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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公主遊輪-阿拉斯加道斯冰河、維多利亞 11 天 
凱契根│道斯冰河│棉田豪冰河│白色隘口之旅│維多利亞│西雅圖 

 
這艘經典非凡的遊輪見證了公主遊輪對創新設計與變革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遊
輪上的全新特色設施包括義式風情的中庭廣場，成人專屬的聖殿成人休憩區®（Sanctuary®），
和浪漫愜意的星空露天電影院®（Movies Under the Stars®）等，深受乘客們的喜愛。 
 

參考航班：         中華航空(CI) 出發日: 2020 年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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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 
 遊輪基本簡介： 

噸位數：113,000 噸 船⾧度：290 公尺 船寬度：36 公尺 總艙房數：1,539 間 

載客數：3,080 人 船員數：1,200 位 航 速：24 海浬 重新裝修：2019.04 

 

1. 吃在公主～公主饗宴 

(1.) 主餐廳－三間主要餐廳，每間餐廳均具有獨特主題，裝修風格各異。主餐廳分別為：

波堤伽利 Botticelli、米開朗基隆 Michelangelo、達文西 Da Vinci。 

(2.) 特色餐廳＊－翡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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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柯提斯‧史東(SHARE by Curtis Stone)：由 TLC 旅遊生活頻道「帥哥主廚

到我家」知名主廚的柯提斯‧史東獨家打造，新鮮且創新的烹飪料理。 

B. 皇冠海鮮牛排餐廳(Crown Grills)：上等美味牛排，新鮮海鮮佳餚，以及洋溢濃郁

紐約風情的牛排館。 

(3.) 休閒用餐－主食正餐或零食小點供您任意選擇。(部分需額外付費)* 

A. 環球美食自助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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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鍋海鮮餐廳(Steamers Seafood)*：可選擇海鮮蒸鍋或碳烤海鮮總匯。 

D. BBQ 燒烤屋(Planks BBQ)*：以迷人的 BBQ 烤肉佐醬料，搭配各式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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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約 6.3 坪，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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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萱俱樂部 Club Fusion 

D. 星空露天電影院 Movie Under the Star 

E. 聖殿成人休憩區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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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天行者夜總會 Skywalkers Night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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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園城市～維多利亞 Victoria 

位於加拿大西南方溫哥華島上的南端，城市秀美寧靜，氣候溫和，市內和近郊多公園，是著

名的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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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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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公主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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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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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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4.                                                                              
       

凱契根 KETCHIKAN (小溪街、原住民圖騰柱) 【預計抵達 06:30 / 預計啟航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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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街 

五顏六色的小屋懸在河上十分浪漫，原是漁人及伐木工尋歡作樂的紅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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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圖騰柱 

除了可與美麗的圖騰柱拍照留影外，更可以透過每㇐根圖騰了解其深遠的涵義與獨特象徵。之

所以稱為圖騰柱是因為音譯的 Totem，這個字源於美洲原住民族群 Ojibwe 裡的 Odoo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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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該形態可以粗分為...代代流傳來記錄原住民傳說的圖騰柱、用來象徵家族地位的家門

柱、歌頌⾧者或勇士的紀念柱，以及紀念慶典或是特殊事件的圖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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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5.                                                                             
       

恩迪科特峽灣＆道斯冰河～朱諾 JUNEAU【預計抵達 12:30 / 預計啟航 22:00】                                    

 
恩迪科特峽灣＆道斯冰河【重點巡航時間 05:00~09:00】 

位於朱諾以南約 80 公里處，東部與加拿大海岸山脈接壤，這片區域通稱為「崔西灣－福特荒野

Tracy Arm-Fords Terror Wilderness」，面積約 2,626 平方公里，隸屬在國家荒野保護系統之

下，該區以兩個陡峭的峽灣聞名，分別是崔西峽灣與恩迪科特峽灣，兩條峽灣的特色既窄又深，

⾧度都超過 48 公里，在恩迪科特峽灣的盡頭就是道斯冰河。過去三十年中，道斯冰河逐漸消退，

旁邊另㇐條冰河在上個世紀也大幅度退縮，原先是以潮汐冰河的形態存在，目前已後退到山壁

之上。 

朱諾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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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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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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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6.                                                                               
       

史凱威 SKAGWAY (白色隘口之旅、懷舊小鎮)【預計抵達 06:00 / 預計啟航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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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7.                                                                             
       

海上巡航 AT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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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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8.                                                                             
       

維多利亞 VICTORIA【預計抵達 19:00 / 預計啟航 23:59】                                           

 
位於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這是㇐個散發著無比的魅力、世界聞名的城市，它的美貌引來...花園

之都、小英國、退休樂園...等美名，在在都是道出它的美麗及可愛之處。 

卑詩省議會大廈＆維多利亞港灣＆帝后飯店 

整個城市瀰漫著優雅的風采，19 世紀的建築、裝飾、飲食與生活習慣全都承襲著英國的傳統文

化而發展，在加拿大眾多城市中更是自成㇐格，濃郁的英國風情更是反映在建築設計上，省議

會大廈等建築更是其中代表。而維多利亞最著名，是由英國設計師法蘭西斯拿頓貝利所打造的

The Fairmont Empress Hotel 百年帝后城堡飯店，自 1908 年開幕後吸引著全世界上流社會貴

族富豪爭相擁抱，接待過無數國王、皇后、電影明星與知名作家，在此可欣賞維多利亞港灣美

麗的景緻。 

早餐 遊輪上 午餐 遊輪上 晚餐 遊輪上 

住宿 翡翠公主號 Emerald Princess（兩人㇐室／內艙）。 ※另有其他艙等選擇。 
 

 

DAY9.                                                                             
       

西雅圖(市區觀光) 【預計離船 08:00】 > 溫哥華國際機場                                

曾經因為電影『西雅圖夜未眠』而聲名大噪的浪漫形象，滿街的藝術作品是視覺浪漫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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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噴泉、㇐面又㇐面漂亮的瓷磚牆壁，讓過往的旅客賞心悅目。每個轉角幾乎都被咖啡店

佔據的西雅圖，在每間咖啡店裡都是精心挑選的音樂，調和咖啡的特有氣氛。 

派克市場 

位在入口處的水產攤，店員高超叫賣聲和丟魚技術，吸引無數觀光客駐足欣賞，以及放置於㇐

旁的銅製吉祥豬（瑞秋），在其身上有個投幣孔，自 1986 年來約為市場基金會帶來數十萬美金

的收入，在此您還可親臨在 1971 年成立的「星巴克咖啡」創始店。 

拓荒者廣場 

是西雅圖最古老的街區。1889 年，西雅圖整個城市曾被大火焚毀。重建規劃將整個路面水準抬

高㇐層，形成了㇐個地下城。至今依然保留了因 19 世紀紅磚復古的建築、鑄滿花紋的鐵柱，如

今也是藝術愛好者的天堂。 

PREMIUM OUTLET 

在輕鬆悠閒的歡樂時光中，您可在此大肆採購㇐番，以平價價錢購買到美國各知名品牌，包含

COACH、POLO、TOMMY、TIMBERLAND、GUESS、GAP、BANANA REPUBLIC、NIK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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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派克市場、星巴克創始店、拓荒者廣場、冰酒酒莊、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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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