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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公主遊輪-阿拉斯加冰河灣、經典溫哥華 11 天 
棉田豪冰河│白色隘口之旅│冰河灣國家公園│凱契根│溫哥華

 
這艘中型遊輪具有符合穿行巴拿馬運河所需的最高標準，是飽覽巴拿馬運河這㇐工程奇蹟與阿

拉斯加冰川勝景的最佳選擇。 

 

參考航班：         中華航空(CI) 出發日: 2020 年 5 月 12 日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 天 中華航空 CI-32 台北/溫哥華 23：35 19：20 10 小時 45 分鐘 

第 十 天 中華航空 CI-31 溫哥華/台北 02：00 05：20+1 12 小時 20 分鐘 

※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行程特色 

㇐、海上的移動城堡—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 
 遊輪基本簡介： 

噸位數：91,000 噸 船⾧度：294 公尺 船寬度：32 公尺 總艙房數：1,000 間 

載客數：2,000 人 船員數：895 位 航 速：24 海浬 重新裝修：2019.01 

 

1. 吃在公主～公主饗宴 

(1.) 主餐廳－擁有兩間經典遊輪風格的主餐廳提供正式晚餐服務。主餐廳分別為：普羅旺

斯 Provence、波爾多 Bordeaux。 

(2.) 特色餐廳＊－珊瑚公主號擁有兩大特色餐廳，提供獨㇐無二的用餐體驗。(需額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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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莎芭提妮義麵餐廳(Sabatini’s Italian Trattoria)：延續莎芭提妮餐廳風格，專為

公主遊輪製作的義大利麵，每日新鮮烹製，邀請賓客前來盡情品嘗。 

B. 灣流咖啡牛排館(Bayou Café & Steakhouse)：法式及克里奧爾風情美食，以及精

品牛排。 

(3.) 休閒用餐－主食正餐或零食小點供您任意選擇。 

A. 地平線餐廳：提供早餐、午餐、晚餐時段的自助菜餚。 

B. 國際點心吧：提供甜點、三明治和沙拉、義大利特調和其他特製咖啡、手工精選

調配茶飲等。24 小時全天營業(部分飲品與點心需另外收費)。 

C. 拉帕緹斯點心吧：全天候供應的新鮮糕點，享受點心，同時品嚐芳香的咖啡(飲品

需另外收費)。 

D. 燒烤：提供漢堡、熱狗和三明治。 

E. 冰淇淋吧：提供香甜的杯裝或蛋捲冰淇淋。 

 

2. 公主艙房種類－享受靜謐的時光，遠離塵囂，汪洋上的鬆軟溫暖，單純且美好。 

(1.) 內艙：面積達 4.5-5 坪，精心配備各類精美設施，為您帶來舒適的住宿享受。 

(2.) 陽台艙：面積達 6.5-7.7 坪，約 1.3 坪的私人陽台讓您領略迷人海景。 

 

3. 樂在遊輪～公主樂遊 

(1.) 休憩享樂 

A. 蓮花水療和泳池＆多功能療癒房 Lotus Spa 

B. 公主劇院 Princess Theather 

C. 宇宙表演廳 The Universe Lo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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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 Under the Star 

E. 聖殿成人休憩區 Sanctuary 

 

(2.) 豐富自我 

A. 健身中心 

B. 海上漫舞 

C. 海上學習課程 

D. 戶外球場＆慢跑步道 

 

二、精選的景點安排 

1. 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諾 Juneau 

位於阿拉斯加的東南部，1880 年在加斯蒂諾水道兩旁發現大量的礦脈，朱諾很快便發展成

為阿拉斯加第㇐大城，建州之後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州治所在，是美國唯㇐僅能搭乘飛機或船

隻抵達的州政府。 

2. 西部拓荒的淘金小鎮～史凱威 Skagway 

位於內灣航道最北端，是阿拉斯加最古老的城市之㇐，曾因克朗代克淘金潮聲名大噪。 

3. 世界鮭魚之都～凱契根 Ketchikan 

位於阿拉斯加最南邊的城市，擁有豐富的原住民圖騰文化；凱契根溪是鮭魚們的出生地，包

括國王鮭、銀鮭、粉紅鮭、鋼頭鱒、山鱒等，都會在夏秋之時群起洄游至此。 

4. 世界自然遺產～冰河灣國家公園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冰河是指大量冰塊堆積如河流般的的地理景觀，也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資源。冰河灣國家公

園 1979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1986 年被列為生物圈保護區。 

 

DAY1.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 溫哥華 VANCOUVER                                                              

今日收拾起行囊，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來到機場，想想在機上看個幾部電影，再小睡㇐會兒

～我們將飛往加西第㇐大城「溫哥華」，為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海港城市，依山傍海環境宜人，班

機將於同日抵達，準備好隨即而來的遊輪之旅了嗎！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 

住宿 Sandman Signature / Radisson Hotel 或同級。 

 

DAY2.                                                                             
       

溫哥華 > 遊輪碼頭【預計登船 12:30 / 預計啟航 16:30】                                     

由於怡人的氣候條件和得天獨厚的自然美景，使溫哥華成為最適合享受生活主義者的樂園，更

是目前世界上最適合居住環境的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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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公主遊輪 

別忘了擺個好姿勢讓專業攝影師為您留下美麗記憶，準備啟航前往最美不勝收的景點～ 放鬆心

情遠離塵囂的真實感受，搭乘遊輪旅行將會囊括更多不同的旅遊體驗！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3.                                                                              
       

內灣巡航 INSIDE PASSAGE                                                                    

遊輪將沿著加拿大沿海，穿梭於星羅棋佈的海島，海天及森林間，是克林吉 Tlingit、海達 Haida、

辛香 Tsimshian 等原住民的漁獵場，老鷹翱翔於天際，熊覓食於林間，魚群偶爾躍出水面，水

鳥則以海島為家。公主遊輪享譽國際知名度，除了獲獎不斷的肯定，即 1977 年美國電視影集《愛

之船》播出後，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遊輪，更因此奠定了今日屹立不搖的地位，成為遊輪界的

巨擘，也不停地領導遊輪成為旅遊市場的新地標。而在公主劇院原創的歌舞秀，由世界㇐流演

員表演布魯諾•瑪爾斯 Bruno Mars、碧昂絲和邁克•傑克遜的流行歌曲，以及㇐堵媲美百老匯的

精采表演，和歌劇經典如西城故事、窈窕淑女...等。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4.                                                                              
       

朱諾 JUNEAU (棉田豪冰河) 【預計抵達 13:30 / 預計啟航 22:00】                                                                      

 
朱諾小鎮為阿拉斯加的首府，更有著『小舊金山』的別名，源於 1880 年的淘金熱潮開啟城市繁

榮，即使水上飛機忙碌地起落，碼頭遊輪櫛比鱗次，擠在海峽與青山間，這個只有船和飛機才

能抵達、居民不及三萬而以淘金奠基的城市，處處充滿溫馨熱鬧的氛圍，即使步行在市區街道

上，或是坐在街道旁的咖啡廳小憩時，隨時都可以感受獨特的異國風情。 

棉田豪冰河 

今日專車前往棉田豪冰河，由⾧ 19 公里的「朱諾大冰原」所孕育出，將滿山透藍的冰雪，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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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伸向機場，為朱諾開闢最具阿拉斯加特色的櫥窗。此冰河形成於 3,000 年前的小冰河時期，

在此可沿著步道散步，走到冰河觀景台驚艷其不同的美麗風采。 

【岸上景點】朱諾小鎮步行街。 

【門票安排】棉田豪冰河。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5.                                                                             
       

史凱威 SKAGWAY (白色隘口之旅、懷舊小鎮) 【預計抵達 07:00 / 預計啟航 20:30】                              

 
是位於內灣航道最北端的城市，此區是阿拉斯加與加拿大之間重要的門戶，往北可到達加拿大

育空特區的白馬市，往東南可通朱諾，現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拓荒時代的精神！ 

白色隘口．巴士之旅 

行駛在貫穿美、加兩國的克朗代克公路上，沿途可觀賞過去冰川底部奇景、瀑布、山谷等風景，

昔日淘到黃金的喜悅景象全都猶如時光倒流般的湧現，傳奇之旅值得您身歷其境。 

懷舊小鎮 

在史凱威的街道上還可感受百年前的風情，最醒目的是㇐尊『先民雕像』，敘述當時的先民背著

全部的家當，由印第安的嚮導引導前往淘金的金原。 

紅蔥酒吧 

館內仍保存著昔日的陳設與裝潢，非常有西部鄉村的味道～ 

北極兄弟史蹟博物館 

建築使用了萬塊浮木，排列出精密鑲嵌的花色圖案，斑駁的痕跡刻畫著歲月及曾經的歷史，有

《AB 字型》象徵著極地雙併館的圖案，還有鑲著天然金塊的淘金盤。 

克朗代克史蹟國家公園服務中心 

對 1898 年前後的克朗代克淘金潮 Klondike Gold Rush 間的歷史，有著多樣保存及介紹。 

【岸上景點】紅蔥酒吧、北極兄弟史蹟博物館、火車站、鑽頭火車頭。 

【門票安排】白色隘口巴士之旅(約 3.5 小時)。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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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冰河灣國家公園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重點巡航時間 06:00~15:00】                                      

 
是內灣航道最璀璨不容錯過的壯觀景緻，她不但是㇐處國家公園，還是生態保育區，更被列為

世界遺產！並孕育繁茂的溫帶雨林，海灣區則是海狗、海獅、水鳥、鯨魚棲身住所。擁有著 18

處冰河、12 個海岸冰河地形，獨特的自然景觀和特殊地理位置，基於保護每日限定只允許二艘

遊輪進入參觀，當遊輪航行到冰河灣國家公園時，船⾧會將遊輪沿著冰河灣緩緩前進，此時別

忘了找個好位子，靜靜欣賞千年冰河峭壁，頓時間～碩大的冰塊崩解，㇐陣如雷的隆隆響聲後

突然間脫離了冰河，直衝入藍色海洋，瞬間激起冰河裡的所有生物，如飛鳥、海豹爭相追逐冰

裂所激起的魚群，或是近乎垂直的冰崖崩裂而下的冰山，浮躺在藍色冰河灣裡，形成了陽光下

晶瑩剔透的奇特天然冰雕，這㇐片生氣盎然的冰河世界，比起原先想像的靜謐來得熱鬧豐富，

難得㇐見的冰河曠世美景令人畢生難忘。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7.                                                                             
       

凱契根 KETCHIKAN (小溪街、原住民圖騰柱) 【預計抵達 08:00 / 預計啟航 18:00】                     

  
阿拉斯加州有著別名《最後的荒野 Last Frontier》，是第 49 個加入美國合眾國的州，擁有世界

最好的狩獵和釣魚場所。傍山面海的「凱契根」，城裡多半是 19 世紀末期風格的建築，漆著不

同顏色的木造房舍古意盎然。五顏六色的小屋懸在河上十分浪漫，這裡是小溪街，原是漁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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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工尋歡作樂的紅燈區，例如桃莉之家，約莫在百年前就開始了商業活動，有多家的木造建

築沿凱契根河搭建。 

【岸上景點】小溪街、原住民圖騰柱。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8.                                                                             
       

海上巡航 AT SEA                                                                       

說起悠閒又自在的遊輪旅程，莫過於全日航行於海上的悠閒時光... 在飽覽海上景緻之餘，還可

前往甲板上的原木跑道慢跑、散步來個日光浴，也可前往健身房、水療養顏美容中心、按摩池，

好好舒鬆筋骨。今天您㇐點都不會無聊，建議參閱『每日中文活動表』，選擇喜歡的活動參加或

盡情享受精緻美饌、下午茶或前往酒吧喝杯飲料，聽聽音樂、聊聊天。也可逛逛精品名店享受

海上購物樂趣，或前往體驗海上賭場小賭㇐下。入夜後別忘了前往『公主劇院』欣賞精彩的歌

舞表演，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離船前的最後㇐日，請記得參加專業領隊為各位貴賓準備的離船說明會。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珊瑚公主號 Coral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9.                                                                             
       

溫哥華(市區觀光) 【預計離船 08:30】 > 溫哥華國際機場                                

蓋士鎮（蒸汽鐘） 

是溫哥華的發源地，當時十九世紀末的淘金風潮熱鬧了這裡，直至今天仍保留著百年前維多利

亞式的建築，與古色古香的鵝卵石街道景觀，而 1977 年建造的世界第㇐座「蒸汽鐘」，約隔 15

分鐘就會鳴汽笛與冒出如氣旋般的白煙～ 

史丹利公園 

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素有《皇冠上的珠寶》之稱，您可盡情觀賞延路的美景、森林與城市

景觀，而公園㇐角的圖騰公園，豎立著高聳圖騰柱，彰顯印地安文化的影響力。 

加拿大廣場 

是 1986 年世界博覽會的展覽場地，狀式揚帆的蓬頂式建築，取其為海洋城市之義，是溫哥華著

名風景標誌之㇐，獨樹㇐格的海濱白色五帆標誌與蔚藍海天互相輝映。 

冰酒酒莊 

酒莊除了釀造紅、白酒外，還有藍莓酒、覆盆子莓酒、蔓越莓酒及加拿大最難能可貴的冰酒，

每㇐瓶都有貼 VQA 標籤，表示符合加拿大葡萄酒商品質保障聯盟的標準。 

McArthurGlen 名牌暢貨中心 

在輕鬆悠閒的歡樂時光中，您可在此大肆採購㇐番，以平價的價錢購買到美加知名品牌，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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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POLO、TOMMY、TIMBERLAND、GUESS、GAP、BANANA REPUBLIC、NIKE...

等。 

【下車參觀】蓋士鎮(蒸汽鐘)、史丹利公園、加拿大廣場、冰酒酒莊、McArthurGlen Outlet。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為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海鮮餐 

住宿 機上。 

 

DAY10.                                                                             
       

溫哥華 /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

彿㇐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記得～再忙也要去旅行喔！ 

 

DAY11.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因時差關係，班機於今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感謝您的參與，敬祝健康、快樂! 後會有期。 

 

※本公司保有因航空公司及遊輪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以上行

程及參考航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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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備註                                                       
感謝您參加本公司美加地區遊輪團體，盼能增加您對美加地區的認識，並做好萬全準備，在此
特別向您說明美加地區遊輪團體的相關訊息，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同時保障您的權益。 

1. 參團須知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含)以上，不接受機票自理者。 
(2.) 前往美國、加拿大觀光，持中華民國新版晶片護照符合美國免簽證資格，請自行確認您持

有中華民國新版晶片護照，效期以出發當日計算超過六個月以上。 

(3.) 為考量旅客自身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者，需有家
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見諒。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

兼顧，請旅客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避免造成您的困擾。孕婦搭

機需依航空公司與遊輪公司規定，請留意相關旅行規範。 
(4.) 陸地與遊輪基礎房型為兩人㇐室，若無同行者㇐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

他同性別旅客或領隊進行配房；單人配房由本公司自行採隨機分配，恕無法指定或變更，

出發後若欲補價差變更為單人住宿，需依飯店實際房況為準，若有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若個人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 

(5.) 如有特殊飲食、兒童餐等需求者，請您在報名時同時告知業務人員，或最晚請於出發前七

天(不含例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利為您處理。 
(6.)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食用蔥、薑、蒜、蛋、奶甚至魚肉，

中式餐廳大多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而西式餐廳則以義大利麵為主，無法如同在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 
(7.) 本行程所搭乘之班機與行程內容，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8.) 此行程需先申辦加拿大電子入境許可(eTA)以供航空公司查驗，煩請主動告知是否持有有效

加拿大電子入境許可(eTA)並請提供有效許可之序號(J 開頭+數字共 10 碼)。辦理加拿大電
子入境許可(eTA)相關說明：清晰護照影本㇠份(護照有效期需六個月以上)且出生地需為台

灣；加拿大電子入境許可(eTA)也會有申請被拒絕的狀況，若有先例請先告知，請另持有效

之加拿大實體簽證。 
(9.) 此行程需先申辦美國電子入境許可(ESTA)以供遊輪公司查驗，煩請主動告知是否持有有效

美國電子入境許可(ESTA)。辦理美國電子入境許可(ESTA)：清晰護照影本㇠份(護照有效期

需六個月以上)且出生地需為台灣；美國電子入境許可(ESTA)也會有申請被拒絕的狀況，若
有先例請先告知，請另持有效之美國實體簽證(B1/B2)。 

(10.) 旅途中若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旅行業之因素，部份景點可能會受影響；故於行程參觀

內容不減之原則下，本公司得依航空公司班機及旅館確認之實際情形及團體行進之交通狀
況酌情參考調整順序，敬請諒解。 

2. 國際遊輪訂購須知 

(1.) 購買國際遊輪旅遊商品時，需簽訂國際遊輪航行合約條款，且甲方(消費者)同意下列國際遊
輪航行合約條款即為契約之內容，同意受其拘束。因【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中特別未記

載國際遊輪航行合約條款，依據定型化契約第十三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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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項之各款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2.) 在甲方(消費者)報名購買國際遊輪旅遊商品後，要求取消或未聯絡不參加者依實際情形收取

已代墊付之簽證工本費及手續費外，㇠方會根據國際遊輪航行合約條款之規定暨取消辦法
收取費用。 

(3.) 國際遊輪航行合約條款之規定訂位暨取消辦法如下： 

A. 甲方繳付訂金予㇠方確認其訂位後，若欲取消其遊輪行程，依以下規定收取取消費用。 
I. 於出發前 75 天以上取消者，㇠方將沒收甲方訂金為取消費用。 

II. 於出發前 74-57 天以上取消者，㇠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之 20%為取消費用。 

III. 於出發前 56-29 天以上取消者，㇠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之 50%為取消費用。 
IV. 於出發前 28-15 天以上取消者，㇠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之 75%為取消費用。 

V. 於出發前 14 天(含 14 天內)取消者，㇠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為取消費用。 

B. 第三至四人(指定同房之第三至第四位)訂金支付比照兩人㇐室規定。若屬後期加入者，請於
出發前 30 天內需求，訂房確認後，其第三至四人之訂房變更、取消罰則，則依以上規定辦

理之。 

C. 甲方若已訂位欲變更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正式通知㇠方，方為有效，以電
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若遇本國及國外例假日，應提前通知㇠方作業，以符合國際遊輪公

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4.) 根據國際遊輪航行合約條款，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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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情況發生，遊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5.) 遊輪旅遊行程中，每天遊輪的啟航時間都是準時的且不等人，故旅客若在團體集合時未能
準時到達，請恕領隊無法在原地等候旅客，之後旅客所衍生的所有費用(交通費、住宿費…

等)請旅客自行負擔。 

3. 團體機票說明 
(1.) 團體機票有固有航班及出發日期，如需延⾧天數、更改日期都需另外洽詢業務人員。 

(2.) 團體機票皆依所使用航空公司的規定作業，前往美加地區之機票㇐經開立，則無退、換票

價值(無法退機票款)；需重新取得訂位與重新開立機票。 
(3.) 所有行程中如有安排搭乘(阿拉斯加/加拿大/或其他美籍航空)內陸段機票，此段機票㇐經開

票，因航空公司之規定無法更改與退票，敬請見諒。 

(4.) 團體機票之機上座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給予座位進行調整，無法保證親友們㇐定都
能安排在㇐起或接有走道座位，煩請諒察。 

(5.) 若持團體機票旅客以特惠加價方式升等至商務艙(菁英客艙)座位時，㇐切依航空公司規定，

詳情請洽詢業務人員。 
(6.) 孕婦搭機規定：懷孕 36 週以上(距離預產期 4 週以內)之孕婦與生產後 7 天內之孕婦不得搭

機。亦不接受多胞胎且懷孕 32 週以上的孕婦搭機旅行。(詳細資訊請洽詢各航空公司網站) 

4. 搭乘遊輪須知 
(1.) 特殊登船規定：嬰兒以登船日為基準，嬰兒登船生日需滿 6 個月以上方可登船。所有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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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20 歲者不可單獨參加任何航程。孕婦若登船日就已經進入懷孕 24 週孕期的孕婦，依

照遊輪公司規定將無法登船。 

(2.) 若您要在船上或岸上使用輪椅，煩請自行攜帶。船上備置輪椅僅供緊急情況下使用，在航
行期間不得使用。如需攜帶輪椅，請提供輪椅尺寸大小、實體照片以供向遊輪公司報備。 

(3.) 遊輪上有配置醫療中心及醫務人員，旅客若在搭乘遊輪期間因病需要醫治，船公司將酌收

診療費與醫藥費，此筆費用將列入房帳內，並於離船前完成結帳手續。 
5. 住宿設施說明 

(1.) 美加地區團體安排之房型皆以兩張床為主。但若在古城區、城堡系列飯店、國家公園區域

及黃刀鎮區域皆以㇐張大床房型為主，若需求兩張床房型並無法保證能提供。 
(2.) 美加地區因消防法規規範，大部分飯店均無法提供加床，請勿需求加床或避免三人同房。

若旅客需求入住單人房時，應繳交單人房差費用，美加地區需求單人房㇐般提供雙人大床

房供單人使用，實際房型需以入住當天飯店提供為主。 
(3.) 美加的國家公園區域、山區、古城區及城堡系列飯店等，房間格局大小有時會有些差異，

㇐般以飯店提供的分房為主安排旅客入住。 

(4.)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本公司將向飯店提出
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定能如此安排，敬請見諒。 

(5.) 團體安排之房型皆為禁菸房，請勿在房內抽菸；若逕行於房內抽菸，經查獲需配合各飯店

規範繳交鉅額罰金，通常金額在 300 美金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