
的一個潮汐冰河口，於十年前旅客還能輕易的走到冰河的冰緣上，這幾年由於溫室效應的加速升溫，旅客離最近的冰緣邊，
都有幾一千多公尺遠了，再晚些日子來訪時，可能只剩下一個大冰河湖了。我們的領隊將會帶您徒步穿越湖濱、沙丘、水漥，
嘗試突破極限，帶您抵達湖濱瀑布，看那高聳、壯碩的水濂，直灌下來，風強水盛，水珠紛飛，真是壯觀丫。朱諾是在 1880
年 10 月 4 日，由一個叫 Joe Juneau 的探險家，在今天叫作『金溪』的地方，淘到一顆如『黃豆』般大小的金砂，因此而開
啟了朱諾的歷史。一直到今天，金砂與冰河，仍是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來到朱諾的主要原因。您在看完壯麗的棉田豪冰
河後，也別忘了在小城逗留一下，看看各名品店裡的金砂製品，踏在歷史悠久的石板路上，圓一個阿拉斯加的淘金夢。

第 6 日 5/18 史凱威=>白色隘道之旅=>淘金重鎮古蹟徒步健走 到 07:00 離 16:30
遊輪在清晨薄霧中駛抵內灣航道的最北端，亦是在百年前尋金潮時最重要的淘金重鎮『史凱威』
。早上先安排『白色隘道巴
士之旅』
，搭乘巴士，一站一停的拜訪此地勝景，親身蒞臨百年前古人淘金之路，沿途山高水峻，瀑布飛絲，雲霧嬝繞，一
路到達山之巔，水之嶺，由於行程會越過「美、加邊界」
，所以請記得一定要隨身攜帶護照，以備通關之用。下午帶您徒步
進行『小鎮古蹟之旅』
。您可以於此小鎮之中，踏著先民的足跡，走在古蹟間木板路上，在古色古香的沙龍酒吧，小飲一杯，
發思古之幽情，或在藝品店中採購一番，為此行留下另一駐腳。此地最有名的紀念品是：
「用淘出的自然金砂，所製成的金
飾」
、
「用遠古長毛象化石，所雕畫的飾品」
、
「原住民的手工藝品」
，看一看，都是不錯的紀念品。

第 7 日 5/19 魯伯特王子港 Prince Rupert B.C. 到 16:00 離 22:00
今日在悠然的寧靜氣氛下，我們所搭乘的豪華遊輪將進入另一處人間仙境『魯伯特王子峽灣』
。魯伯特王子峽灣位於加拿大卑
斯省最北邊峽灣處，魯伯特王子峽灣的歷史早在 1892 年就開始建立，然而一直到了 2004 年 5 月份起，遊輪才開始停靠此

地，從此吸引了觀光客到訪。當地的自然保護政策相當嚴格，每次僅接受一艘遊輪到訪。在魯伯特王子峽灣您可瞭解阿拉斯
加南部印第安文化，或進入雨林建行，沿途可欣賞到當地美麗的景色，也可去觀賞野生動物：大熊、高山大角鹿、麋鹿、禿
鷹、海豚、海獅、殺人鯨等野生動物渡過整個旅程。

第 8 日 5/20 加拿大沿岸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
今天您在郵輪上已是許多天了，當然對船上的設備都已相當的了解了，所以您可以三五好友，相約參於各項活動、健身減肥、
洗三溫暖、泡水療池、餐廳美食、酒吧美酒、舞池翩翩、或是自帶「麻將」
，來個三四圈、也可以什麼都不做的「曬太陽」
，
都是很不錯的方式。

第 9 日 5/21 豪華郵輪/西雅圖/浮橋、運河、魚梯/名牌商場/邊界/機場 到港 07:00
清晨郵輪抵達「西雅圖」
，辦理下船手續，先乘專車前往『運河公園』參觀『運河水閘』的運作，看水位的調節，船隻的上下
『水梯』
，並往『魚梯展覽室』觀看『鮭魚逆水躍魚梯』的景觀。接著帶您前往著名的『先民廣場』
，看看可愛的地標『猪寶
寶』
，找到『星巴克咖啡』的創始店，嚐試由西雅圖開始發展出來的著名的『濃縮咖啡』
，看看魚市場中的魚販的『拋魚秀』
。
然後去看一看西雅圖的地標『太空針塔』
。午後前往位於邊界的美西第一大名牌商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參觀選購，
裡面有台灣人特別喜愛的 Adidas、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BCBG Max Azria、Burberry、Calvin Klein、Coach、
Gap Outlet、Guess、J.Crew、Kenneth Cole、Nike、Polo Ralph Lauren、Restoration Hardware、Tommy Hilfiger 等超
過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於商場結束後（大約是 19:00~19:30）
，越過邊界
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辦理離境手續，搭機返國。

第 10 日 5/22 溫哥華/台北

CI031 01:55/06:10+1 Flying 12:10

今日清晨搭機飛返台北，您可於回程的航機上享受殷勤的餐食服務與空中娛樂服務，因時差關係，航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
清晨抵達抵達台北，快樂出門，平安回家。

第 11 日 5/23 台北
班機於今日清晨抵達桃園機場，出關後在親友的迎接中，結束此次難忘的阿拉斯加豪華遊輪之旅。

★ 挪威之星號 Norwegian Star
此艘郵輪排水噸位為 91,000 噸，於 2006
年整理下水的船，團費較貴，長 294 公尺，
寬 32 公尺，高 62 公尺，吃水深 8.8 公尺，
首航都在 2001 年 11 月，.載客數為 2,240
人，有 16 樓層甲板，共有共 1,120 間客艙，
3 個游泳池，5 個漩渦水療池，3 個主餐廳，
7 個特色餐廳，2 個主要秀場，14 個酒吧和
休息室，賭場，免稅商店，健身中心及 SPA。
特別說明： 6. 團體費用依出發日期及所採用之班機和行程，以及所搭乘之郵輪不同，而有不同價格。請洽詢正確價格。
7. 郵輪於報名後，若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取消規定，敬請事先詳閱本行程表上的規定。
3.國際郵輪之付款及取消規定並不適用一般旅遊合約書第 27 條，雙方同意依國際遊輪公司之規定約定如下。

遊輪異動： 遊輪公司基於環境之不可抗力因素或基於旅客安全考量，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行程中登船、
抵/離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更。若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輪公司及本公司不需負任何退
款和賠償責任。
出發日期： 2011/05/13 僅此一團 限時優惠價 NT119,900 元；5/20 起團體改為西雅圖港進出，漲 10,000 元起。
每人費用： 17. 以挪威之星號 Norwegian Star『內艙無窗房間』為基準時自 NT119,900 元起。
18. 此團指定升等『外艙有窗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5,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10,000 元起）
。
19. 此團指定升等『陽台艙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20,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30,000 元起）
。
20. 本專案升等優惠價是依船公司給予時間而定，逾時恢復原價。此次有效期是 2010/12/15 前完成
報名並繳足訂金者為限，額滿截止，欲訂位前請先詢問業務人員，還有無優惠名額。
21. 指定升等艙房之實際金額，一律依船公司訂位艙房確認回覆等級而定。
22. 指定升等艙房一律是雙人一起升等；欲指定住宿單人房時，須補足房間價差。
23. 尾款請於出發日前 79 日繳清。

收費包含：
收費不含：
報名規則：

名單規定：

24. 若要指定撘乘個人來回機票，可退回團體票 38,000 元整，其來回機票請另外加訂付款。
以指定的兩人一室內艙房、機票及郵輪的兵險港捐稅金，來回團體經濟艙機票、行程中指定的餐食、
住宿及交通和列明的岸上觀光費用。
美國簽証費 5,850 元+代送費 900 元、船上規定最少的綜合小費約 US$84 元、全程領隊和地陪及司
機服務費 US$110 元、私人開銷。
13. 報名時，每一人請先繳作業預付金 NT30,000 元及護照影本，於錢到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有否船
位，在該作業中的五天中不得取消該訂位，若有船位時，該作業金自動轉為訂金，若是沒有船位
時，則將預付訂金如數無息退回。
14. 若有要指定升等艙房時，外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10,000 元，陽台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30,000
元，該升等價差以確認後的實際金額，多退少補方式處理。
15. 所有的訂位一經確認後，一律依下面表列規定扣取「取消罰金」
。
16. 遊輪行程於出發前 79 天，甲方應繳付全額費用予乙方，始得保留艙位。
17. 本公司未於以上規定期間收到旅客所繳付之訂金或尾款，得將其預訂艙位轉售。
18. 遊輪公司如於出發前 14 天，因不可抗拒的因素取消行程時，會將每位旅客之團費無息退還。
13. 甲方需於訂團時提供乙方正確名單及分房（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
。
14. 甲方若有需要欲更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時，其規定如下列條款。
15. 出發前 21 天內即無法更動任何名字及艙房。
16. 旅客為雙重國籍身分時（持一國以上之護照）
，遊輪名單必須為登船時所用該本護照之姓名。
17. 甲方需於出發前 15 天，繳交護照資料及必要之簽證資料，以利將其輸入遊輪公司資料庫。
18. 若甲方未於以上期限內提供正確護照及簽證資料，而造成旅客無法順利登船，遊輪公司及乙方概不負責。

換名規則： 於報名後若有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的取消費用產生，是故只有折衷之辦法『自己找人頂替』
，但
是『一個房間僅能更換一人』
。同時於出發日 91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50 元，於出
發日 90～4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100 元，於出發日 44～1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
時，其費用為 US150 元，於出發日 14 個工作天之內，不得更換名字。
責任問題： 9. 凡參加遊輪旅行團者，須遵守各國法律，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個人理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
遭某國家拒絕入境，或被拒絕登船，乙方概不負責。
10. 旅客若因自身問題而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其旅費數不退還。若因此所需額外費用(如交通
安排、住宿等需由其個人負責，概與乙方無關。
11. 甲方應於郵輪公司與航空公司規定期限前，給予乙方正確之出團旅客名單，若因甲方提供之名單
有誤，致機位遭航空公司取消或團體旅客不能隨團成行，概由甲方自行負責。
12. 甲方招攬之團體旅客應隨團同進出。甲方應充份告知參團旅客，如不隨團返國，致機位無法確認
時，該名續留旅客需自行負責回程機位及食宿。
應備資料： 1.護照影本 2.身分證影本 3.郵輪旅遊特別協議書 4.所有需要代辦事項的相關費用及代辦手續費。
取消規定： 5. 旅客若有訂位變更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並由旅客親自簽名於上，正式通知本公司，
並經本公司確認回簽為憑，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
6. 若遇到本國及國外之例假日，應提前三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作業，以符合國際遊輪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取消罰則： 旅客繳付訂金後，若要取消其預定行程時，依下列規定收取取消費用：
1. 旅客於出發日前 64 天以上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訂金為取消費用。
2. 旅客於出發日前 63～50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40%為取消費用。
3. 旅客於出發日前 49～22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50%為取消費用。
4. 旅客於出發日前 21～15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75%為取消費用。
5. 旅客於出發日前 14 天之內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100%為取消費用。

行程可以模仿 品質無法複製 專業無法取代給您享溫馨的旅遊回憶.
享溫馨假期 07-2370368 嚴勇泉專業領隊群 0972101194 邀請您參加

2011 島嶼公主郵輪阿拉斯加冰河巡航北上 12 天

我們阿拉斯加郵輪團隊比別人更多的安排項目如下：
01. 我們地接公司擁有二十多年的『郵輪旅遊』實際操作經驗，建有豐富的相關資料庫，良好的靠岸地人脈及服務。
02. 我們慎選郵輪，對於船上的餐食，服務，活動，設備，行程，都有經過仔細的評估，及慎重的選擇。
03. 我們慎選的郵輪，每天為您提供最佳的餐飲陣容，每日餐飲共有七餐，除按每日三餐主餐外，並包括豐盛自助餐、各
04.
05.
06.
07.
08.
09.
10.

國風味餐、以及海鮮自助大餐，另提供有早、午、晚茶，各式各樣的宵夜等。
郵輪上的『早、中餐』
，提供各式約有七十五道以上的豐盛自助餐；牛排、海鮮、沙拉、水果、冰淇淋應有盡有，讓您
大快朵頤。所有在各自助餐檯上之飲料、茶點、甜點、(酒精類飲料、汽水、鮮果汁除外)全部免費。
親切認真且經驗豐富的領隊隨團服務，每日提供豪華遊輪中文日程表及菜單，並帶領您參與船上活動，讓您擁有貼心
的阿拉斯加豪華遊輪之旅。
凱契根：我們特別安排『登山電扶梯』
，帶您徒步健走，仔細探索這一片印地安人的生息之祖地。
朱諾市：我們特別安排『棉田豪冰河區』
，帶您拜訪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的棉田豪冰河區，並健走前往冰瀑。
史凱威：我們特別安排『白色隘道之旅』淘金路懷舊之旅，帶您重返舊時阿拉斯加淘金時期所走的淘金路。
多安排一天『西雅圖』行程，帶您：跨浮橋、渡運河、觀魚梯、探針塔、逛廣場、尋星巴克、前往美西第一大名牌商
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瘋狂採購，內有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
上列所有特別行程項目，都是『您不去，會後悔的』
，也都是『還要花大錢的自費行程』
，所以一般旅行社都不願安排，
或是，他們跟本就不知道這些項目，所以也就無法安排的了。 ﹣﹣這就是我們比他們更專業的地方

2011 島嶼公主郵輪阿拉斯加冰河巡航北上 12 天
第 1 天 台北/溫哥華 Vancouver CI032 23:00/19:10 Flying 12:10
今日於桃園中正機場相見歡，然後搭乘豪華客機啟程，跨越國際換日線，飛往加拿大西岸最美麗的城市【溫哥華 Vancouver】
，
因為時差的緣故，航機於同日晚間抵達。由領隊協助通關後，隨即前往餐廳享用晚餐，餐後專車前往旅館辦理住宿，好好休
息也可調整時差，為隨即而來的旅程做好充分的準備。

早餐：請自理

中餐：請自理

晚餐：中式料理

住宿：Sandman Signature Richmond 或同級

第 2 天 溫哥華=>蓋斯鎮=>加拿大廣場=>登船=>阿拉斯加豪華遊輪

離港 17:00

早餐後，前往溫哥華發源地【蓋世鎮】溫哥華發源地，可以參觀世界上最古老的蒸汽鐘，及【水街】兩旁的商店街。隨即前
往 1986 年世界博覽會場帆頂建築的【加拿大廣場】。辦理登船手續，經過一番包括出加拿大國境、入美國國境、尋找船艙、
繳交船上消費保證金‥‥等，冗長的 Chink in 手續後 (辦手續時間大約需要 3～4 小時時間)，終於登上此一讓您嚮往已久的
富麗堂皇的海上皇宮，領隊帶領著團員登上船橋，船上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的旅客拍下這興奮的一刻，樂師也

在船上吹奏著歡樂的迎賓樂曲。當您進入您的房間後，您可以將您的行李箱打開，將一件件的華麗禮服，掛在房間的衣櫃中，
將日常所有要用的東西，都放到各個櫃子或抽屜當中，就像您回到了您的家中一般。由於在此段時間，隨團領隊需要和船上
工作人員核對團體的用餐梯次及桌次，以及多項的安排，無法陪伴團員，您可以自己前往自助餐廳吃個午餐或是下午茶點心，
或是逛逛船上各處，船上擁有可以滿足旅客各種感官享受的豪華夜總會、電影院、美容院、賭場、商店街、游泳池……等。
但是別忘了，當船上的碰撞警報響起時，要穿好您的救生衣，一起參予「救生演習」喲，若您不知道要到何處報到時？只要
將救生衣的號碼讓船上工作人員看一下，她們就會帶您到定位的，要記得呦！這就是您的救生艇搭乘位置，當發生緊急事件
時，跑錯地方是上不了救生艇的。郵輪預定午後五時啟航，開始八天七夜的『阿拉斯加冰河灣探索巡航之旅』。

早餐：飯店內

中餐：郵輪上

晚餐：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3 天 加拿大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享受郵輪各項設施活動/船長歡迎酒會
今日我們搭乘的豪華遊輪，在綠林藍天碧海間，北上航向阿拉斯加。在您倘佯於島嶼羅列的內灣航道間，在盡享各式各樣豪
華餐飲的同時，亦可全力投入豪華遊輪為您精心籌劃的各項活動，及使用各項設施。您可到三溫暖、健身房，塑造最佳男、
女主角，或到鋼琴酒吧、咖啡廳，來一杯咖啡，或是買杯美酒，伴以悠揚的音樂，是人生何等的樂事。晚上要參加船長特別
為您舉行的「官式船長歡迎酒會」，別忘了要盛裝以赴哦！穿上您準備的華麗禮服、畫個美美的妝、擦亮您的皮鞋，與船長
或是船上的高級官員們拍張紀念照片，嗯！漂亮、美呆了、真的很值得的，千萬別錯過了。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4 天 凱契根Ketchikan/桃莉之家/圖騰之家/男人天地/搭乘登頂升降車 07:00 到15:00 離
今日，豪華遊輪抵達阿拉斯加州南部鮭魚之鄉『凱契根』，豪華遊輪將於此停泊半天，由我們專業的領隊，帶領您前往以前
的紅燈區「清溪街」逛逛，探索這個白人尚未到達前，即已十分繁榮的漁獵村落，一探印第安人如何在這一片大地上，遵循
大自然的法則的生活智慧，沿途觀賞著名的「桃莉之家」參觀舊日的『男人天地』、也可前往「圖騰之家」、接著領隊將帶
我們搭乘「升降車」登上小丘頂上的 Lodge，由高處往下俯覽凱契根港區和東加峽灣的景觀。然後您可以自由逛街購物，或
前往港口觀看繁忙的捕魚船進出、看那卸貨中的巨大鮭魚和比目魚、水上飛機的起降、都能帶給您豐富難忘的一天。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5 天 朱諾 Juneau=>『棉田豪冰河區之旅』/淘金步道之旅 07:00 到 19:30 離
在清晨時分，遊輪航行抵達阿拉斯加州的首府『朱諾』，登岸後我們特別安排搭乘當地班車，遊覽世界最著名的『棉田豪冰
河區之旅』，前往一探位於阿拉斯加州中南部，參觀人潮最多的「棉田豪冰河區」，此地是最接近大都市的一個潮汐冰河口，
於十年前旅客還能輕易的走到冰河的冰緣上，這幾年由於溫室效應的加速升溫，旅客離最近的冰緣邊，都有幾公里遠了，再
晚些日子來訪時，可能只剩下一個大冰河湖了，湖邊有 3,000 多公尺的小徑步道，環繞棉田豪湖畔，通往冰湖邊的高聳大瀑
布，是您難得的散步經驗，小徑步道健走來回大約需要 1.5～2 小時時間。朱諾是在 1880 年 10 月 4 日，由一個叫 Joe Juneau
的探險家，在今天叫作『金溪』的地方，淘到一顆如『黃豆』般大小的金砂，因此而開啟了朱諾的歷史。一直到今天，金砂
與冰河，仍是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來到朱諾的主要原因。您在看完壯麗的棉田豪冰河後，也別忘了在小城逗留一下，看
看名品店裡的金砂製品，踏在歷史悠久的石板路上，圓一個阿拉斯加的淘金夢。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6 天 史凱威*白色隘道巴士之旅/美加邊界/古老火車站/北極兄弟館 07:00 到 21:00 離
遊輪在清晨薄霧中，駛抵內灣航道的最北端，亦是在百年前尋金潮時，最重要的淘金重鎮『史凱威』。我們特別安排『白色
隘道巴士之旅』，一站一停的拜訪此地勝景，親身蒞臨百年前古人淘金之路，沿途山高水峻，瀑布飛絲，雲霧嬝繞，一路到
達山之巔，水之嶺，由於行程會越過「美、加邊界」，所以請記得一定要隨身攜帶護照，以備通關之用。當然在行程結束後
的其餘時間，您可以於此小鎮之中，踏著先民的足跡，在古蹟間木板路上，古色古香的沙龍酒吧，小飲一杯，更不要錯過古
舊的火車站、紅蔥酒吧和二萬片百年浮木裝飾的【北極兄弟館】、【淘金博物館】及採購當地之手工藝品，為此行留下另一
駐腳。此地最有名的紀念品是：「用淘出的自然金砂，所製成的金飾」、「用遠古長毛象化石，所雕畫的飾品」、「原住民
的手工藝品」，看一看，都是不錯的紀念品。午後，您還可以自費『搭乘直昇機登陸冰河上』，也可以加價搭乘『狗拉雪橇』，
也可以去參加『海釣』，或是『賞鯨』。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7 天 冰河灣國家公園 Glacier Bay 唯一有國家公園解說員的導覽解說 到 06:00 離 15:00
今日在悠然的寧靜氣氛下，我們所搭乘的豪華遊輪將進入另一處人間仙境『阿拉斯加冰河灣國家公園』。這個在萬年冰川圍
繞的海灣中，有上百條冰河奔流入海的壯麗景觀，在國家公園解說員的導覽下，您會發現，在這看似寧靜的冰河灣裡，其實
到處充滿了生機，有海豹、海獅、海鳥等共譜成一篇大自然壯麗的交響詩，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鯨魚群游嘻戲於冰海中。
中午遊輪更準備有冰河灣大餐，讓您渡過一個美好又充實的一天。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8 天 學院府冰河巡航/參加郵輪各項免費活動享受各項設施

到 15:00 離 18:00

今日遊輪將駛到學院府冰河，由十六條冰河匯集在一處，或許您運氣好可見到冰崩奇景，陣陣巨響以及濺起的滔滔巨浪，極

為壯觀。此地亦是多種海洋生物的家鄉，若您運氣好的話，或許會看到巨大的灰脊鯨自遊輪邊串竄起，您會大呼值回票價。
今天您在郵輪上已是第七天了，當然對船上的設備都已相當的了解了，所以您可以三五好友，相約參於各項活動、健身減肥、
洗三溫暖、泡水療池、餐廳美食、酒吧美酒、舞池翩翩、或是自帶「麻將」，來個三四圈、也可以什麼都不做的「曬太陽」，
都是很不錯的方式。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9 天 郵輪=>惠堤爾港=>安克拉治／西雅圖 AS100 17:30/21:50 或 AS104 19:30/23:49
清晨 07:00 郵輪抵達「惠堤爾港」，辦理下船手續，隨後前往美國阿拉斯加州第一大城『安克拉治』。抵達後先帶您逛逛夏
季美美的『安克拉治』，經由領隊的解說，讓您稍稍的了解一下『愛斯基摩人』與此地久遠的生活史，及『安克拉治市』的
近代發展凔桑史，若時間許可時，還可以去拜訪『水上飛機起降場』，親訪『地震公園』。然後前往阿拉斯加機場辦理登機
手續，飛往美國西岸最美麗的城市『西雅圖』。抵達後前往住宿酒店休息。

早：郵輪上

中：中西式自助餐

晚：飛機上

住宿：Holiday Inn Suite & Hotel 或同級

第 10 天 西雅圖=>浮橋、運河、魚梯=>名牌商場=>邊界=>機場
早餐後，先乘專車前往『運河公園』參觀『運河水閘』的運作，看水位的調節，船隻的上下『水梯』
，並往『魚梯展覽室』觀
看『鮭魚逆水躍魚梯』的景觀。接著帶您前往著名的『先民廣場』
，看看可愛的地標『猪寶寶』
，找到『星巴克咖啡』的創始
店，嚐試由西雅圖開始發展出來的著名的『濃縮咖啡』
，看看魚市場中的魚販的『拋魚秀』
。然後去看一看西雅圖的地標『太
空針塔』
。午後前往位於邊界的美西第一大名牌商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參觀選購，裡面有台灣人特別喜愛的 Adidas、
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BCBG Max Azria、Burberry、Calvin Klein、Coach、Gap Outlet、Guess、J.Crew、Kenneth
Cole、Nike、Polo Ralph Lauren、Restoration Hardware、Tommy Hilfiger 等超過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
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於商場結束後(大約是 19:00~19:30)，越過邊界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辦理離境手續，搭機
返國。
早：飯店內
中：中式料理
晚：中西式自助餐
住宿：飛機上

第 11 天 溫哥華／台北

CI031 01:55/06:10+1 Flying 12:10

今日清晨搭乘國際航線飛返台北，因時差關係，夜宿機上。早：飛機上

中：飛機上

晚：飛機上 宿：飛機上

第 12 天 台北=>甜蜜的家
因時差關係，經國際換日線於本日抵達台北，行李大包小包，親友都來迎接，一群人歡歡喜喜，快樂出門，平安回家。

早：飛機上

中：敬請自理

晚：敬請自理

住宿：甜蜜的家

★ 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此郵輪為 93,000 噸新船，是目前阿拉斯加航線中最大的豪華郵輪，
團費適中，長 295.65 公尺；寬 34.25 公尺；高 58.5 公尺；吃水深 8.35
公尺；首航為 2003 年 12 月下水；載客數為 1,970 人；有 14 樓層甲板；
共有共 987 間客艙（732 間陽台艙 / 146 間外艙 / 108 間內艙）
；4 個游
泳池；5 個漩渦水療池；3 個主餐廳：維瓦第 The Vivaldi、賽芙餐廳 The
Savoy、國際餐廳 The International；5 個特色餐廳，3 個主要秀場：公
主劇院：主要表演廳、芙萱夜總會：高科技多功能表演廳、探險家浪奇
吧：歌舞秀表演廳；4 個主要酒吧；賭場；免稅商店；健身中心及 SPA。

特別說明： 8. 團體費用依出發日期及所採用之班機和行程，以及所搭乘之郵輪不同，而有不同之價格。請洽詢正確價格。
9. 郵輪於報名後，若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取消規定，敬請事先詳閱本行程表上的規定。
10. 國際郵輪之付款及取消規定並不適用一般旅遊合約書第 27 條，雙方同意依國際遊輪公司之規定約定如下。

遊輪異動： 遊輪公司基於環境之不可抗力因素或基於旅客安全考量，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行程中登船、
抵/離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更。若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輪公司及本公司不需負任何退
款和賠償責任。
出發日期： 2011/05/17 僅此一團 限時優惠價 NT139,900 元。往後日期會有船價及機票之漲價追加款產生。
每人費用： 25. 以公主郵輪的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內艙無窗房間』為基準時自 NT139,900 元起。
26. 此團指定升等『外艙有窗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5,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10,000 元起）
。
27. 此團指定升等『陽台艙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20,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30,000 元起）
。
28. 本專案升等優惠價是依船公司給予時間而定，逾時恢復原價。此次有效期是 2010/12/15 前完成
報名並繳足訂金者為限，額滿截止，欲訂位前請先詢問業務人員，還有無優惠名額。
29. 指定升等艙房之實際金額，一律依船公司訂位艙房確認回覆等級而定。
30. 指定升等艙房一律是雙人一起升等；欲指定住宿單人房時，須補足房間價差。

收費包含：
收費不含：
報名規則：

名單規定：

31. 尾款請於出發日前 79 日繳清。
32. 若要指定撘乘個人來回機票，可退回團體票 38,000 元整，其來回機票請另外加訂付款。
以指定的兩人一室內艙房、機票及郵輪的兵險港捐稅金，來回團體經濟艙機票、行程中指定的餐食、
住宿及交通和列明的岸上觀光費用。
美國簽証費 5,850 元+代送費 900 元、船上規定最少的綜合小費約 US$84 元、全程領隊和地陪及司
機服務費 US$120 元、私人開銷。
19. 報名時，每一人請先繳作業預付金 NT30,000 元及護照影本，於錢到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有否船
位，在該作業中的五天中不得取消該訂位，若有船位時，該作業金自動轉為訂金，若是沒有船位
時，則將預付訂金如數無息退回。
20. 若有要指定升等艙房時，外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10,000 元，陽台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30,000
元，該升等價差以確認後的實際金額，多退少補方式處理。
21. 所有的訂位一經確認後，一律依下面表列規定扣取「取消罰金」
。
22. 遊輪行程於出發前 79 天，甲方應繳付全額費用予乙方，始得保留艙位。
23. 本公司未於以上規定期間收到旅客所繳付之訂金或尾款，得將其預訂艙位轉售。
24. 遊輪公司如於出發前 14 天，因不可抗拒的因素取消行程時，會將每位旅客之團費無息退還。
19. 甲方需於訂團時提供乙方正確名單及分房（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
。
20. 甲方若有需要欲更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時，其規定如下列條款。
21. 出發前 21 天內即無法更動任何名字及艙房。
22. 旅客為雙重國籍身分時（持一國以上之護照）
，遊輪名單必須為登船時所用該本護照之姓名。
23. 甲方需於出發前 15 天，繳交護照資料及必要之簽證資料，以利將其輸入遊輪公司資料庫。
24. 若甲方未於以上期限內提供正確護照及簽證資料，而造成旅客無法順利登船，遊輪公司及乙方概不負責。

換名規則： 於報名後若有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的取消費用產生，是故只有折衷之辦法『自己找人頂替』
，但
是『一個房間僅能更換一人』
。同時於出發日 91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50 元，於出
發日 90～4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100 元，於出發日 44～1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
時，其費用為 US150 元，於出發日 14 個工作天之內，不得更換名字。
責任問題： 13. 凡參加遊輪旅行團者，須遵守各國法律，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個人理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
遭某國家拒絕入境，或被拒絕登船，乙方概不負責。
14. 旅客若因自身問題而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其旅費數不退還。若因此所需額外費用(如交通
安排、住宿等需由其個人負責，概與乙方無關。
15. 甲方應於郵輪公司與航空公司規定期限前，給予乙方正確之出團旅客名單，若因甲方提供之名單
有誤，致機位遭航空公司取消或團體旅客不能隨團成行，概由甲方自行負責。
16. 甲方招攬之團體旅客應隨團同進出。甲方應充份告知參團旅客，如不隨團返國，致機位無法確認
時，該名續留旅客需自行負責回程機位及食宿。
應備資料： 1.護照影本 2.身分證影本 3.郵輪旅遊特別協議書 4.所有需要代辦事項的相關費用及代辦手續費。
取消規定： 7. 旅客若有訂位變更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並由旅客親自簽名於上，正式通知本公司，
並經本公司確認回簽為憑，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
8. 若遇到本國及國外之例假日，應提前三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作業，以符合國際遊輪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取消罰則： 旅客繳付訂金後，若要取消其預定行程時，依下列規定收取取消費用：
1. 旅客於出發日前 64 天以上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訂金為取消費用。
2. 旅客於出發日前 63～50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40%為取消費用。
3. 旅客於出發日前 49～22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50%為取消費用。
4. 旅客於出發日前 21～15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75%為取消費用。
5. 旅客於出發日前 14 天之內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100%為取消費用。

行程可以模仿 品質無法複製 專業無法取代給您享溫馨的旅遊回憶.
享溫馨假期 07-2370368 嚴勇泉專業領隊群 0972101194 邀請您參加

2011 島嶼公主郵輪阿拉斯加冰河巡航南下 12 天

我們阿拉斯加郵輪團隊比別人更多的安排項目如下：
01. 我們地接公司擁有二十多年的『郵輪旅遊』實際操作經驗，建有豐富的相關資料庫，良好的靠岸地人脈及服務。
02. 我們慎選郵輪，對於船上的餐食，服務，活動，設備，行程，都有經過仔細的評估，及慎重的選擇。
03. 我們慎選的郵輪，每天為您提供最佳的餐飲陣容，每日餐飲共有七餐，除按每日三餐主餐外，並包括豐盛自助餐、各
國風味餐、以及海鮮自助大餐，另提供有早、午、晚茶，各式各樣的宵夜等。
，提供各式約有七十五道以上的豐盛自助餐；牛排、海鮮、沙拉、水果、冰淇淋應有盡有，讓您
04. 郵輪上的『早、中餐』
大快朵頤。所有在各自助餐檯上之飲料、茶點、甜點、(酒精類飲料、汽水、鮮果汁除外)全部免費。

05. 親切認真且經驗豐富的領隊隨團服務，每日提供豪華遊輪中文日程表及菜單，並帶領您參與船上活動，讓您擁有貼心
06.
07.
08.
09.
10.

的阿拉斯加豪華遊輪之旅。
凱契根：我們特別安排『登山電扶梯』
，帶您徒步健走，仔細探索這一片印地安人的生息之祖地。
朱諾市：我們特別安排『棉田豪冰河區』
，帶您拜訪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的棉田豪冰河區，並健走前往冰瀑。
史凱威：我們特別安排『白色隘道之旅』淘金路懷舊之旅，帶您重返舊時阿拉斯加淘金時期所走的淘金路。
多安排一天『西雅圖』行程，帶您：跨浮橋、渡運河、觀魚梯、探針塔、逛廣場、尋星巴克、前往美西第一大名牌商
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瘋狂採購，內有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
上列所有特別行程項目，都是『您不去，會後悔的』
，也都是『還要花大錢的自費行程』
，所以一般旅行社都不願安排，
或是，他們跟本就不知道這些項目，所以也就無法安排的了。 ﹣﹣這就是我們比他們更專業的地方

2011 島嶼公主郵輪阿拉斯加冰河巡航南下 12 天
第 1 天 台北/溫哥華 Vancouver

CI032 23:00/19:10 Flying 12:10

今日於桃園中正機場相見歡，然後搭乘豪華客機啟程，跨越國際換日線，飛往加拿大西岸最美麗的城市【溫哥華 Vancouver】
，
因為時差的緣故，航機於同日晚間抵達。由領隊協助通關後，隨即前往餐廳享用晚餐，餐後專車前往旅館好好休息。

早餐：請自理

中餐：請自理

晚餐：中式料理

住宿：Sandman Signature Richmond 或同級

第 2 天 溫哥華=>邊界=>名牌商場=>西雅圖=>浮橋、運河、魚梯
早餐後先乘專車越過邊界前往西雅圖，首先前往位於邊界的美西第一大名牌商場『Seattle Premium Outlets』參觀選購，裡
面有台灣人特別喜愛的 Adidas、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BCBG Max Azria、Burberry、Calvin Klein、Coach、Gap
Outlet、Guess、J.Crew、Kenneth Cole、Nike、Polo Ralph Lauren、Restoration Hardware、Tommy Hilfiger 等超過 100
多家的著名品牌專賣店，其銷售折扣大約是一般市價的 20%~80%。然後前往『運河公園』參觀『運河水閘』的運作，看水
位的調節，船隻的上下『水梯』，並往『魚梯展覽室』觀看『鮭魚逆水躍魚梯』的景觀。接著前往著名的『先民廣場』，看
看可愛的地標『猪寶寶』，找到『星巴克咖啡』的創始店，嚐試由西雅圖開始發展出來的著名的『濃縮咖啡』，看看魚市場
中的魚販的『拋魚秀』。然後去看一看西雅圖的地標『太空針塔』。

早餐：飯店內

中餐：中式料理

晚餐：中式料理

住宿：Holiday Inn Suite &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西雅圖/安克拉治=>惠堤爾港=>登船=>阿拉斯加豪華遊輪 離港 21:00
清早前往西雅圖機場辦理登機手續，飛往美國阿拉斯加州第一大城『安克拉治』。抵達後先帶您逛逛夏季美美的『安克拉治』，
經由領隊的解說，讓您稍稍的了解一下『愛斯基摩人』與此地久遠的生活史，及『安克拉治市』的近代發展凔桑史，若時間
許可時，還可以去拜訪『水上飛機起降場』，親訪『地震公園』。然後前往惠堤爾港郵輪碼頭辦理登船手續，經過一番包括
出、入美國國境、尋找船艙、繳交船上消費保證金‥‥等，冗長的 Chink in 手續後（辦手續時間大約需要 3～4 小時時間），
終於登上此一讓您嚮往已久的富麗堂皇的海上皇宮，當領隊帶領著團員登上船橋時，船上的攝影師早已忙著準備幫每位上船
的旅客拍下這興奮的一刻，樂師也在船上吹奏著歡樂的迎賓樂曲。當您進入您的房間後，您可以將您的行李箱打開，將一件
件的華麗禮服，掛在房間的衣櫃中，將日常所有要用的東西，都放到各個櫃子或抽屜當中，就像您回到了您的家中一般。由
於在此段時間，隨團領隊需要和船上工作人員核對團體的用餐梯次及桌次，以及多項的安排，無法陪伴團員，您可以自己前
往自助餐廳吃個下午茶點心，或是逛逛船上各處，船上擁有可以滿足旅客各種感官享受的豪華夜總會、電影院、美容院、賭
場、商店街、游泳池…等。但是別忘了，當船上的碰撞警報響起時，要穿好您的救生衣，一起參予「救生演習」喲，若您不
知道要到何處報到時？只要將救生衣的號碼讓船上工作人員看一下，她們就會帶您到定位的，要記得呦！這就是您的救生艇
搭乘位置，當發生緊急事件時，跑錯地方是上不了救生艇的。郵輪預定午後九時啟航，開始『阿拉斯加冰河灣探索巡航之旅』。

早餐：飯店內或機上餐

中餐：中西式自助餐

晚餐：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4 天 學院府冰河巡航/享受郵輪各項設施活動/船長歡迎酒會 到 06:30 離 09:30
今日遊輪將駛到學院府冰河，由十六條冰河匯集在一處，或許您運氣好可見到冰崩奇景，陣陣巨響以及濺起的滔滔巨浪，極
為壯觀。此地亦是多種海洋生物的家鄉，若您運氣好的話，或許會看到巨大的灰脊鯨自遊輪邊串竄起，您會大呼值回票價。
早上領隊將待您逛逛郵輪各處，讓您對此巨大的海上璇宮有些了解，然後在盡享各式各樣豪華餐飲的同時，亦可全力投入豪
華遊輪為您精心籌劃的各項活動，及使用各項設施。您可到三溫暖、健身房，塑造最佳男、女主角，或到鋼琴酒吧、咖啡廳，
來一杯咖啡，或是買杯美酒，伴以悠揚的音樂，是人生何等的樂事。晚上要參加船長特別為您舉行的「官式船長歡迎酒會」，
別忘了要盛裝以赴哦！穿上您準備的華麗禮服、畫個美美的妝、擦亮您的皮鞋，與船長或是船上的高級官員們拍張紀念照片，
嗯！漂亮、美呆了、真的很值得的，千萬別錯過了。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宿：島嶼公主號

第 5 日 冰河灣國家公園 (唯一有國家公園解說員導覽) 到 10:30/離 20:30
今日在悠然的寧靜氣氛下，我們所搭乘的豪華遊輪將進入另一處人間仙境『阿拉斯加冰河灣國家公園』。這個在萬年冰川圍
繞的海灣中，有上百條冰河奔流入海的壯麗景觀，在國家公園解說員的導覽下，您會發現，在這看似寧靜的冰河灣裡，其實
到處充滿了生機，有海豹、海獅、海鳥等共譜成一篇大自然壯麗的交響詩，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鯨魚群游嘻戲於冰海中。
中午遊輪更準備有冰河灣大餐，讓您渡過一個美好又充實的一天。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6日 史凱威Skagway=>白色隘道巴士之旅=>淘金重鎮古蹟之旅 到05:30離20:30
遊輪在清晨薄霧中，駛抵內灣航道的最北端，亦是在百年前尋金潮時，最重要的淘金重鎮『史凱威』。我們特別安排『白色
隘道巴士之旅』，一站一停的拜訪此地勝景，親身蒞臨百年前古人淘金之路，沿途山高水峻，瀑布飛絲，雲霧嬝繞，一路到
達山之巔，水之嶺，由於行程會越過「美、加邊界」，所以請記得一定要隨身攜帶護照，以備通關之用。下午帶您徒步進行
『小鎮古蹟之旅』。您可以於此小鎮之中，踏著先民的足跡，走在古蹟間木板路上，在古色古香的沙龍酒吧，小飲一杯，發
思古之幽情，更不要錯過古舊的火車站、紅蔥酒吧和二萬片百年浮木裝飾的【北極兄弟館】、【淘金博物館】及採購當地之
手工藝品，為此行留下另一駐腳。此地最有名的紀念品是：「用淘出的自然金砂，所製成的金飾」、「用遠古長毛象化石，
所雕畫的飾品」、「原住民的手工藝品」，看一看，都是不錯的紀念品。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7 日 朱諾 Juneau=>『棉田豪冰河區 + 冰河瀑布健走之旅』 到 06:30/離 16:00
在清晨時分，遊輪航行抵達阿拉斯加州的首府『朱諾』，登岸後我們特別安排搭乘當地班車，遊覽世界最著名的『棉田豪冰
河區之旅』，前往一探位於阿拉斯加州中南部，參觀人潮最多的「棉田豪冰河區」，此地是最接近大都市的一個潮汐冰河口，
於十年前旅客還能輕易的走到冰河的冰緣上，這幾年由於溫室效應的加速升溫，旅客離最近的冰緣邊，都有幾公里遠了，再
晚些日子來訪時，可能只剩下一個大冰河湖了。湖邊有 3,000 多公尺的小徑步道，環繞棉田豪湖畔，通往冰湖邊的高聳冰河
大瀑布，是您難得的健走經驗，小徑步道健走來回大約需要 1.5～2 小時時間。下午可以【自費】搭乘直升機前往由空中觀覽
冰河奇景，然後降落在冰河之上，讓您下來行走在冰河上，接著前往「雪橇狗基地」，在經由場主的說明介紹後，帶領您挑
選你的雪橇狗隊員，由牠們拉著您來趟『冰上雪橇狗之旅』，然後再搭機飛返朱諾，是趟很值得的活動。朱諾是在 1880 年
10 月 4 日，由一個叫 Joe Juneau 的探險家，在今天叫作『金溪』的地方，淘到一顆如『黃豆』般大小的金砂，因此而開啟
了朱諾的歷史。一直到今天，金砂與冰河，仍是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來到朱諾的主要原因。您在看完壯麗的棉田豪冰河
後，也別忘了在小城逗留一下，看看名品店裡的金砂製品，踏在歷史悠久的石板路上，圓一個阿拉斯加的淘金夢。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8日 凱契根Ketchikan=>鮭魚之鄉徒步健走=>搭乘登頂升降車 到08:30離17:30
今日，豪華遊輪抵達阿拉斯加州南部鮭魚之鄉『凱契根』，豪華遊輪將於此停泊半天，由我們專業的領隊，帶領您徒步健走
前往以前的紅燈區「清溪街」逛逛，探索這個白人尚未到達前，即已十分繁榮的漁獵村落，一探印第安人如何在這一片大地
上，遵循大自然的法則的生活智慧，沿途觀賞著名的「桃莉之家」參觀舊日的『男人天地』、也可前往「圖騰之家」、接著
領隊將帶我們搭乘「升降車」登上小丘頂上的 Lodge，由高處往下俯覽凱契根港區和東加峽灣的景觀。然後您可以自由逛街
購物，或前往港口觀看繁忙的捕魚船進出、看那卸貨中的巨大鮭魚和比目魚、水上飛機的起降、都能帶給您豐富難忘的一天。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9 日 沿岸內灣海上巡航 Inside Passage 參加郵輪各項免費活動享受各項設施
今日我們搭乘的豪華遊輪，在綠林藍天碧海間，航向阿拉斯加。在您倘佯於島嶼羅列的內灣航道間，在盡享各式各樣豪華餐
飲的同時，亦可全力投入豪華遊輪為您精心籌劃的各項活動，及使用各項設施。您可參加活動護照的活動，蒐集參加活動印
章，兌換獎品，到三溫暖健身房，塑造最佳女主角，或到鋼琴酒吧廳，一杯在握，伴以悠揚的音樂，是人生何等的樂事。

早：郵輪上

中：郵輪上

晚：郵輪上

住宿：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或同級

第 10 日 溫哥華港=>蓋斯鎮、史坦利公園、特產店購物、QE 公園
清晨郵輪抵達「溫哥華港」，辦理下船手續，然後前往溫哥華發源地【蓋世鎮】，可以參觀世界上最古老的蒸汽鐘，及【水
街】兩旁的商店街。隨即前往世界上最大的市內公園『史坦利公園』、參觀園內的『九點鐘砲』、『雪松神木』、『好望角』，
眺望西、北溫哥華，然後前往逛逛四季皆美的『伊麗莎白皇后公園』，接著帶您前往大批發專賣店，參觀選購加拿大著名的
鮭魚以及各式各樣的健康食品和紀念品。若是時間許可，還可以帶您前往酒莊嚐酒。晚餐後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辦理離境
手續，搭機返國，夜宿機上。早：郵輪上
中：中式料理
晚：中式料理
住宿：飛機上

第 11 天 溫哥華/台北

CI031 01:55/06:10+1 Flying 12:10

今日清晨搭乘國際航線飛返台北，因時差關係，夜宿機上。

早：飛機上

第 12 天

中：飛機上

晚：飛機上

住宿：飛機上

台北=>甜蜜的家

因時差關係，經國際換日線於本日抵達台北，行李大包小包，親友都來迎接，一群人歡歡喜喜，快樂出門，平安回家。

早：飛機上

中：敬請自理

晚：敬請自理

住宿：甜蜜的家

★ 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
此郵輪為 93,000 噸新船，是目前阿拉斯加航線中最大的豪華郵輪，
團費適中，長 295.65 公尺；寬 34.25 公尺；高 58.5 公尺；吃水深 8.35
公尺；首航為 2003 年 12 月下水；載客數為 1,970 人；有 14 樓層甲板；
共有共 987 間客艙（732 間陽台艙 / 146 間外艙 / 108 間內艙）
；4 個游
泳池；5 個漩渦水療池；3 個主餐廳：維瓦第 The Vivaldi、賽芙餐廳 The
Savoy、國際餐廳 The International；5 個特色餐廳，3 個主要秀場：公
主劇院：主要表演廳、芙萱夜總會：高科技多功能表演廳、探險家浪奇
吧：歌舞秀表演廳；4 個主要酒吧；賭場；免稅商店；健身中心及 SPA。

特別說明： 11. 團體費用依出發日期及所採用之班機和行程，以及所搭乘之郵輪不同，而有不同之價格。請洽詢正確價格。
12. 郵輪於報名後，若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取消規定，敬請事先詳閱本行程表上的規定。
13. 國際郵輪之付款及取消規定並不適用一般旅遊合約書第 27 條，雙方同意依國際遊輪公司之規定約定如下。

遊輪異動： 遊輪公司基於環境之不可抗力因素或基於旅客安全考量，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行程中登船、
抵/離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更。若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輪公司及本公司不需負任何退
款和賠償責任。
出發日期： 2011 / 05 / 24 僅此一團 限時優惠價 NT139,900 元。往後日期會有船價及機票之漲價追加款產生。
每人費用： 33. 以公主郵輪的島嶼公主號 Island Princess『內艙無窗房間』為基準時自 NT139,900 元起。
34. 此團指定升等『外艙有窗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5,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10,000 元起）
。
35. 此團指定升等『陽台艙房間』時只需補房差價 NT20,000 元起（原需補房差價 NT30,000 元起）
。
36. 本專案升等優惠價是依船公司給予時間而定，逾時恢復原價。此次有效期是 2010/12/15 前完成
報名並繳足訂金者為限，額滿截止，欲訂位前請先詢問業務人員，還有無優惠名額。
37. 指定升等艙房之實際金額，一律依船公司訂位艙房確認回覆等級而定。
38. 指定升等艙房一律是雙人一起升等；欲指定住宿單人房時，須補足房間價差。

收費包含：
收費不含：
報名規則：

名單規定：

39. 尾款請於出發日前 79 日繳清。
40. 若要指定撘乘個人來回機票，可退回團體票 38,000 元整，其來回機票請另外加訂付款。
以指定的兩人一室內艙房、機票及郵輪的兵險港捐稅金，來回團體經濟艙機票、行程中指定的餐食、
住宿及交通和列明的岸上觀光費用。
美國簽証費 5,850 元+代送費 900 元、船上規定最少的綜合小費約 US$84 元、全程領隊和地陪及司
機服務費 US$120 元、私人開銷。
25. 報名時，每一人請先繳作業預付金 NT30,000 元及護照影本，於錢到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有否船
位，在該作業中的五天中不得取消該訂位，若有船位時，該作業金自動轉為訂金，若是沒有船位
時，則將預付訂金如數無息退回。
26. 若有要指定升等艙房時，外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10,000 元，陽台艙房請先補交每人 NT30,000
元，該升等價差以確認後的實際金額，多退少補方式處理。
27. 所有的訂位一經確認後，一律依下面表列規定扣取「取消罰金」
。
28. 遊輪行程於出發前 79 天，甲方應繳付全額費用予乙方，始得保留艙位。
29. 本公司未於以上規定期間收到旅客所繳付之訂金或尾款，得將其預訂艙位轉售。
30. 遊輪公司如於出發前 14 天，因不可抗拒的因素取消行程時，會將每位旅客之團費無息退還。
25. 甲方需於訂團時提供乙方正確名單及分房（同護照上之正確英文姓名）
。
26. 甲方若有需要欲更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時，其規定如下列條款。
27. 出發前 21 天內即無法更動任何名字及艙房。
28. 旅客為雙重國籍身分時（持一國以上之護照）
，遊輪名單必須為登船時所用該本護照之姓名。
29. 甲方需於出發前 15 天，繳交護照資料及必要之簽證資料，以利將其輸入遊輪公司資料庫。
30. 若甲方未於以上期限內提供正確護照及簽證資料，而造成旅客無法順利登船，遊輪公司及乙方概不負責。

換名規則： 於報名後若有要取消訂位時，會有相關的取消費用產生，是故只有折衷之辦法『自己找人頂替』
，但
是『一個房間僅能更換一人』
。同時於出發日 91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50 元，於出
發日 90～4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時，其費用為 US100 元，於出發日 44～15 個工作天前更換名字
時，其費用為 US150 元，於出發日 14 個工作天之內，不得更換名字。
責任問題： 17. 凡參加遊輪旅行團者，須遵守各國法律，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個人理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
遭某國家拒絕入境，或被拒絕登船，乙方概不負責。
18. 旅客若因自身問題而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其旅費數不退還。若因此所需額外費用(如交通
安排、住宿等需由其個人負責，概與乙方無關。
19. 甲方應於郵輪公司與航空公司規定期限前，給予乙方正確之出團旅客名單，若因甲方提供之名單
有誤，致機位遭航空公司取消或團體旅客不能隨團成行，概由甲方自行負責。
20. 甲方招攬之團體旅客應隨團同進出。甲方應充份告知參團旅客，如不隨團返國，致機位無法確認
時，該名續留旅客需自行負責回程機位及食宿。
應備資料： 1.護照影本 2.身分證影本 3.郵輪旅遊特別協議書 4.所有需要代辦事項的相關費用及代辦手續費。
取消規定： 9. 旅客若有訂位變更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並由旅客親自簽名於上，正式通知本公司，
並經本公司確認回簽為憑，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
10. 若遇到本國及國外之例假日，應提前三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作業，以符合國際遊輪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取消罰則： 旅客繳付訂金後，若要取消其預定行程時，依下列規定收取取消費用：
1. 旅客於出發日前 64 天以上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訂金為取消費用。
2. 旅客於出發日前 63～50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40%為取消費用。
3. 旅客於出發日前 49～22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50%為取消費用。
4. 旅客於出發日前 21～15 天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75%為取消費用。

5. 旅客於出發日前 14 天之內取消時，代辦旅行社將沒收其全額團費的 100%為取消費用。

行程可以模仿 品質無法複製 專業無法取代給您享溫馨的旅遊回憶.
享溫馨假期 07-2370368 嚴勇泉專業領隊群 0972101194 邀請您參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