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愛號
MSC Preziosa

 MSC Preziosa珍愛號

的設計概念起源於「珍貴」，

這個主題融入到船舶設計的

每個細節，正如她的18層甲

板均用珍貴的寶石來命名。

義大利語Preziosa在英語中

為“Precious”，解釋為珍

愛，象徵著地中海遊輪對於

人生、友誼和愛情的無比珍

視和無限熱愛。將為您提供

無與倫比的舒適、上乘的服

務還有最尖端而又對環境友

善的高科技設施。



規格

噸位：139,072噸

載客量：3,502人

首航日期：2013年

長度：333公尺

寬度：38公尺

高度：68公尺

甲板樓層：18層

船速：24節



設施

      MSC Preziosa珍愛號

上提供2 0種以上娛樂設

施。船上休閒設施應有盡

有，包您玩得盡興。還有

好幾家不同風情的高級餐

廳，讓您吃得開心。您隨

時都可以在甲板躺椅邊做

日光浴，邊欣賞壯闊的北

海風情!!



餐館與酒吧

6個餐廳、2個自助餐廳、

20個酒吧

休閒&放鬆

海水浴療法、芳香療法、

瑜伽、12個按摩浴池、冷

水浴室、日光浴室、美容

中心、桑拿室、蒸汽浴

室、溫水浴間/休息室、美

髮店、理髮店、豪華健身

房、游泳池、保齡球場、

兒童及少年育樂設施



娛樂活動

賭場、酒吧、迪斯科、豪

華社交舞廳、劇院、溫泉

浴池、電子遊戲中心、4D

電影院、免稅店、購物

區、照相館



特色

MSC旗下新型旗艦遊輪

全球平均船齡最年輕的船隊!

實際風格上也極具現代感、

科技感和時尚感

世界最美樓梯-

施華洛世奇水晶梯

極致奢華，

義大利高貴典雅風格聞名，

一階造價40,000美金，

全船共72階。

˙

˙



特色

新科技!超聚能

4D劇院 VS F1模擬方程式

前所未有新體驗

海上保齡球 給我火雞!

義大利最強超市餐廳

Italy is EATALY!

水天一線-無極限!

無邊際游泳池 & 最長水上滑道

˙

˙

˙

˙



行程表

5月

10(四)

17(四)

11(五)

12(六)

13(日)

14(一)

18(五)

19(六)

20(日)

21(一)

15(二)

16(三)

台北/法蘭克福

行程 抵港 離港

法蘭克福市區觀光

北歐遊輪之旅
德國基爾 登船 18:00

08:00 17:00

08:00

09:00

08:00

18:00

19:00

18:00

10:00

哥本哈根

海上巡遊
專題分享-Fum轉世代

安麗主題晚宴

蓋倫格

弗洛姆

卑爾根

德國基爾 下船

海上巡遊

法蘭克福/台北

抵達台北

－ －

－

－

－

－ －

－ －

－ －

－ －

－
漢堡市區觀光



北歐介紹
Northern Eu

rope



北歐介紹
Northern Europe

     北歐五國是北歐的丹

麥、芬蘭、冰島、挪威和

瑞典及其附屬領土如法羅

群島、格陵蘭和奧蘭群島

的統稱，也是世界上自然

環境最佳的地區。浩瀚的

森林覆蓋率高達60%以

上，空氣清新，湖泊星羅

棋布。北歐還是歐洲全民

教育水平最高、社會福利

和秩序最好的國家，也是

許多人嚮往的人間天堂。



法蘭克福
Frankfurt



法蘭克福
Frankfurt

     德國中西部黑森邦第

一大城市，也是德國第五

大城。因地理位置優越，

法蘭克福是歐洲最為繁忙

的陸路樞紐；火車總站為

德國流量第二大的火車

站。當地的萊茵-美茵國

際機場為德國規模最大的

商用民航機場，也是歐洲

重要的航空轉運站。



羅馬廣場
Römerberg



羅馬廣場
Römerberg

     中世紀以來就是法蘭

克福城市中心，二戰時被

炸毀，戰後幾乎全部重

建，如今是法蘭克福唯一

一個忠實保留著中古街道

面貌的廣場。羅馬廣場是

法蘭克福文化、歷史的象

徵，對很多遊客來說，也

是到達法蘭克福後要瞭解

城市文化的景點首選。



聖保羅教堂
Paulskirche



聖保羅教堂
Paulskirche

     聖保羅教堂，是德國

重要的政治象徵符號。它

是一座橢圓形的新教教

堂，始建於1789年，完工

於1833年，建築風格為德

國不太常見的古典主義風

格。1848年，第一屆法蘭

克福國會就是在此舉行，

教堂內許多紀念浮雕，生

動重現了當年情景。



考夫霍夫百
貨

Galeria Kau
fhof



考夫霍夫百貨
Galeria Kaufhof

     來到德國，可別錯過

這間德國最大的連鎖百貨

公司之一，其歷史可以追

溯到1879年，並在全德80

多個城市擁有100多家分

店。在古典與現代的完美

結合的購物環境中，提供

了優質的服務和各種琳琅

滿目的商品，應有盡有。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曾獲選「最適合居住

的城市」與「最佳設計城

市」的哥本哈根是丹麥首

都，也是丹麥最大城市與

最大港口。四處可見的公

園綠地，可以戲水的乾淨

港口，還有規畫完善的腳

踏車道，在在展現出這是

一座「以人為本」的城市。



美人魚銅像

Den Lille H
avfrue



美人魚銅像
Den Lille Havfrue

      在新港的舊港區中，

美人魚靜靜坐在一塊花崗

岩上。這位美人魚成為哥

本哈根最受歡迎的景點之

一，每天都有許多遊客來

此和銅像拍照。她當初是

在1909年時由嘉士伯啤酒

的創辦人雅各布森委託雕

刻家艾瑞克森創作的。



安瑪麗堡宮
殿

Amalienborg
 Palace



安瑪麗堡宮殿
Amalienborg Palace

     安瑪麗堡宮殿由環繞廣

場的四座建築組成，現為

丹麥王宮所在地。最早這

裡是四個貴族的府邸，在

皇宮克利斯蒂安堡1794年

被大火摧毀後，再成皇室

的正式官邸，中間是1768

年建成的國王菲德烈五世

騎像。每天中午有衛兵換

崗儀式。



市政廣場
Rådhuspladse

n



市政廣場
Rådhuspladsen

     哥本哈根最大的廣場

之一，市政廳是廣場主建

築，建於1892至1905年，

正門牆上掛著哥本哈根城

創建者阿布薩朗大主教的

銅像。市政廳的鐘樓高

105.6米，登塔可以俯瞰

全城。塔內有著名的天文

鐘，能夠準確報時還能顯

示行星位置。



克里斯汀城
堡

丹麥女皇宮

Christiansbo
rg Palace



克里斯汀城堡
丹麥女皇宮
Christiansborg Palace

     最早由阿布薩隆大主

教建於1167年，一度為

皇宮。18世紀末毀於一場

大火，後曾反覆重建、改

建。現在的宮殿為1928

年完成的巴洛克式建築，

部分由丹麥王室所有，這

裡同時也是一座博物館，

地下展出12世紀初的城池

遺跡。



斯楚格行人
徒步區

Stroget Slot



斯楚格行人徒步區
Stroget Slot

     來到哥本哈根不能錯過

市中心最繁華的一條街，

你可能不曉得這條街可是

號稱全歐洲最長的行人徒

步商圈！始於17世紀，除

了有全球知名品牌外，還

有丹麥品牌皇家哥本哈根

和樂高積木玩具等，最適

合享受自在逛街，感受當

地文化。



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 Fj

ord



蓋倫格峽灣
Geiranger Fjord

     有挪威「最美麗的峽

灣」之稱，長約16公里，

2005年和附近的納柔依

峽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選為世界遺產。身為挪威

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飛

瀑橫濺的美景也是蓋倫格

峽灣最大特色，小鎮散落

峽灣間，令人彷彿置身童

話世界。



老鷹之路
Eagle Road



老鷹之路
Eagle Road

     一條景觀絕美的山

路。靠近蓋倫格那端的，

稱為「老鷹之路」。道路

兩端各有11個Z字型的彎

路，一路從山腳下蜿蜒到

山頂，直到海拔852公尺

的制高點。這條路由峻峭

山壁和蔚藍深邃的峽灣交

織，來過絕對不虛此行。



挪威峽灣中
心

Norwegian F
jord Center



挪威峽灣中心
Norwegian Fjord Center

     挪威峽灣中心展出有

峽灣地區的相關內容，包

括峽灣地區的歷史、人們

的生活、自然景觀、工業

景觀、旅遊和交通資訊

等，展出形式包括圖片、

多媒體、實物和講解，可

以讓參觀者更加了解峽灣

地形，以及這個地區的歷

史文化。



弗洛姆
Flam



弗洛姆
Flam

     位於艾于蘭峽灣最深

處，崇山峻嶺環繞，點綴

飛瀑與峽谷。每年數十萬

旅客來到弗洛姆，乘坐鐵

路線上的列車，或漫步在

這座小村莊周邊如夢如幻

的美景。春夏時節，常見

大型遊船駛過松恩峽灣前

往弗洛姆港口。



峽灣觀景火
車

Rail Journey
s In Norway

 



峽灣觀景火車
Rail Journeys In Norway 

     2014年，《孤獨星球》

雜誌將其評為全球最棒的

火車觀光路線。搭乘弗洛

姆火車從峽灣水平面一路

蜿蜒而上，攀升高度近900

公尺，坡度達5.5%。途中

穿過20個隧道，其中一個

甚至在山內彎成U字型，

全程美景令人目不暇接！



尤斯瀑布
Kjosfossen



尤斯瀑布
Kjosfossen

     挪威遊客造訪次數最

多的瀑布之一，是弗洛姆

火車之旅的必經之地。尤

斯瀑布的落差為93米，瀑

布雷鳴般的咆哮奔騰而

下，飛濺起無數的水花和

泡沫，甚至壯觀。巨大的

水流讓尤斯瀑布的轟鳴聲

在寂靜的山谷中顯得格外

震撼。



弗洛姆小鎮
Flam



弗洛姆小鎮
Flam

     位於挪威最深最長的松

恩峽灣（全長204公里，水

深1308公尺）支流艾于蘭

峽灣中，四周有巍峨的山

巒、歎為觀止的瀑布和深

邃的山谷，如詩景色讓遊

客彷彿置身天堂，到弗洛

姆最經典的方式就是弗洛

姆鐵路，觀賞挪威最原始

的風光。



卑爾根
Bergen



卑爾根
Bergen

     卑爾根早在11世紀發

跡，是挪威沿岸很重要的

商業貿易城市，一直到13

世紀都是該國的首都，現

為挪威第二大城市，依山

傍海，風光明媚，也是通

往峽灣的門戶。雖然是一

座大都市，卻有小鎮的魅

力。擁有多樣魅力與豐富

的歷史和文化傳統。



漁市場
Fish Market

 in Bergen



漁市場
Fish Market in Bergen

     卑爾根魚市場位於卑

爾根港口邊。從16世紀這

裡就是魚貨集散中心，全

挪威一半的海鮮和都是從

這裡出口，可以買到挪威

最新鮮海產。除了露天魚

市場，旁邊也有室內魚市

場和餐廳，錯過了魚市，

簡直就是錯過了大半個卑

爾根！



佛洛伊恩山
Floyen



佛洛伊恩山
Floyen

     高度320公尺，可搭乘

纜車上山，山路最大陡坡

為26度，以每秒4.2公尺

的速度行進，登頂僅需花

費5至6分鐘，從纜車走出

來以後，就會看到一片美

麗開闊的景色，那是卑爾

根市區以及哈丹格峽灣出

海口和遠方寬廣的海灣天

空相連。



布列根木屋
群

Bryggen



布列根木屋群
Bryggen

     布列根市內最著名的

景點，又名德國碼頭，位

於北方的瓦根灣，一排排

的木造房舍，過去除了用

於安頓船員，也作為辦公

室和倉庫。今日除了少數

幾棟，其餘都是在1702

年的大火之後進行重建，

風格延續12世紀初建時的

樣貌。



羅森克蘭茲
塔

Rosenkrantz
tårnet



羅森克蘭茲塔
Rosenkrantztårnet

     建於1560年，除了是

皇室居所，也具有防禦軍

事功能的堡壘。最早是由

馬克努國王興建於1260

年左右。順著陰暗狹窄的

迴旋梯往上，讓人彷彿回

到中世紀城樓。這座塔樓

本身十分醒目，同時也是

欣賞海灣景色的好地方。



聖瑪莉教堂
Mariakirken



聖瑪莉教堂
Mariakirken

     聖瑪麗教堂據說在

1130到1140年間開始修

建，1180年左右竣工，

是卑爾根最古老的宗教建

築。歷史上聖瑪麗教堂經

歷過兩次大火的破壞，造

成了教堂風格的改變。內

部有一個獨特的講壇，以

及挪威最美的祭壇裝飾。



漢堡
Hamburg



漢堡
Hamburg

     德國北部的港口城

市，有近180萬人口，是

僅次於柏林的德國第二大

城市，歐盟第八大城市。

漢堡港位於易北河出海

口，是德國最大的港口，

也是世界上第20大港口。

同時因為包括漢堡機場和

眾多鐵路，使漢堡成為歐

洲重要樞紐。



聖米歇爾教
堂

Hauptkirche S
ankt Michaelis



聖米歇爾教堂
Hauptkirche Sankt Michaelis

     漢堡最著名的一座教

堂，也是該市的主要地

標。進入教堂往上看，是

表現天使長米歇爾戰勝魔

鬼的大型青銅雕塑。教堂

132米高的巴洛克尖頂是

漢堡天際線的顯著標誌，

只要努力爬上鐘塔頂端，

便可飽覽漢堡與海港的壯

麗景致。



市政廳
Hamburger R

athaus



市政廳
Hamburger Rathaus

     這座漢堡的地標是新

文藝復興式建築，除了雕

工細緻之外，左右對稱的

特色也很吸引人。尖塔美

麗的造型，展現出市政廳

的氣勢。市政廳前的廣

場，是人們舉辦各種不同

的節慶的場所，也是漢堡

市市民約會與休憩的最佳

場所。



旅遊小叮嚀

請於飛機起飛前2小時，到達機場指定地點

集合，敬請於行李上別上蘋果行李牌。

可攜台幣100,000元以內，美金現金10,000

元為限（或等值外幣現金），旅行支票不

限，超過限額者，應填具『貨品進出口同

意書』。

通關前仔細聆聽領隊的解說並牢記登機門

號及登機時間。

1.

2.

3.

台灣出境及登機

行李重量限制

經濟艙

華航

國泰

東方

新航

泰國

共30公斤

共30公斤

共46公斤

(每件限重

23公斤)

共30公斤

共30公斤

不限件數

最多2件

最多2件

不限件數

不限件數

共7公斤1件

共7公斤1件

共10公斤1件

共14公斤2件

共7公斤1件

托運行李
航空

手拿行李



1.

2.

3.

【手提行李】

液體物品不可超過100毫升。

將液體或乳狀物品放入不超過1公升大的透

明夾鍊塑膠袋內。塑膠袋必須完全密封及有

充足空間放置所有物品。每名乘客可攜帶一

個夾鍊塑膠袋。

不受限制的液體：旅程中不可缺少的藥物或

注射劑/特殊營養劑(需有證實藥物的必要性

的正式文件)。

商務艙

華航

國泰

新航

泰國

共40公斤

共40公斤

共40公斤

共40公斤

(每件限重

32公斤)

不限件數

最多2件

不限件數

不限件數

共7公斤1件

共10公斤1件

共7公斤2件

共7公斤1件

托運行李
航空

手拿行李

金錢、支票、信用卡、珠寶、藝術品、手

提電腦，充電器及其他有價商業產品，以

及護照、身分證明文件，不可置於拖運行

李內。

1.

【託運行李】



有毒性、有傳染性及易燃物品不可攜帶2.

2.

3.

4.

1. 自2011年1月11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

（需有身分證字號之護照，無身分證字號

如僑民，則不適用）以觀光名義入境「歐

洲申根公約國家」可適用六個月內停留90

天免簽證優惠。

旅客若為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並「非」持

中華民國護照入境歐洲申根公約國家，並

應自行查明所持護照所屬國家入境歐洲之

相關簽證規定。

依法律規定，旅客辦理入出境中華民國手

續，均應持相同國籍之合法有效護照。

禁止攜帶入境的物品

動物產品或乳製品：歐盟成員國以外的

肉製品或乳製品禁止攜帶入境（安道爾、

法羅群島、格陵蘭、冰島、列支敦士登、

挪威、聖馬利諾和瑞士帶入的少量自用品

除外）。

硬幣、紙幣以及證券的偽造製品。假

冒、偽造名牌產品。

攜帶武器、爆裂物或麻醉藥品等危險物

品及具成癮性成份之藥物

歐洲入境須知：



其他可攜帶食品：未開封的嬰兒營養品和

醫用特殊營養品不超過2公斤；只含少量牛

奶或奶油的食品，如奶油糖果、巧克力、

餅乾等；肉製品及乳製品以外的動物製品

不超過2公斤（如蜂蜜）；魚蝦等製品總重

或單個品質（兩者取大）不超過20公斤。

其他注意事項

5.

6.

保育類動植物或珍貴文物

如隨身攜帶超過1萬歐元現金或其他等值

貨幣者，均須向海關申報

為防止禽流感等病毒流入德國，德各主

要國際機場加大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航

班進行“食品、動物、行李”三位一體

式檢查，主要針對旅客攜帶的豬蹄、鳳

爪、魚翅等禽肉類食品。海關有可能要

求旅客書面申報是否攜帶有關食品。因

此，請不要在行李中攜帶上述禽肉類產

品，以免影響您的行程。

價值超過15,000歐元昂貴物品如珍貴金

屬或寶石等，入出歐盟邊境須向海關主

動申報。

其他入境須申報品項請參考下表，逃避

申報，會受到海關處罰。



品　名

酒　類

酒精成份22%以上之酒類或酒精

成份80%以上之烈酒1公升，或

酒精成份不超過22%之酒類2公

升，或非氣泡(葡萄)酒4公升，或

啤酒16公升(以每人為單位，且

需年滿 17 歲)

備　註

其　它

雪　茄

紙　煙

捲菸200支，或小雪茄100支，

或雪茄50支，或菸絲250公克(以

每人為單位，且需年滿 17 歲)

15歲以上之旅客攜帶價值175歐

元以下之日常物品免稅

旅客攜帶外幣入境，每人以外幣等值美金

10,000元為限。

禁止攜帶違禁品，如：槍械、刀具（槍型

玩具及用品）、毒品、水果、仿冒品、保

育類動物及其製品，以免觸犯刑法。

為防止國外病蟲害入侵，保護國內農業生

產之安全及其生態環境，旅客回國時，請 

勿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入境。

返台及入關

1.

2.

3.



入境旅客20歲以上每人限煙1條（20包），

酒1瓶（1公升內）否則依法課稅或沒收。

4.

1.

2.

3.

4.

氣候及服裝準備

建議您以洋蔥式穿法防風保暖，早晚溫差

大，以外套輕便長袖內搭+防風保暖外套。

應準備服裝：

-旅遊行程-輕便服裝

-業務研討會-商務休閒服裝

-安麗主題晚宴-中國主題性服裝

-遊輪公司舉辦之活動

男女正式服裝(ex:西裝、燕尾服、洋裝、

禮服)、白色主題衣服

如需使用泳池請攜帶泳衣。

鞋子以輕便舒適為主，女士盡量穿著平底

鞋，亦可攜帶一雙拖鞋。

歐洲各地5月平均溫度參考
景點

法蘭克福

哥本哈根

蓋倫格

弗洛姆

卑爾根

最高溫

20

16

18

17

16

最低溫

8

7

5

3

5



記下領隊所住房間號碼，以便聯絡。

外出時勿忘向旅館櫃台索取旅館地址卡

片，以備萬一迷途時使用。

進入房間後，應立即檢查房內設備是否

有損壞，以及門窗之使用方法及安全梯

之方位。

為安全起見，金錢及貴重物品最好寄存

在旅館保險箱內，請勿置於房間內或大

行李中，若有遺失，旅館不負賠償之

責，外出時務必將門窗行李鎖好，以防

盜竊，退房時應將房卡交回。

遊輪上使用晚餐如要進入主餐廳用餐嚴

禁穿著短褲、內衣、布鞋、拖鞋。

遊輪與船艙溫度：遊輪室內大約為攝氏 

20-25°C，船艙內有冷氣空調，溫度可

自行調整。

在出發前三天，不妨多注意一下天氣預

報和服裝建議⋯等，可較正確掌握當地

天氣。

酒店住宿

1.

5.

6.

7.

2.

3.

4.



在房間內最好將房門鎖上，或將絆鍊栓

上以策安全。

入睡前應檢查門窗，室內全面禁菸。

離開酒店時應自行核對帳單是否確實，

如電話費、冰箱內飲料費、洗衣費或用

餐費等。

5.

6.

7.

本次旅遊期間，當地時間較台灣慢6小時。

(如台灣時間為中午12:00，當地時間為早上

06:00。)

時差

北歐五國使用貨幣為

》瑞典∼瑞典克朗、挪威∼挪威克朗、丹麥

∼丹麥克朗、冰島∼冰島克朗、芬蘭∼歐元

挪威和丹麥當地都使用各自國家的克朗為

主，部分商家亦接受歐元，兩種貨幣都流通

於當地交易使用。

挪威和丹麥克朗無法於台灣的銀行兌換，須

於當地以歐元兌換。

匯率



歐元(EUR)：

紙鈔面額分 5、10、20、50、100、200 和 

500 歐元，共七種面值。

硬幣面額分 1、2 歐元與 1、2、5、10、20 

和 50 分，共八種面值。

挪威∼挪威克朗 : 

紙幣面額有:
50kr、100kr、200kr、500kr和1000kr
硬幣面值有: 
1kr、5kr、10kr和20kr

丹麥∼丹麥克朗

紙幣面額有:
50kr、100kr、200kr、500kr和1000kr
硬幣面值有: 
1kr、2kr、5kr、10kr和20kr

歐元與新台幣匯率約為：36.6

歐元與挪威克朗匯率約為：9.6

歐元與丹麥克朗匯率約為：7.45

(以上皆為浮動匯率，請以出團時的匯率為準)。

建議出國前可直接攜帶歐元最為方便，在商

店中購物普遍上信用卡也都可以被接受。



退稅條件

(需確認德國退稅規則)

申請人必須在購物商店有免稅標示(Tax 

Free)標示。

購物超過25歐元或 (一天內在同一間商店消

費)即可申請退加值稅，但食品、圖書及已

在境外使用過的食品除外。付款時向商店

工作人員索取退稅支票(Tax Refund Cheque)

櫃台人員一般會把購物金額等資訊填好，

自己再把個人資訊補充完即可。

離境時在機場持退稅支票、收據、護照就

可以辦理。讓海關工作人員在退稅支票上

蓋章(自購物日後3個月內均可蓋章)，到退

稅點出示退稅支票、護照、信用卡，這時

就可以領到退稅款了，可以選擇退到信用

卡或者退現金)。

退稅時，有可能會被要求出示所購商品。

※【遊輪退稅】

1.

2.

3.

4.

挪威(卑爾根/弗洛姆/蓋倫格)退稅需在船

上辦理,凡於店家內消費滿315挪威克朗, 

即能退稅，填寫好的退稅單交於5樓船

公司服務台即可。



通訊

由歐洲撥打台灣市內電話的撥號方式
(以撥打台北安麗公司為例)

國際冠碼
00

台灣國碼
886

區碼去0
2

電話號碼
25467566

由歐洲撥打台灣行動電話的撥號方式

國際冠碼
00

台灣國碼
886

台灣行動電話號碼去0
912345678

由在台灣撥打德國的撥號方式

國際冠碼
002

法蘭克福國碼
49

法蘭克福區碼去0
06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由在台灣撥打挪威的撥號方式

國際冠碼
002

挪威國碼
47

挪威區碼去0
不用城市區號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在台灣撥打丹麥的撥號方式

國際冠碼
002

丹麥國碼
45

丹麥區碼去0
不用城市區號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壓

歐洲的電壓是220V。

台灣電器需要使用圓形兩孔轉接插頭，建

議攜帶一條延長線，若有需要可自行攜帶

轉換插頭。

通常手提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以及手機

等的電源為AC100V-240V的居多。



出國裝備檢查表

說明會資料

國際信用卡

旅行支票

手機

充電器

內衣褲

生理用品

商務休閒服裝

晚宴主題服裝

正式服裝

白色主題服裝

安麗營養食品

護照

歐元

台幣

照相機

電池

刮鬍刀

電鬍刀

指甲刀

禦寒衣物:

毛帽、圍巾、

防風防水厚外套

（峽灣用）



內搭衣褲

薄長袖

針織等春秋裝上衣

耐走防滑之便鞋

平底鞋

暖暖包

個人常用藥品

親友託購物品清單

雅芝彩妝品

保養品

雨具、陽傘

帽子、太陽眼鏡

筆、記事本、名片

雜誌

零食

※歐洲國家並不像亞洲國家習慣喝熱水，

因此船上熱水壺有限，建議自帶保溫瓶

可前往14樓自助餐廳裝取熱水。

※北歐一年240天下雨，雖然五月平均下雨

15天已是下雨最少的月份，但仍有50%

的下雨機率，建議仍要記得攜帶雨具。



遊輪特別注意事項

護照及重要證件請放隨身手提行李內，不

要放托運行李。

遊輪載客可達近3000位乘客，行李也會有

相當的件數同時運送。行李送抵房間的時

間有可能會稍晚些；建議不妨利用行李送

抵房間的空檔時間，先熟悉遊輪設施或是

艙房裡的設施如何使用等等。

在遊輪內皆無牙膏、牙刷、拖鞋、個人衛

生用品..等，敬請自備。

行李注意事項

基於乘客的安全，以下物品不得攜帶上遊

輪：尖銳物品、槍支武器、體育用品、工

具、武術防身用品、易爆物品、易燃物

品、化 學禁用物品、非法藥物等。

為了安全理由，我們也建議您的托運行李

內，不要置放任何貴重物品（如首飾）。

1.

2.

3.

4.

手提行李及托運行李

尖銳物品：所有的刀，不論刀片長度，包

括類似刀具物，如折疊刀，手杖，鋼



筆等等。(開箱刀/冰錐/切肉刀/刮鬍刀類

的刀片/美工刀/工具刀/無安全包裝的刮鬍

刀片/軍刀/劍/刀片長度超過4英寸的剪刀

或刮鬍刀)

注意：安全刮鬍刀及電動刮鬍刀允許攜帶 

槍支武器：所有槍支(包括步槍/獵槍/手槍

/左輪手槍等)，彈藥/BB槍/壓縮空氣槍

（包括彩彈槍/火炬槍/槍式打火機/槍/槍

支零部 件/彈丸槍/刺槍/發令槍/模擬槍）

體育用品：棒球棒/弓與箭/板球棒/曲棍球

棒/滑板 

工具：斧頭和錐子/電棍/錘/電鑽和鑽頭/

鋸/超過7英寸長的工具（扳手/鉗子/螺絲

刀等等） 

武術及防身物品：棍棒/指節銅環/鉛頭短

棍/鈦合金酷棍/胡椒噴霧/武術武器/警棍/

雙截棍/電擊槍/流星鏢（飛鏢）/手銬 

易爆物品：雷管/炸藥/煙花/手榴彈/塑膠

炸藥/炸彈組件/模擬炸藥/火藥槍

易燃物品：咖啡沖泡機/蠟燭/熨斗/電熱板

/香/加熱式茶杯/氣溶膠（個人化妝品除

外）/燃料（包括烹飪燃料和任何易燃



液體）/汽油/氣焊槍/打火機液/火炬點火器

（常見的打火機允許攜帶）/即擦火柴/信

號彈/易燃油漆/松節油和油漆稀釋劑/燃燒

彈/水煙袋和水煙管 

禁用化學品和其他危險物品：氯/漂白劑/

噴漆/催淚瓦斯/互感器/電接線板/溢漏電池

（輪椅電池被允許）/小的壓縮氣筒/滅火

器/其他壓縮氣體鋼瓶（空的潛水瓶允許

攜帶/醫用氣體瓶允許攜帶）/HAM無線電

船卡說明

登船時每位乘客完成登輪手續之後，會取

得此張船卡。此張船卡非常重要，在航行

時間形同身分證明，卡上會印有個人的姓

名。請勿隨意調整房間或是交換房卡入

住，避免影響到個人的權利。

此船卡有三個作用: 

① 航行身分證 

② 消費簽帳卡 

③ 房間鑰匙

請務必妥善保管並隨身攜帶。尤其下船前

更要確認是否攜帶；若無，下船或是返回

遊輪，會被禁止下船或拒絕登船。

2.

1.



登船需知

遊輪消費方式 ー No Cash Travel

出發前請記得列印托運行李條，並於登船

前掛在行李上。

行李中若有攜帶疑似危險的尖銳物品，也

有可能被船方留置；船方同時也會廣播或

是聯繫乘客確認。

登船當日，將舉行遊輪緊急救生演習，救

生演習是一項強制性的 演練項目，所有搭

乘遊輪的乘客，必須接受這訓練；當聽見

廣播救生演習的提示聲後，請查看您房卡

上的救生艇編號，遵照遊輪船員的指示，

前往相應的緊急集合點集合。演習過程

中，船員將向大家演示安全注意事項（舉

例如何穿戴救生衣）。

地中海遊輪珍愛號上之通用貨幣為歐元。

遊輪最好的服務之一，就是您在船上不需

要攜帶現金。所有的消費只需要您的簽

名，就會自動記帳到艙房賬單上。在下船

前您將會收到一份列有消費明細的賬單以

供核對。如在登船時已經提供您的信用卡

2.

3.

1.

2.

1.



資料，在核對消費金額無誤後，行程結束

當天即可直接下船，不需要至櫃台排隊辦

理退房。

登船時，您可於遊輪上綁定信用卡機器操

作辦理綁訂手續，用於應付航行期間在船

上的消費。這筆信用卡預先授權設定是於

30天內，若無任何消費紀錄，該筆預先授

權的額度即會自動解除。此手續完成之後

即可憑船卡在船上消費，通行無阻。

每次消費時您會收到一張收據，其費用會

直接記帳到您所指定使用的信用卡或現金

記錄中。(※建議行程中所有的收據和結帳

明細，保留至少三個月，以利後續查看。)

特別注意事項：船上不提供ATM提款機以

及換幣服務。

遊輪公司嚴格規定，非吸菸區及艙房內包

含艙房內的私人陽台嚴禁吸菸，一經發現

吸菸將被收取歐元350元之罰款，如欲吸

菸，請前往遊輪指定吸菸區(張貼有吸菸區

標誌)及賭場中明確劃分的吸菸區域。

3.

1.

4.

5.

艙房注意事項



艙房中都提供吹風機。衣物換洗與衣物乾

洗提供24小時服務，價格依服裝之不同而

異。為避免引起火災，艙房中不提供燙衣

設備。船上也不提供自助洗衣的服務。

遊輪上依法不販售酒類飲料給18歲以下的

乘客，並保留「限制或禁止乘客將外賣酒

帶上船飲用」的權利。

遊輪公司規定未滿21歲的乘客，禁止進入

遊輪賭場。

餐飲服務

遊輪上精選了世界美食、彙集各國佳廚，為

您提供最佳的美食饗宴，包含免費的三餐及

點心茶品，還有以實惠價格供應的付費精選

美饌餐廳等等。

免費餐廳

A. 主餐廳- 

   Golden Lobster (Deck 5 & Deck 6)

B. Yacht Club主餐廳- 

2.

2.

1.

1.

未成年相關規定

遊輪上自費/免費項目



  La Palmeraie Restaurant(Deck 15)

C. 自助餐廳- 

   Maya & Inca Buffet (Deck 14)

付費餐廳

D. 義式餐廳- 

   Eataly, Ristorante Italia (Deck 7)

E. 運動酒吧- 

   Sports & Bowling Diner (Deck 7)

F. 輕食點心- 

   Galaxy Restaurant (Deck 16)

備註：

船上的娛樂活動數不勝數，包括劇院晚間

娛樂表演、舞蹈教學、賓果遊戲、峽灣講

座、啤酒大賽、手工藝課程；部分活動需

收費。

a.以上餐廳及酒吧的開放時段每日可

能不同，具體時間請參考《每日快

訊》。

b.以上資訊僅作參考，以船上實際資

訊為準。

c. 客房服務需收取小費。

娛樂設施及各項服務



手機直接撥打，其費率視各家行動通訊

業者國際漫遊收費標準而有所不同，此

外，航行期間系統如轉為衛星電話時，

通話費用將比漫遊更高，撥打前請務必

審慎評估。

遊輪上網路流量不穩定, 有可能會導致流量

短時間內馬上就消耗完, 若要於船上購買網

路, 煩請自行斟酌。

手機按「＋」-->台灣國碼886-->區

碼(0不必撥)-->電話號碼

例如：撥打台北市內電話

+886-2-25155999

撥打台灣行動電話 

+886-932929052

遊輪上網路

方法1. 房間電話直接撥打 可在房間內透過

總機轉接撥打。

方法2. 手機直接撥打

撥打電話費率及撥打方式

※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8個月特別獎勵旅遊實施要則

直銷權若申請異動直銷權人，新登記之合夥

人須於審查海外旅遊資格前，已完成登記且

於登記後實際經營安麗事業滿12個月以上，

再經安麗公司審核其資格後，方得受邀出席

海外旅遊，以符合安麗公司邀請領導人出席

海外旅遊之目的與精神。

海外旅遊研討會之參加對象僅限安麗公司邀

請之直銷商領導人，非受邀對象不得參與所

有安麗公司所安排之任何活動及享用各項服

務。直銷商違反此規定邀請非屬參加對象參

與前述活動或服務者，安麗公司有權取消其

海外旅遊研討會出席資格，並追回已發生之

費用。

旅遊行程內容、交通、住宿、餐飲，由安麗

壹

貳

參



公司統一安排，直銷商無權自行變更，於行

程中需更改上述項目，安麗公司保留同意

權，因變更而發生之費用由直銷商自行負

擔。

機票

肆

安麗公司有權指定該次旅遊研討會所搭

乘的航空公司，並依據直銷商在安麗公

司電腦資料上登錄的住址所在地到出發

國際機場的方便性，安排搭乘之航班。

旅居海外領導人及選擇自理行程、自行

購買機票之直銷商，其機票自理費用之

補助，不得高於安麗公司所購買由台灣

出發到旅遊地之團體票價。若因個人因

素，無法取得前往海外旅遊地點的機

位，而導致無法如期參加海外旅遊研討

會時，安麗公司恕難接受任何形式之補

償要求。（自理行程僅限目的地為北美

地區，且安麗公司例外開放自理行程時

適用）

1.

2.



伍

旅遊期間各項餐飲實施方式

受邀直銷商若有特殊飲食習慣，安麗公

司在會前作餐飲調查之後將依直銷商所

簽署之餐飲習慣提供餐飲安排。

旅遊研討會期間每餐飲料視同經過安排

的菜單內容之一部分，無法提供直銷商

自由選擇。安排自助餐時，也僅以安排

的菜單內容所能提供之飲料為限。

根據安麗總公司「旅遊研討會實施辦

法」之規定，安麗公司所舉辦的旅遊研

討會中，早餐、午餐、及茶點一律不提

供含酒精成份之飲料；晚餐及正式宴會

時除軟性飲料外，亦將視情況適時提供

含酒精飲料。直銷商參與各項餐會時，

安麗公司不鼓勵過度飲用含酒精飲料，

直銷商如自行向服務生要求安麗公司所

提供飲料以外之飲料或酒類，費用將由

直銷商自行負擔。

1.

2.

3.



陸

旅遊費用實施說明

自出發當天開始到旅遊研討會結束返回

居住地為止，凡在旅遊研討會行程計劃

內之費用產生皆涵蓋在安麗公司招待計

劃內。此費用包括住宿、機票、餐飲、

參觀行程、經安排之各項活動、行李小

費、房間小費等。

安麗公司不負擔的個人費用包括：洗衣

費、房間電話費、飯店客房餐飲服務

費、個人醫療費、額外之個人餐飲費、

超過原定天數的住宿費以及為個人或特

別服務的小費或餐飲小費等，每天除了

所規定的餐飲場所外，所有酒吧或餐飲

帳單，均屬於個人費用的一部分，為了

方便，飯店會將這些雜費及個人費用的

帳目分開核計至領導人的信用卡帳戶。

在旅遊研討會結束，退房離開飯店之前

請先將此帳目結清，直銷商一旦未結清

費用而離開飯店，安麗公司將有權在直

銷商的業務獎金中代為扣除。

1.

2.



受邀直銷商於旅遊研討會期間，脫離安

麗公司安排之行程自行活動時所產生的

各項費用，皆屬個人費用的一部分。

直銷商若未依規定參加安麗公司所安排

的業務研討會，安麗公司將不支付所有

旅遊費用，並有權在直銷商的業務獎金

中扣除所有的旅遊費用。

在證照辦理方面，安麗公司考量護照為

個人在國外之身份證明，正如中華民國

身份證一般，故辦理護照之費用應由個

人負擔，此部分費用將轉移做安排其他

團體活動之費用。對於受邀直銷商抵達

舉辦地點的入境簽證、機場稅及機場行

李小費等各項費用則涵蓋在安麗公司招

待計劃之中。

3.

4.

5.

柒

海外旅遊研討會國內交通安排及

交通費補助方式



依區域補助。

凡受邀出席海外旅遊人員均可獲得

補助。

皇冠及皇冠大使直銷商領導人將安

排專車接送。

(1) 

(2) 

(3) 

自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境者：

集合、解散地：

海外旅遊研討會，將以安麗公司所安排

的班機出發之國際機場為集合、解散

地，安麗公司將不另行安排專車接送

機，各地直銷商將自行往返機場。

國內交通補助方式：

國內交通補助金，將以直銷權在安麗公

司所登記之地址為依據並以區域作劃

分，補助直銷商往、返國際機場之交通

費用。18個月特別獎勵旅遊補助辦法如

下：

補助原則：

1.

2.



縣市名稱

宜蘭

基隆 / 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 台中

彰化 / 南投

雲林 /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台東 / 外島地區

每人補助金額

NT$  800

NT$  600

NT$  200

NT$  500

NT$1,300

NT$1,600

NT$2,100

NT$2,600

NT$2,900

NT$3,000

NT$1,500

NT$4,000

南區領導人自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出境或
公司安排接駁機之替代交通鐵路車站
出發／返回者：



捌

其他

凡符合「18個月特別獎勵旅遊」參加資

格之直銷商，均應確實遵守安麗直銷商

營業守則及商德約法，經安麗公司審核

後，方邀請符合資格者參加。有關於受

邀資格以及行程安排，安麗公司保留定

期修正相關規定之權利。同時，業務研

討會在獎勵旅遊的行程安排上，被視為

最重要的部分。受邀的直銷商若因故無

法參加業務研討會，安麗公司將沒有義

務提供任何現金之折退。

安麗公司提供執行專才鑽石以上直銷商

領導人，頭等艙及套房的旅遊招待，但

當所搭乘的班機或住宿的酒店無法提供

足夠的頭等艙艙位及套房數量時，安麗

公司將以當時可安排之方式實施。

1.

2.

縣市名稱

高雄

台南、屏東

每人補助金額

NT$  200

NT$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