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衣索比亞．世界第八奇觀．原始人文部落．世界遺產旅攝 12 日 
塔納湖遊船藍色．法西爾蓋比宮殿群．拉利貝拉地底教堂群．蒂亞石柱 

孔索部落文化景觀．悍馬族部落．摩西唇盤族．多爾茲部落 

顛覆印象．衣索比亞～ 

世界第一批擁有世界文化遺產之國家。處處高原、湖泊、河川、裂谷、雨林錯綜交會之地，兼顧自

然生態及人文采風，也是人類文明的濫觴，包羅萬象。比爾蓋茲在社群網路公開說道：「衣索比亞的經

濟成長已比中國更為快速，但為什麼我們想到衣索比亞就只能想到貧窮、飢荒呢？」古希臘語中「衣索

比亞」意味著「被太陽曬黑的人民所居住的土地」，曾是東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時期最強大的國家，也

是唯一在歐洲列強爭奪過程沒有被殖民的非洲國家，衣索比亞早在三千年前已發展出高度文明，並且留

下許多歷史建物與宗教遺跡。 

令人驚為觀止的古文明遺跡及最美麗、多元的原始民族部落。古老的文化傳統、咖啡的芳香、提著

塑膠水桶打水的身影、教堂中教徒裹著白布的聖潔臉孔，來自衣索比亞的文化衝擊，絕對是旅人們最值

得收藏的國度。 



 四大【UNESCO】巡禮．世界文化遺產 

 貢德爾－法西爾蓋比宮殿群【UNESCO, 1979】：法希爾蓋比堡壘是衣索比亞王室居住地。該城由

900 公尺長的外牆環繞，城內包括皇宮、教堂、僧院等建築物，反映了印度和阿拉伯的影響。耶穌

傳教士把巴洛克風格帶到了貢德爾，改變了它原有的風貌。 

 蒂亞－蒂亞石柱【UNESCO, 1980】： 在阿迪斯阿貝巴南部的索多地區至今所發現的大約一百六

十處考古遺址中，蒂亞石柱是最重要的一個物件。這裡有三十六處古蹟，其中有三十二個雕刻石柱，

刻有許多難解符號。這是衣索匹亞古代文化的遺存，其年代至今尚無法準確估算。 

 孔索文化景觀【UNESCO, 2011】：位於乾旱的衣索比亞孔索高原。在這片高地上，除了最著名的

石牆梯田構成的景觀外，孔索文化景觀代表著一個已傳承了 21 個世代、四百多年，卻依然充滿生

機的文化傳統；不但適應了乾燥惡劣的自然環境，頑強生存，同時還展現出社群共同的價值觀、社

會凝聚力及其所擁有的工程知識。 



 拉利貝拉－岩石教堂群【UNESCO, 1978】：也號稱世界第八奇觀，13 世紀「新耶路撒冷」的十一

座中世紀的原始岩石教堂，教堂建於海拔 2,600 公尺的紅花岡石高原上，費時 23 年鑿成。拉利貝

拉國王在此以耶路撒冷為藍圖建了教堂之後才改名，有「黑色耶路撒冷」之稱，也是基督徒眼中的

聖地。 

 三大【原始部落】巡禮．最具特色人文景觀 

 悍馬族部落：衣索匹亞南部著名的原始部落之一，悍馬族以茅草屋為家、獸皮為衣；有時甚至會以

切割自己身體所造成的傷口做為裝飾。您也有機會在此遇上傳統的成年禮「跳牛」儀式，還會不斷

央求男子拿枝條鞭打她們，露出堅毅而興奮的表情，令人難以置信。 



 摩西部落【唇盤族】：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部落民族，以唇盤婦女聞名。最初，摩西族人為了不讓

鄰近敵人掠走部落中的女性當奴隸，將女性的下嘴唇割開，放上大小不一的陶盤，讓鄰族看了害怕。

這樣的行為至今已成傳統，但如今唇盤是美麗與勇敢的象徵，盤子越大，則越美麗。 

 多爾茲部落【象鼻村】：多爾茲是「編織高手」的意思，族人善於手工編織，製作的紡織品在當地

是相當有名。族人會利用山上的竹子與偽香蕉樹建屋，從入口處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象鼻而得

名象鼻村。在部落裡，您將有機會品飲當地族人自製的獨家酒釀，也可欣賞多爾茲族人的傳統禮俗、

舞蹈。 

 精心安排．每週四限定【卡雅法市集 Keyafer Market】 

 卡雅法市集 Keyafer Market 裡，來自各部落的人民都會在這天身穿傳統服飾，於市集聚集買賣，

讓人有機會一窺非洲的傳統衣物義務的交易模式及衣索比亞南部傳統民族的生活模式。在此您可以

欣賞各個村莊小鎮的不同種族如：班納族（BANNA）、悍馬族等等的不同部落的文化風情。 

 衣索比亞風味料理．品嘗與體驗當地傳統美食 

衣索比亞餐食大多為類似東南亞、印度辛香料料理的燉菜、燉肉、烤肉並搭配當地新鮮蔬菜煮食等

等。為了讓您吃的安心、行程內大多安排於飯店內餐廳享用西式自助餐或西式套餐。另特別安排衣

索比亞當地傳統民族舞蹈餐廳，享受非洲特有的獨特晚宴。 



 衣索比亞【番外篇】體驗日常的咖啡儀式感．『BUNA DABO NAW』咖啡是我們的麵包 

 餐後來杯衣索比亞的傳統咖啡。COFFEE，源自千年前的衣索比亞咖啡誕生產區「KAFFA」。踏進衣

索比亞，品嘗咖啡的的步驟像是日本茶道藝術般的古典且優雅。點燃帶有宗教感的乳香象徵除穢、

清新香氣的花草鋪於地面、小點爆米花擺放在籐籃裡、低矮小桌擺滿瓷杯。咖啡經烘烤後研磨成粉，

倒進圓底大腹的陶壺中煮沸後等待豆渣沉底，聞香品飲。儀式每天都在進行，它的目的可能是種社

交，也可能是種信仰。您可以體驗衣索比亞人把諺語「咖啡是我們的麵包」活了出來！ 

出發日（每周三出發）：2019 年－2020 年 

參考航班 啟程地 目的地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1 天 台北 香港 國泰航空 CX531 20:10 22:15 02 小時 05 分 

第 2 天 香港 阿迪斯阿巴巴 衣索比亞航空 ET645 00:25 06:10 10 小時 45 分 

第 2 天 阿迪斯阿巴巴 巴赫達 衣索比亞航空 ET188 10:00 11:00 01 小時 00 分 

第 4 天 貢德爾 拉利貝拉 衣索比亞航空 ET122 10:00 10:30 00 小時 30 分 

第 6 天 拉利貝拉 阿迪斯阿巴巴 衣索比亞航空 ET126 10:10 11:10 01 小時 00 分 

第 11 天 阿巴明契 阿迪斯阿巴巴 衣索比亞航空 ET134 13:35 14:40 01 小時 05 分 

第 11 天 阿迪斯阿巴巴 香港 衣索比亞航空 ET644 23:55 14:55 10 小時 00 分 

第 12 天 香港 台北 國泰航空 CX470 17:45 19:35 01 小時 50 分 

以上台港／內陸航班僅供參考，正確航班依實際航空公司配套接駁航班及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第 1 天 台北／香港／阿迪斯阿巴巴 ADDIS ABBA【衣索匹亞】 

今日搭機經由香港轉機前往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 

餐食： 早餐－無 午餐－無 晚餐－機上 

住宿：夜宿機上 

 

第 2 天 阿迪斯阿巴巴／巴赫爾達 BAHIR DAR【塔納湖遊船～瑪利亞教堂＋烏拉修教堂】 

今日上午抵達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巴巴，續轉機前往巴赫爾達。在巴赫爾達的塔納湖（Tana）

是藍色尼羅河的源頭，也是衣索匹亞的最大湖，塔納湖上最特別的是以莎草蘆葦（papyrus reed）做成

的船，當地人叫做 Tankwa。湖中有 37 座小島，其中 27 座小島建有修道院，我們前往奇蹟半島（Zega

島）拜訪古老的教堂。傳說聖母瑪莉帶著耶穌從耶路

撒冷逃亡，經埃及、蘇丹到了衣索比亞的塔那湖，因

此島上教堂裡有許多古畫和超過千年的手抄版聖經。

參觀建於 13、14 世紀以茅草圓頂著名的瑪利亞教堂

（Azu was Maryam）及烏拉教堂（Ura Kidane 

Mehret），教堂內的壁畫繪於 16 或 17 世紀，人物

的臉部多半是圓的，內容以聖經的故事為主，讓一般

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瞭解。教堂很強調聖母的部份，甚

至把聖母像特別用紗簾圍起來，教堂內的大鼓是做為

吟唱聖歌時伴奏之用，地上的木杖則可支撐不堪久站

的年長信眾，教堂內畫滿壁畫，色彩鮮艷，饒有特色。 

餐食：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ABAYMINCH RESORT 或同級 



第 3 天 巴赫爾達－貢德爾 GONDAR【法西爾蓋比宮殿群】【UNESCO, 1979】 

今日上午享用早餐後前往以城堡著稱的古都－貢德爾，直到西元 1868 年，這裡一直是衣索比亞的

首都所在地。最初，貢德爾只是一處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17 世紀，衣索比亞皇帝法西利達斯（Fasiladas）

將國度遷到這裡，便逐漸發展擴大成為城市。參觀由 900 公尺長的城牆所圍繞的法西爾蓋比（Fasil 

Ghebbi）宮殿建築群，皇宮內的救世主教堂、聖喬治教堂的建築形式可說是阿克蘇王朝傳統的體現，隨

後受到印度和阿拉伯風格影響，最後被耶穌會

傳教士改變為巴洛克風格。 

續參觀法西里達之孫建於 1682 年到

1702 年間的德布雷．貝爾漢．塞拉西教堂

（Debre Berhan Selassie Church）教堂，室

外 12 根石柱代表十二門徒，入口的矮塔代表

耶穌基督，壁畫中躺著的人是奉獻建教堂的伊

亞蘇國王，教堂頂部 147 名天使各種表情的臉

部畫像常被當地旅遊書籍用來做為封面離教

堂 50 公尺遠的法西里達浴池，嚴格說應該是

受洗的地方，據說每年 1 月 13 日耶穌受洗的

日子，最多曾有一萬人以上在此同時受洗。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MAYLEKO LODGE 或同級 

 

第 4 天 貢德爾／拉利貝拉 LALIBELA【世界第八奇蹟～岩石教堂群】【UNESCO, 1978】 

上午搭機飛往拉利貝拉（Lalibella），從機場到拉利貝拉綿延好幾公里，都是牛、羊或驢子駝著農

作物和要前往趕集的人潮。拉利貝拉因 11 座建於 1 2 世紀的地底岩鑿教堂（Rock Hewn）而馳名於世，

有世界第八大奇觀之稱，於 1978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這些教堂建於

海拔 2,600 公尺的紅花岡石高原

上，當時共動員 4 萬名工匠，費時

23 年鑿成，教堂與教堂之間有岩

洞相連。拉利貝拉原名 Roha，意

為乾淨的山脈，因為拉利貝拉國王

在此以耶路撒冷為藍圖建了教堂

之後才改名，有「黑色耶路撒冷」

之稱，1187 年薩拉丁攻佔耶路撒

冷後，此地更顯出基督徒對它的渴

望。今日首先參觀西北面教堂群：

其中 Medhanialem 教堂外被 34

根方型石柱圍繞，窗戶都有拉利貝

拉的特殊風格，這也是所有 11 座

教堂當中唯一有 5 個中殿、也是最

大的教堂。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PANORAMIC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拉利貝拉 LALIBELA【世界第八奇蹟～岩石教堂群】【UNESCO, 1978】 

今日續參觀拉利貝拉岩石教堂群的東南面，拉利貝拉建築群在西北面有 6 間教堂，東南面有５間教

堂，中間以約旦河為界，西北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救世主教堂，而東南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聖喬治教堂。聖

喬治教堂成十字形的鑿刻最具特色，

教堂高 11 公尺，三個樓層代表方舟的

三層。加百利教堂 Bete Gebral 和拉

法葉教堂是合體建築，伯利恆教堂

Betelehiam 的內部則設計成有如馬

廄一般。Abalibanus 教堂是由拉利貝

拉皇后所蓋，這是唯一完全在地底的

岩石教堂，因為其他 10 座教堂都是以

裸露於地表的岩石鑿成。拉利貝拉的

教堂裏都有一些專屬的法器，例如當

地的僧侶所使用的十字架的下方，會

以鴿翅裝飾。而在舉辦各式的慶典時，

信徒拿著各種色彩鮮豔的陽傘也饒富

特色。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PANORAMIC HOTEL 或同級 

 

第 6 天 拉利貝拉／阿迪斯阿巴巴－蒂亞 TIYA【蒂亞石柱】UNESCO, 1980】－索多 SODO 

今日上午飛抵阿迪斯阿巴巴，搭車前

往造訪世界文化遺產蒂亞石柱（Tiya）。蒂

亞石柱是由重達幾十噸甚至數百噸的巨石

嚴密砌成。考古學家還在巨石的縫隙中發

現了一些小金屬釘，其作用是固定石頭，據

推測，這些金屬釘是把金屬熔化後再倒入

鑿出來的石頭模子中製成的。最引人注目

的還是整塊岩石鑿成的石門，它矗立在長

30 英尺、寬 15 英尺、厚 6 英尺的基座上，

而基座和門是用同一塊岩石雕鑿而成。太

陽門上還雕刻有既繁複又精確的天文曆

法。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Sodo Bekele Mola Hotel 或 ABEBE ZELEKE HOTEL 或同級 

 

第 7 天 索多－孔索 KONSO【孔索文化景觀】【UNESCO, 2011】 

今日續往南前進，行經著名的孔索文化景觀 （Konso Culturla Landscape），占地面積 55 平方公

裏，位於乾旱的孔索高地，在這片高地上，除了石墻梯田構成的景觀外，還分布著人類的定居點。作為

人類克服幹燥惡劣的自然環境，頑強生存下來的傑出範例，孔索文化景觀代表著一個已傳承了 21 代（即

400 多年）並依然具有活力的文化傳統，並展現出各社區的共同價值觀、社會凝聚力及其所擁有的工程

知識。當地還保存有具有人格化特征的木雕，這些木雕相互組合在一起，代表著受到尊敬的各社區成員。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KANTA LODGE 或同級 

 

第 8 天 孔索 KONSO－馬果國家公園區域－【摩西部落（唇盤族）MURSI VILLAGE】－金卡 JINKA    

今日延著驅車前往馬果國家公園（Mago National Park）區域，馬果國家公園匯集了多元的部落文

化，更是摩西族聚集的大本營。安排拜訪摩西部落（Mursi Village），摩西族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部

落民族，以唇盤婦女聞名，又稱「唇盤族」。最初，摩西族人為了不讓鄰近敵人掠走部落中的女性當奴

隸，將女性的下嘴唇割開，放上大小不一的陶盤，讓鄰族看了害怕，這樣的行為至今已成傳統，但意義

已有所不同，如今唇盤是

美麗與勇敢的象徵，盤子

越大，越美麗，出嫁時可獲

得更多的財富。隨著年齡

的增加，逐漸更換大的盤

子，嘴唇就會越撐越大，最

大的嘴唇甚至能翻到頭上

把臉包住。此外，摩西人也

用刀在身上雕刻出一道道

刀痕，認為凸起的疤痕是

一種美。親眼見到這些美

麗又具特色的部落原民是

極為震撼的體驗，走進這

裡就像走進國家地理頻

道，一次將這些美麗又稀

少的人文景觀盡收眼底！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ECO OMO LODGE 或同級 

 



第 9 天 金卡－【卡雅法市集 Key Afer】－馬果國家公園區域－【悍馬部落 HAMER】－圖米 TURMI 

  上午前往圖米，路途間您會行經參觀每週四才有的卡雅法市集（Keyafer Market），來自各部

落的人民都會在這天身穿傳統服飾，於市集聚集買賣，讓人有機會一窺非洲的傳統生活模式。在此您可

以欣賞各個村莊小鎮的不同種族如：班納族

（BANNA）、悍馬族等等的不同部落的文化風

情。傍晚前往衣索匹亞南境著名的原始部落－

悍馬部落，悍馬族以茅草屋為家、獸皮為衣，

貝殼為飾，也可看到女性用紅色的土壤，水和

牛脂裝飾自己的頭髮；有時甚至會以切割自己

身體所造成的傷口做為裝飾；最著名的傳統活

動為「跳牛」，跳牛儀式（如遇上當地有舉辦

儀式，則需另自費參觀儀式約USD35元/每位）

是成年禮最後、最重要的考驗儀式開始，女子

群起走向男子唱歌跳舞，並不斷央求男子拿枝

條鞭打她們，女子往往皮開肉綻，卻露出堅毅

而興奮的表情，殘忍的場面令人難以置信。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BUSKA LODGE 或同級 

 

第 10 天 圖米－阿巴明契 ARBA MINCH【多爾茲（象鼻村）DORZE 部落】 

今日早餐後驅車往北到達衣索比亞南部最大城鎮－阿巴明契，位於海拔 1285 公尺的地方，本地同

時也是水果之都，舉凡芒果、香蕉、橘子、番石榴，以及鳳梨等，來到這裡，不怕吃不到水果。安排搭

乘四驅車拜訪多爾茲（Dorze）部落，又稱「象鼻村」。多爾茲，Dorze 是「編織高手」的意思，多爾

滋族人善於手工編織，製作的紡織

品在當地很有名。多爾茲部落

(Dorze Village)又稱象鼻村，族人

利用山上的竹子與偽香蕉樹建屋，

從入口處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巨大的

象鼻而得名。在多爾茲部部落裡，

您將有機會品飲當地族人自製的獨

家酒釀，也可欣賞多爾茲族人的傳

統禮俗、舞蹈。每棟象鼻屋最少 9 

公尺，至高有 12 公尺，一間屋子

最少屹立 60 年。因為沒有打地

基，隨著歲月流逝，屋子會慢慢地

矮下去。族人在寒冬季節會將牛隻

及羊隻趕入屋子同住，藉由家畜排

放的溫室氣體取暖。每個家庭最少

興建 3 間屋子，當中主人屋最大，

最多可容納 15 人。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飯店內享用 

住宿：PARADISE LODGE 或 HAILE RESORT 或同級 



第 11 天 阿巴明契／阿迪斯阿巴巴【衣索比亞國家博物館】／香港／台北 

今日搭機返回首都－阿迪斯阿巴巴，前往參觀衣索比亞國家博物館，其鎮館之寶為有 320 萬年歷

史、被視為是人類最早祖先的人類骨骸化石-露西

(Lucy)，館內亦陳列著兩件赫赫有名的智人頭骨

化石：奧莫 I 號(OMO I)和奧莫 II 號(OMO II)。

這些館藏也讓衣索比亞國家博物館成為東非最

重要的博物館之一。如時間許可，可再前往非洲

最大的露天市集參觀，市集大部份是來自各地的

農產品，尤其是咖啡，而衣索比亞正是咖啡的正

宗產地，是非常道地的伴手禮。今晚特別安排在

充滿異國風味的傳統餐廳用餐，並欣賞傳統音樂

及舞蹈。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風味 晚餐－衣式傳統舞蹈音樂餐廳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2 天 台北 

  今日經轉機後飛返國門，結束豐富的非洲原始大地之行 。惟願這趟旅程，不只帶回動人照片及戰

利品，旅程中所留下的愉快回憶及美感心得，也希望永存心中。 

 

 

▲ 本行程確定班機將依屆時最新公佈航班作最佳調整，並配合班機時間針對行程內容做微調修正。 

因此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實際旅遊行程將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衣索比亞．參團須知】 

 前往衣索比亞旅客，在出發前 14 天需接種黃熱病疫苗與瘧疾預防及接種，並妥善保管注射證明書

（黃皮書），在入境衣索比亞時必須出示證明。出國前可上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國際疫情資訊，並

於出國前 4 至 6 週至「旅遊醫學門診」由醫師評估接種疫苗或服用藥物之需求，例如瘧疾藥等。 

 入境衣索比亞須持效期 6 個月以上之護照，並事先辦備妥護照影本（建議再另準備同護照規格知兩

吋大頭照）。衣索比亞為落地簽證（應備文件請洽業務服務人員），於入境時出示護照及繳交簽證

費用辦理落地簽證，入關時須排隊辦理，故請耐心等候。 

 衣索比亞觀光硬體設施、軟體服務品質等等較不足歐美大旅遊區域，到此旅遊之貴賓乃是體驗當地

傳統、原始人文風情，無法與其他觀光成熟發展國家及地區相比，稍有不便須敬請貴賓多多體諒及

適應。本公司亦會竭盡所能的提供貴賓舒適且美好的旅遊體驗。 

 衣索比亞旅遊之飯店使用，除首都阿迪斯阿巴巴外無星級區分，此系列行程安排各行程點當地較安

全且舒適之旅館（也有部分為 LODGE 度假小屋形式）。飯店屬非洲特色之度假小屋，房間內部等

淋浴設備較簡單（大部分房內均無冷氣，少部分飯店於晚間實施限電措施）。 

 各大旅館均不提供個人衛生用品：如牙膏、牙刷、刮鬍刀及拖鞋…..等，務請自備！但提供洗髮精、

肥皂及護膚乳液。多數旅館亦提供吹風機。肯亞氣候較乾燥，護唇膏亦請準備，個人日常之病痛或

預防用成藥亦請酌量備妥，另可準備防蚊液（含 DEET 為佳）。 

 衣索比亞旅遊行程中，餐食大部分以飯店內西式及偏向中東香料料理自助餐為主，口味偏重、葷食

多肉、素食選擇性較低，部分提供水果、咖啡、茶及茶點可供享用。 

 衣索比亞車輛安排，為維護行車安全及品質，衣索比亞北部使用約 21 人-33 人座中型巴士；南部

因路程及旅遊資源有限，安排四輪傳動吉普車（三人一車），並於每日提供瓶裝礦泉水。 

 若遇特殊狀況如塌方、路阻、車輛故障、當地政府行為、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

拒之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本公司保有變

更行程之權利。 

 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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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索比亞落地簽證費及團體旅遊履約責任保險 500 萬、意外傷害醫療險 20 萬保險。。 

 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搬運等禮貌性質小費、自費行程及個人支出。 

 大多數的原住民部落照相是要將過溝通允許以及付費（自費）之後才可以照相，旅人用心拍攝人文

風情，但需互相體諒及尊重，請務必配合（在機場、邊境及軍事機構，甚至行政機關請勿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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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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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房加價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並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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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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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遇特殊狀況如塌方、路阻、車輛故障、當地政府行為、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

拒之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本公司保有變

更行程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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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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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顧及其他貴賓之權益，本旅遊公司有權拒絕 70 歲(含)以上無親友同行及特殊身體與精神狀況之

旅客報名參加，敬請見諒。若自身有慢性疾病、行動不便等狀況，也請主動告知；若因未告知而衍

生其他問題，敬請貴賓自行負責。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