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戀北海道~尼克斯海洋公園 富良野花田  

親子樂採果樂 螃蟹食放題 哈蜜瓜吃到飽 

 溫泉 五日遊 

 

【尼克斯海洋公園】海洋城堡～【尼克斯海洋公園】－是以北歐羅馬風格與海洋復活為主題，建築包括

一座以北歐風味的尼克斯城堡和大型水族館，城內以聲光合成，有如進入迷宮一般的神秘氣氛。 

  

【十勝川溫泉.植物性溫泉美人湯】在穀倉地帶展開的雄偉景色中，位於十勝平原中央的「十勝川溫泉」

擁有多種豐富自然資源，以「美人溫泉」而聞名。放眼全球，只有 2 個地方擁有「植物性 MOOR 溫泉」(モ

ールの湯)，非常珍貴。當地泉質溫和，可以暖和四肢、養顏美容，各住宿設施散布於十勝川附近。 

 

   
【富良野花園】（FlowerLand）特別贈送 薰衣草抱枕＋冰淇淋，由車窗展望如手工拼布編織而成的花鄉富



 

良野山丘與盆地後，在有可愛又浪漫的遊園花列車裡充滿著涼爽的原野自然氣息，風景優美令人怡然自

得，展開富良野驚豔的花之旅，在佔地 150000 平方公尺的原野中，廣闊又美麗的富良野花園映入眼簾，

以雄偉的十勝岳為背景，廣大的花田中，開滿了色彩繽紛的花朵(隨季節變化而有所不同)充滿了羅曼蒂克

的氣氛，可讓你在此享受美麗的風光。 

 
【小樽運河】在此可與情人漫步於羅曼蒂克之古老街道，沿著運河兩旁的倉庫群是由明治中期至昭和初

期由紅色磚瓦建造而成的建築，石造的牆垣刻劃出當時的歷史情緒。走在歐洲建築、海風微彿，羅曼蒂

克的古老街道上浪漫不已。 

   

【北一硝子館】北海道最有規模也最有歷史的玻璃工坊，有很多完全由藝術角度、人工吹製的玻璃，高

雅細緻。 

   
【銀之鐘咖啡座】在此可享受小樽咖啡及歐式之悠閒，還可把咖啡杯帶回當紀念。 

【音樂盒館】裡面收集有西洋、東洋、古典、現代的各式各樣音樂盒，讓您沈醉於美妙的音樂及典雅的 

工藝之中。 

【觀光果園】特別安排前往季節水果園體驗採果樂趣並於現場品嘗季節水果。 

*採果內容依季節及果園開放之為主,若因氣候因素或果園未開放,則改以贈送季節水果替代,敬請諒解!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桃園機場 新千歲空港 中華航空 CI130 08:40 14:30 

回程 新千歲空港 桃園機場 中華航空 CI131 15:00 18:10 

 



 

 

第一天 桃園機場/新千歲空港→★十勝川溫泉、美人湯露天浴場體驗(日本唯

一之植物性 MORU溫泉) 

  

桃園中正機場飛往北海道最大機場～新千歲機場，抵達後隨即前往支芴湖神秘的支芴湖,美麗的湖光山色,

此湖是三萬年前火山運動後的一個殘破火山口,而後積水成湖,成為全日本第二深的湖泊,湖水純淨明澈,水

下能見度達到廿多公尺,湖面景致優美,湖濱有許多野鳥棲息,是生態旅遊的最佳據點,因四周的原始生態及

火山地形,而被定為國立公園。 

【十勝川溫泉.植物性溫泉美人湯】在穀倉地帶展開的雄偉景色中，位於十勝平原中央的「十勝川溫泉」

擁有多種豐富自然資源，以「美人溫泉」而聞名。放眼全球，只有 2 個地方擁有「植物性 MOOR 溫泉」(モ

ールの湯)，非常珍貴。當地泉質溫和，可以暖和四肢、養顏美容，各住宿設施散布於十勝川附近。 

 XXX  機上套餐  飯店自助餐.  

 十勝川溫泉 大平原 或 第一 或 幕別 GRANDVRIO  或同等級飯店 

第二天 全日富良野花田之旅 讓您停留時間最久 欣賞美景~日本最美村莊※

美瑛拼布之路（四季彩の丘、Mild Seven 之丘、Ken＆Mry 之木、親

子之木、美瑛拓真館）～富良野花之旅~ 欣賞各式各樣花卉（富田農

場紫色芳香薰衣草花園） 

  

早餐後，攝影大師的最愛～【美瑛】它層次分明的丘陵線，共綠交織的自然雅素，首先來到【四季彩の

丘】佔地七公頃的花園，種了約三十種花卉，於起伏的丘陵上，一排排井然有序的薰衣草、羽扁豆花、

波斯菊、向日葵等，鋪成七彩繽芬的天梯。後前往被列為日本全國百選車站的～美瑛驛，是用美瑛的軟

石砌成自然散發的古樸感和美瑛優雅氣質非常匹配，此地是攝影愛好者取景的最佳地點。及享受在森林

中品嚐美味咖啡的悠閒時光。後前往～Ken＆Mry 之木，1972 年日產汽車「愛之地平線」廣告片中，男女

主角 Ken 與 Mery 以此棵白楊樹為拍攝地，自此，這棵樹就被稱為「Ken & Mery 之木」。後前往～親子之

木，三棵柏樹緊緊挨近佇立在山丘上，在冬天的風雪及夏天暴雨中全然毫不畏懼，毅然挺立於山丘上。



 

就如同親情緊緊相依般，故稱之為「親子之木」。隨後前往原是千代田小學本館的～美瑛拓真館，展示著

名攝影家前田真三為美瑛四季拍攝一張張的作品，讓更多人可欣賞到美瑛的四季之美，後前往【富良野

富田農場】1903 年初富田德馬先生開始栽培薰衣草，在花農房可以看到富田農場的歷史以及世界各地的

薰衣草或適時花卉，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鮮花。58 年種植製作香料用的薰衣草，82 年生產出薰衣草芳香

油，83 年 FURANO 香水誕生，90 年參加法國舉辦的「薰衣草芳香博覽會」，富田農場所製作的芳香油榮

獲冠軍。40 年來富田農場栽培孕育出的薰衣草不同的品種，可供遊客做香氣體驗 

特別報告：配合開花季節，將安排參觀盛開的美麗花田。 

5 月：水仙、風信子(上旬)、鬱金香(中旬)、冰島罌粟花、下楛草(下旬)。 

6 月：蝦夷草、日本玫瑰(上旬)、東方罌粟花(中旬)、薰衣草、芥子(下旬) 

7 月：薰衣草、藍色芙蓉(上旬)、薰衣草彩色花田、罌粟花、(中旬)薰衣草、小町草 

8 月：薰衣草、金魚草、百日草(上旬)、向日葵、晚開薰衣草(至 10 月中旬) 

9 月：鼠尾草、波斯菊、醉蝶花 

10 月：金盞花、大波斯菊、醉蝶花、一串紅、薄荷(中旬) 

 飯店內自助餐  富良野田園自助餐+哈密瓜食放題+薰衣草冰淇淋  飯店內迎賓自助餐或日式溫泉會席料理 

 層雲峽溫泉 觀光 或 朝陽亭 或 朝陽 RESORT 或 大雪 或 溫根湯 四季平安之館或大江本家或同級 

第三天 小樽浪漫之旅~小樽運河倉庫群、北一硝子館、音樂盒館、六花亭【每

人加贈一個六花亭人氣泡芙+咖啡】－觀光果園採果樂～定山溪溫泉

或登別溫泉 

  

早餐後~ 

【小樽運河】參觀，在此可與家人朋友漫步於古老運河街道裡，周圍並排著明治時代開始，由紅磚灰瓦

所建造的倉庫群，運河旁寧靜中飄流著悠悠氣息。 

【北一硝子館】以玻璃工房盛名，參觀精緻多樣的玻璃藝術工藝。 

【歐風蒸氣鐘】是與加拿大溫哥華市內觀光勝地【Gastown】的蒸氣時鐘同型，於 1977 年由加拿大著名鐘

錶工匠以青銅打造，蒸氣鐘是電動式時鐘，以電腦控制讓鍋爐沸騰產生蒸氣。每小時整點報時之外，每

隔 15 分鐘以蒸氣奏出 5 個音階旋律；位於小樽音樂盒堂前，充滿古典歷史風味的蒸氣鐘，成了拍照留念

的最佳景點。 

【小樽音樂盒堂】展示千種以上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音樂盒，讓您環繞在幽美節奏裡。 

【觀光果園】特別安排前往季節水果園體驗採果樂趣並品嘗季節水果。 

**因氣候因素或果園未開放,則改以贈送季節水果替代,敬請諒解!  

 飯店內自助餐  小樽魚定食或飯店自助餐  飯店內迎賓料理 

 登別溫泉 雅亭 或 萬世閣 或 石水亭 或 定山溪 VIEW 或 鹿之湯 或 萬世閣 或同級 

http://www.farm-tomita.co.jp/tw/
http://www.farm-tomita.co.jp/tw/


 

第四天 登別地獄谷～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札幌~免稅店~市區觀光途經【時

計台、舊道廳】．大通公園【紫丁香花季 5月中旬～6月下旬．薔薇花

季 6～8月】－贈送搭乘 NORBESA摩天輪－夜訪狸小路或薄野鬧區 

     
早餐後~ 

【登別地獄谷】地獄谷是由火山爆發後由融岩所形成的奇形詭異的谷地，到處可見自地底冒出，白色熱

氣和泉水沸騰冒泡的景觀。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的主要設施是以丹麥的耶斯克城為藍圖興建而成的尼克城，走在水中隧道，魚兒們就在

遊客的頭頂上游來游去，就像走在海底般光影交錯的水中夢幻園，在此魚兒優雅游來游去的水中迴廊，每一處都是

多采多姿的海中世界。城的四周都是北歐式的街景，還可以看到可愛的海豚精采的表演、國王企鵝遊行、街頭藝人

演出等。 

【舊道廳】明治 21 年(西元 1888 年)，所建的美國風味洋樓，紅瓦建築為巴洛克型式，被日本政府列為國

家重要文化財，當年北海道開拓設廳就在此地，是一棟具歷史意義的建築。一樓有部份為北海道立圖書

館，典藏一般書籍和北海道歷史相關資料及地圖，並有影片圖書室，二樓為以前開拓時期官員的辦公室

及紀念館，供一般遊客參觀。 

【時計台】西元 1878 年舊札幌農校的演武場，是樓高兩層的木造西式洋館，塔上的時鐘是美國製造的，

至今還能聽到響亮的鐘聲：其內部為札幌「歷史館」，展示有關札幌市的歷史資料。 

【大通公園】寬一百公尺，長達 1.5 公里，是將札幌市的中心區，以一條帶狀綠地劃分為南北美麗的街路

公園，亦有「大通逍遙地」之稱，也是札幌市區最著名的祭典場地。公園內有一電視塔，高約一百七十

四公尺；春天的紫丁香祭、夏天的啤酒花園祭以及冬天白色燈飾節及雪祭，都吸引了各地的觀光客慕名

而來。 

◎【贈送搭乘 NORBESA 摩天輪】位於娛樂街 SUSUKINO 的 NORBESA 商廈存在感十足，巨大的觀

覽車格外引人注目。從位於地表 78 米、北海道唯一的屋頂觀覽車俯瞰正下方的娛樂街

SUSUKINO，視野漸漸開始延伸，遠處的札幌街區亦映入眼簾。觀覽車先是緩緩爬升，隨後又慢

慢回到原位，因此能觀賞到魅力滿載的“動態札幌風景”。  

**摩天輪為加贈行程，如因維修或天氣影響停駛，宿不另退費，敬請貴賓諒解。 ** 

【狸小路】札幌最重要的商店街，約長達 1 公里的長廊商場中，總共涵蓋了 7 個街口的狸小路，除了可

以找到許多雜貨店、藥局、服裝店、餐廳等等之外，還可以在這裡買到許多北海道限定的商品以及土產。

傳說〝狸〞這種動物可以為商家帶來財運，所以在狸小路的一個角落供奉著一尊〝狸〞的石雕，摸到狸

的頭部就可以變聰明並且帶來好運哦！ 

 飯店內  日式壽喜燒 或 和風御膳料理  日式燒肉或海鮮鍋+三大螃蟹無限+威士忌紅酒啤酒飲料無限 

 札幌 IBIS 或 EMISIA 或東急或國賓或中島公園 VESSEL INN 或蒙特利或香檳城堡或同級飯店 

第五天 札幌～北海道白色戀人公園－OUTLET MALL－新千歲機場－桃園機場 



 

   

早餐後~ 

【白色戀人公園】是可以參觀白色戀人的製造工廠等的巧克力博物館。英國式的中庭裡有噴水池、街道

燈等，濃厚歐洲風情有如置身在國外城堡。放眼全世界，巧克力博物館也是很稀少的。到達白色戀人公

園，會先看到英國式的中庭，地上撲滿著紅色的磚塊，另外也有噴水池、街道燈等，濃厚歐洲風情有如

置身在國外城堡的庭院。 

【三井 Outlet 購物商場】位於新千歲機場與札幌中間點的北廣島市，包括海外奢侈品牌在內的諸多國內外

知名品牌，共有 128 家店鋪進駐與此，具體有女裝、男裝、童裝以及運動和戶外用品、時尚用品、生活用

品等。相當受到了本地顧客和觀光客的青睞。 

爾後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次美好的旅程畫下休止符，

結束此次難忘的北海道五日之旅。 

【千歲空港】是北海道最大的機場各式各樣精美的商店林立，若時間允許，您可自行前往位於三樓的哆

拉 A 夢雲上樂園，為世界首座建於機場內的主題樂園，從四方牆面、遊樂設施、餐點、各種用具，都以

哆啦 A 夢為概念做獨特呈現，被包圍在滿滿的哆啦 A 夢世界裡，讓大小朋友興奮不已，忍不住直按相機

快門、與這充滿巧思的夢幻樂園留影。或是也可自行參觀 ROYCE 巧克力工房，家喻戶曉的北海道 ROYCE

巧克力，是多數人的必購伴手禮，透過玻璃櫥窗參觀製作過程，特選原料猶如被施予魔法，一一幻化組

合出令人垂涎三尺的巧克力。 

 飯店內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 

訂金 10000/人 

大人/小孩佔床報價 小孩不佔床報價 嬰兒報價 

$39900/人 $36900/人 $5000/人 

此報價不含領隊服務費 

◎本行程注意事項 

1)本行程安排一次免稅店自由採購。 

2)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

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 

3)若遇遊樂區娛樂設施，不定期輪流保養維修，敬請見諒！ 

4)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 

5)敬請貴賓攜帶有效之護照。(例如：曾報遺失之護照請勿攜帶) 

6)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

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 

7)【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小時（以自車庫

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如因塞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

導致行車時間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制訂之法規有相抵觸情況時，以日本國土交通省法規為主。如有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8) 日本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目前旅遊市場的星級區分，皆是參考台灣及日本兩地間數個訂房網站資訊後所給予之客

觀綜合分級，且各網站之評量標準及角度各有不同，難以單一網頁所載資訊做為最終評鑑，敬請瞭解。 

 

【注意事項】 

出團說明 （成團人數/訂金金額/訂金繳交期限）：  

1.此行程需 16 人以上方達出團人數，如人數不足無法出發將於出發前七天通知並辦理全額退費;16人以上方派台灣領隊

隨行。  

2.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敬請鑒諒。 

3.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本行程恕無法接受年滿 70歲以上之貴賓，無同行家人或

友人之單獨報名，不便之處，敬請鑒諒。 

住宿說明： 

1.日本房型除和室房型外，皆為兩人一室雙床房型，少有一張大床之房型。大床房型可提出需求，本公司會盡力與飯店

爭取，但恕無法保證入住，入住房型將以當天為主。 

2.日本房型除和室房型外，少有三人房型及其他特殊房型，如需加床為三人房，會有以下三種方式： 

a.一般雙人房(兩張單人床)+一張沙發床或行軍床(比正常單人床再小一點的尺寸。) 

b.一大床+一小床(依飯店不同，無法保證入住，可提出需求，但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c.若無法需求到三人房時，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或補單人房之差價加開單人房，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餐食及行程說明： 

1.特殊餐食需求：向旅行社報名行程時，請事先向您的服務人員表明自己的特殊餐食需求。目前多數航空公司都備有多

樣特別餐，提供給不同需求旅客。例如：素食餐、水果餐、海鮮餐、無牛肉餐等，如待出發當天或前一天告知需求，恕

無法順利安排。 

2.素食者：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蒜、蛋、奶、魚類製品等食材，與台灣素食習慣完全不同。提醒您素食旅

客建議自行準備些許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日本提供全素客人的菜色會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白飯

或麵類主食等較為簡單之菜色，敬請諒解。 

※敬愛的貴賓：因餐廳品質把關皆在本公司作業，請於付訂報名時或出發前 14 天務必告知「特別餐食」等特殊需求，

為了讓貴賓玩得更開心，敬請配合，感謝您的體諒。 

3.日本境內自來水冷水可生飲，且旅館房間少有熱水提供，若有需要，請自行使用房間內熱水壺煮沸或自購礦泉水飲用。 

4.日本團體使用車輛、調度，常受團員人數之影響，有大、小車之分，敬請原諒。 

5. 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力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

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6.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年 6月 27 日)發文至日本全國各省市地方遊覽車公司，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勞駕

駛緊急因應對策，規定遊覽巴士司機每天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基準至回抵車庫時間）。  

相關連結如下:日本國土交通省  

【費用說明】 

團費包含項目： 

1.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2.行程表中註明之住宿及表列餐食費用。 

3.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4.行程所列之旅遊景點及交通費用。 

5.為保障您玩的幸福，更加安心，本公司提供旅約責任險新台幣 500萬責任險暨新台幣 20萬意外醫療險。 

※相關說明：依保險法條規定未滿 15歲 / 75 歲以上之團員每人 200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團費不包含項目： 

1.導遊、司機小費 (建議每天約NT$300 元/人) 。 例:日本 5日 X300=合計每人小費NT.1,500元。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護照新辦費用(工作天數 7 日) 及如須提早取的加收費用。 

5.因機票、國外飯店、匯率等成本變動因素，售價以訂購當日之網頁售價為準。 

6.本行程僅適用於本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參團有效；非本國國籍之旅客及台商及大陸人士，價格需另計。 

 

團票說明： 

1.團體旅遊所採用的一律為團體機票(含燃油附加稅)。一經開票後，退票須收取手續費及代辦費，此點基於各個航空公司

之規定，敬請見諒。 

2.北海道地區、加班機或包機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可更改姓名、轉讓、退票或更改行程，且機票一經開票後即無

退票價值。正確航班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敬請知悉。 

3.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全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恕不接受外站臨時脫隊。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

議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4.若貴賓需求商務艙，則視該航空公司是否有加價升等之服務，若無此優惠，則需另外訂購個人機票，一切依航空公司

規定之，相關報價請洽服務人員。 

5.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6.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或航班。 

7.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謝謝合作。 

【簽證資訊】 

持台灣護照者入日本國為免簽證，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出國日起算 6個月以上。如護照快過期或需新辦護照時，

請事先通知承辦人員，我們將以依您的個人狀況辦理。 

日本政府對入境日本國內之台灣居民，實施免簽証措施規定如下： 

1.持有效台灣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証字號者），護照效期是否在入境當天算起六個月以上。 

2.赴日目的以觀光、商務、探親等短期停留目的赴日時（以工作之目的赴日時，則不符免簽証）。 

3.停留期間不得超過 90 日之期間。 

 

現役軍人身份→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役男係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具我國國籍在臺灣地

區曾設有戶籍男子。 

年齡計算：當年-出生年（例：民國 106年－87 年次＝19歲）。 

87 年次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出生之役男，於民國 106 年期間，「兵役年齡」皆為 19歲。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本行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

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相關連結:移民署相關規定 

http://law.immigration.gov.tw/immigr-law/lawCatalogue.jsp?lawClass2=2&lawClass=2&tabindex=5001#5001


 

新辦護照資料 

1.身分證正本 (孩童無身分證，請附戶口名簿正本或二週內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  

2.兩吋彩色證件照 2張須為三個月內拍攝，露耳，必須以純白色為背景之彩色證件照，頭頂至下巴約 3.2～3.6公分，千

萬不要用家庭照或自拍自洗之數位相片。 

3.護照正本及退伍令正本；如為軍職人員則必須另附軍人身分證或雇員證的影本。 

4.工本費(請隨證件一併附上)。  

【團體訂購須知】 

1.報名團體旅遊因有最低成團人數之故，因此報名狀態「確定」者須等繳交訂金人數達成團人數，始能確定該團體成行。 

2.網站訂購「預定」者未於訂金繳交時間內完成付款，旅遊契約則尚未生效。 

3.網站報名並完成繳交訂金、團費並簽約後，若有變更、取消等則依《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或《國外(個別)旅遊契約書》

內容辦理。 

4.報名參加團體旅遊者，若屬重大殘、疾者、孕婦..等需特別服務者，務必請於報名前先以電話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絡，

以提供適合行程與配合事項之建議。若因未事先告知致無法成行時，需自行承擔衍生之費用。 

5.若有因未預警之匯率或費用變動時，本公司保留對未繳付訂金或團費者之費用調整權利。 

6.若團體無法成團時，本公司將於出發前 7 日通知，並依原付款方式退還已付費用。 

7.出發前如貴賓任意取消(解除)旅遊契約，依觀光局頒佈之《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第 27 條規定，除應繳交證照費用外，

並依下列標準賠償本公司：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31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10%。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21日至 3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20%。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2日至 20 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30%。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 1 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50%。 

 ◎ 取消通知於出發當天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 100%。 

 ◎ 未準時到約定地點集合致未能出發，亦未能中途加入旅遊者，視為取消旅遊，賠償金額為旅遊費用 100%。 

 ◎ 本公司如證明所受損害超過上開標準者，得就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 遊輪旅遊基於海上安全性、郵輪公司規定以及國際海洋公約之因素，相關航程變更、取消旅遊之賠償標準，本公司

悉依各遊輪公司之規定制定，相關規則細節，請主動參考當團之"出團說明"，或逕洽業務人員查詢。 

 ◎ 如簽署《國外(個別)旅遊契約書》，出發前如 貴客任意取消(解除)旅遊契約，除應繳交證照費用外，並依第 16 條

規定辦理。 

8.其他未盡事宜，將遵照觀光局之《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或《國外(個別)旅遊契約書》規定。 

【個資保護】 

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及運用 

1.當貴賓參加本公司旅遊行程時，我們將必須保留您的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繫、完成交易、提供服務，

本公司就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旅遊行程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明白告知服務您參加行程所

需之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其他無關的用途上。 

2.本公司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完整儲存於我們的資料儲存系統中，並以嚴密的保護措施防止未經授權人員之接觸。本公司的人員

均接受過完整之資訊保密教育，充分瞭解用戶資料之保密為基本責任，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受相關法律及公司內部規定之

處分。 

3.為提供完善的旅遊服務，本公司將可能運用到您提供的個人資料，並可能傳遞您對本公司有興趣的各種商品資訊、專案活動、

其他商品服務以及相關資訊。若不願收到此類資料，請於提供個人資料時直接告知，或隨時可以選擇日後不要再收到任何相關

資料。 

4.本公司將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旅遊服務與產品品質。期盼您在行程結束後，填妥「顧客意見調查表」，密封之後交由領隊帶回。 



 

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們進步與提升！謝謝您的合作！  
 

1、 團體旅遊中各團價格、航班及行程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出團日期查詢。 

2、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場稅也會有所差異。 

3、 本站所提供之各項旅遊產品是否需額外加收燃油附加費，請詳閱各項產品之說明。 

4、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聯絡人:  林佩苓  02-25011759分機 203 peiling090107@gmail.com 
  

線上客服 line@ID:@hfr8686q 

 

 

mailto:peiling090107@gmail.com


 

報名表 
 

姓名/性別:  

英文名字: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Mail:  

lineID:  

聯絡地址:  

報名行程: □東京        □北海道 

鑫 曜 旅 行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INGYAO TRAVEL CO.,LTD.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57號 5樓  交觀(甲)02636 

TEL:886-2-25011759   FAX: 886-2-25011769 

 

信用卡訂購單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鑫曜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立此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以下款項: 

    付款人姓名: 

    ※持卡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發卡銀行：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美國運通卡 AE (識別碼：□□□□)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限： _______月_______年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 :__________ 

     ※持卡人連絡地址： 

     ※持卡人連絡電話：（H）              （O）              (行動) 

    商店代號： (鑫曜旅行社) 000812500100525    授權號碼：(不用填寫)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背面之簽名相符） 

消費日期：   年   月   日 

    消費金額新台幣： NT$                 元整 

代收轉付收據   統編：   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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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信用卡之內容經本人確認無誤，如有不實之處，願負所有相關法律之責) 

填妥後請將其傳回或寄至本公司 ～FAX：（02）2501-1769 

   鑫曜旅行社匯款帳號: 台新銀行 0481內湖分行 帳號:20480100005079 (匯款後請來電告知後五碼) 

tel:886-2-25011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