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選小美西８日 

(環球影城、17 哩黃金海岸、大峽谷國家公園、雙 OUTLETS、雙賭城) 

出發日.售價: 

01/04、01/28、02/04、02/25、03/04、03/25   39,888 元 

04/08、04/22   41,888 元 

行程特色  

《貼心好禮》 

✈✈✈飛向世界不斷線．打卡直播加熱線 

把握連線 NON STOP～限量送完只能 SAY SORRY！✈✈✈  

 

◎活動規定： 

1.本活動贈品採「每人乙份」為贈送計算基準。〈包團、JOIN、湊票、嬰兒；恕不適用贈送活動範圍〉 

2.贈品恕無法更換其他等值商品或折抵團費。 

3.於該報名團次完成支付訂金且該團次有成團者始得贈送，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4.本活動贈品隨當團領隊於行程中送出，詳情請洽詢業務人員。 

5.本活動如因故無法舉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延期、修改活動內容、更換獎項內容或暫停本活動進行等之相關

決定。 

 

 

 



 《景點掃描》 

 

特別安排☆【美國沃爾瑪超市購物！】 

☆☆☆自由逛街補貨，體會美式超市文化☆☆☆ 

 

☆【１７哩黃金海岸】 

沿著太平洋海岸，繞行蒙特利半島，見大海在峭壁之下，孤松在永不消散雲霧之上，山光水色恰似潑墨山水，有種如夢

似幻的迷濛美感。 

 

☆【好萊塢環球影城！哈利波特搶先玩！】 

歡迎來到哈利波特奇幻魔法世界，風靡全球的主題樂園，於 2016年 4月 7日在好萊塢環球影城隆重登場！千萬別錯過！ 

 

☆【大峽谷國家公園】 

成立於 1919年的大峽谷國家公園位於亞利桑那州北邊，占地約 1904平方英哩。大峽谷東西長 277哩，寬 18哩，深將近

1哩，並在 1979年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單。幾乎每個到大峽谷的旅客，都會被其壯闊的美景所震撼。 

 

  

☆【高貴不貴，瘋狂刷品】 

Outlets購物是許多人前往美國旅遊的主要動力之一，以平價的價格，享受購買名牌的樂趣，絕對不虛此行！ 

 

 



☆【洛杉磯市區觀光】 

中國戲院、星光大道、杜比劇院知名景點一次滿足！ 

 

 

☆【舊金山市區觀光趴趴走】 

舊金山是北加州與舊金山灣區的核心都市，有涼爽的氣候、綿延的丘陵地形、還有多元的建築，就讓我們走遍知名景點

一次滿足! 

 

 

 

～貼心安排市區特選經濟型連鎖品牌飯店～ 

【舊金山地區】 

◆ COURTYARD BY MARRIOTT 系列《或》◆ CROWNE PLAZA 系列《或》◆ MARRIOTT 系列《或》◆ DOUBLETREE系列  (或

同等級) 

 

【洛杉磯地區】 

◆ COURTYARD BY MARRIOTT 系列《或》◆ HOLIDAY INN 系列《或》◆ BEST WESTERN 系列《或》◆ LA QUINTA 系列《或》

◆ DOUBLETREE 系列《或》◆ RADISSON 系列 (或同等級) 

 

【特色餐食】 

《經典美式漢堡餐》IN N OUT BURGER創始於 1948年的加州，至今已成為美國顧客滿意度名列前茅的傳統美式速食店。 



 

 

※特別提醒※ 

國際民航組織（ICAO）自 2017年 7月 1日起實施旅客攜帶電子產品最新安全規定，若您的託運行李內含有鋰電池的可攜

式電子設備，如手錶、計算機、照相機、手機、手提電腦...（含醫療器材）等，請注意: 裝置必須完全關閉（不可在睡

眠或休眠模式），並且須確保該電子產品不會因為預期情形下啟動而造成損害，如有違反者，部分國家將可能處以罰款。 

按此連結國際民航組織(ICAO)    按此連結美國聯邦運輸署 Safe Travel  

  

《溫馨小提示》 

《小提示 1》： 

住宿飯店以說明會資料安排為確認優先，如遇連續假期.旺季(如農曆過年,節慶等等)或飯店滿房則以同等級飯店確認

之，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小提示 2》：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套裝行程，若旅客需求脫隊之要求，除遊樂園可退行程所載列之團體門票費用，其餘地區脫隊皆

無法退回任何費用，敬請見諒。 

《小提示 3》：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

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每日行程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 天 

台北  舊金山【藝術宮．金門大橋．金門公園．漁人碼頭．市政廰．雙子峰．九曲花

街】 

 

●【藝術宮】  

羅馬式的圓頂配上玫瑰紅的科林斯石柱，頂面上浮凸著一幅幅精細的浮雕，每個到來的

旅客都喜愛的舊金山名勝。 

 

●【金門大橋】  

https://news.boca.gov.tw/news/8011/
https://news.boca.gov.tw/news/8011/
https://phmsa.dot.gov/safetravel/batteries/


舊金山知名度最高的景點，舊金山的地標，在全美近 60 萬座的橋樑中，更是享有首屈

一指的聲譽。 

 

◆【金門公園】  

這座全美面積最廣闊的公園，與紐約的中央公園並立為美國東西岸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綠

地。 

 

●【漁人碼頭】  

富有義大利風味的海港，也是舊金山最充滿歡樂氣息的地方。 

 

●【市政廳】  

此乃模仿羅馬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所建，被公認是全美最美麗的公共建築物之一。 

 

●【雙子峰】  

欣賞整個舊金山市迷人的市景。 

 

●【九曲花街】  

電視電影拍攝最喜愛的場景，本是 27 度斜坡的直線雙向車道，後來才改成彎曲的街道，

成了風靡全球、最彎曲也最美麗的街道。 

餐 食：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旅 館：舊金山地區及周邊城市  COURTYARD 或 CROWNE PLAZA 或 

MARRIOTT  或同級 

第 2 天 

迷人海岸線～ 

舊金山─200KM─１７哩黃金海岸－美國沃爾瑪超市購物趣－卡梅爾小鎮─250KM─

佛雷斯諾 

 

●【１７哩黃金海岸】  

欣賞趴滿海豹與海鳥的鳥岩(BIRD ROCK)，頂級高爾夫球賽事舉辦地圓石灘(PEBBLE 

BEACH)以及當地最富盛名地標屹立於礁石上的孤柏(THE LONE CYPRESS)。  

 

●【美國沃爾瑪超市 WALMART】  

來到美國超市，琳瑯滿目的生鮮及雜貨，您可以自由逛街補貨，體會美式超市文化。 

註：購物停留時間約 1 小時，購物時間有限，敬請把握！  

 



●【卡梅爾小鎮】  

建鎮於二十世紀初期，歷史雖還不到百年，但是在美國西岸卻是眾所皆知，是一座人文

薈萃、藝術家聚集，充滿波西米亞風味的小城鎮。我國國畫大師張大千也曾慕名而來定

居，甚至取了一個很有禪意的名字「可以居」給位於卡梅爾的住處。 

餐 食：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中式自助餐 

旅 館：佛雷斯諾或維塞利亞  HOLIDAY INN 或 BEST WESTERN 或 PICCADILLY 

INN SHAW  或同級 

第 3 天 

買不停～逛不停～ 

佛雷斯諾─380KM─巴斯托【名牌大賣場 OUTLETS AT BARSTOW】─260KM─拉斯維

加斯 

 

◎【名牌大賣場 OUTLETS AT BARSTOW】  

各種美國名牌應有盡有，讓您暢快享受購物樂趣。 

註：OUTLET 購物停留時間約 1.5 小時，購物時間有限，敬請把握！  

 

滿足完購物慾之後，午餐特別安排品嚐加州最好吃、好萊塢明星也喜愛的 IN N OUT 

BURGER，這是美國本土的速食連鎖餐廳，此漢堡為最受當地人好評的平價漢堡，因為

從食材到處理過程都十分講就新鮮，店內無冷凍櫃，只有冰箱所有漢堡都現點現煎, 非

同於其他速食店早已準備好的牛肉加熱而已其薯條更是來自自己的馬鈴薯農場，現場切

割再炸到金黃色，絕非化凍後再炸的新鮮食材，搭上獨家秘方調醬，保證讓您回味！ 

註：若吃素或是不吃牛肉者，則可改享用生菜漢堡。  

 

註：建議您今晚可以自費參加最燦爛、最經典的「夜遊」，不論是金殿的「人造火山爆

發」，還是凱撒宮的「雕像秀」，我們都將帶領您飽覽無疑，還有賭城中最神秘的百樂

宮，其壯觀迷人的「芭蕾水舞」，令人盪氣迴腸；還有舊城的大型「天幕秀」，精彩刺

激，五彩繽紛的街景盡入眼簾，今晚我們將時空化為人工的奇景，讓您在有限的時間裡，

達到無限的歡樂與喜悅。  

景 點：名牌大賣場 OUTLETS AT BARSTOW 

餐 食：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經典美式漢堡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旅 館：拉斯維加斯  CIRCUS CIRCUS LAS VEGAS HOTEL AND CASINO 或 

STRATOSPHERE CASINO HOTEL & TOWER 或 PALACE STATION HOTEL & 



CASINO  或同級 

第 4 天 

~壯麗大峽谷，盡收眼底~今您可自費搭直昇機飽覽南峽風情!! 

拉斯維加斯─440KM－大峽谷國家公園─330KM─拉芙琳(水上賭城) 

 

◎【大峽谷國家公園－南峽】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由科羅拉多河流經並切割亞利桑那州，所形成 1476 英尺深

的溪谷景觀，大峽谷山石多為橘紅色，從谷底至頂部分佈各時期的岩層，層次清晰可見，

並且含有各地質年代的生物化石，彷彿是一處大自然的地理教室，1979 年被列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行列。大峽谷全區長度約 277 英哩，深度達 1 英里，形成的主因

是蜿蜒曲折的科羅拉多河向下切割，鏤刻出令人嘆為觀止的世界奇景！大峽谷兩岸都是

橘紅色的巨岩斷層，經過三億年的自然風化，地震，河流的衝擊和切割，大自然利用鬼

斧神工的創造力鐫刻得岩層嶙峋，夾著一條深不見底的巨谷，更顯的無比壯麗。神奇的

是，一天之內，隨著太陽光線的強弱，峽谷岩石色彩轉換不同顏色，時而深藍色、時而

棕灰色、時而又是赤橘色，不禁令人讚嘆大自然造物力量，真是太神奇了呀！ 

 

註：建議您今天可以自費參加大峽谷直昇機體驗，從直昇機由上往下俯瞰，您能更親近

大峽谷看到五彩斑斕的峽谷以及清晰的峽谷岩壁紋理，乘坐直升機更能深刻的體會到大

自然的奧妙，若您沒有乘坐過直升機，您更不能錯過高空一賞大峽谷的機會。  

餐 食：早餐／中式稀飯餐盒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賭場飯店西式自助餐 

旅 館：拉芙琳  EDGEWATER HOTEL CASINO RESORT LAUGHLIN 或 HARRAH`S 

LAUGHLIN 或 AQUARIUS CASINO RESORT  或同級 

第 5 天 

逛不停～買不停～ 

拉芙琳─330KM─棕櫚泉【名牌大賣場 CABAZON OUTLETS &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140KM─洛杉磯【美國健康食品店】 

◎【名牌大賣場 CABAZON OUTLETS &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各種美國名牌應有盡有，讓您暢快享受購物樂趣。 

註：OUTLET 購物停留時間約 3 小時，購物時間有限，敬請把握！  

 

◎【美國健康食品店】  

在這裡您可以自由選購各種美國保健食品，讓您吃的健康、吃的安心。 

註：購物停留時間約 1 小時，購物時間有限，敬請把握！ 



景 點：名牌大賣場 CABAZON OUTLETS 、名牌大賣場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餐 食：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旅 館：洛杉磯  COURTYARD 或 HOLIDAY INN 或 BEST WESTERN  或同級 

第 6 天 

大小朋友都愛的環球影城 

洛杉磯【環球影城製片廠《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國戲院．星光大道．杜比劇院】 

 

◎【環球影城製片廠《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環球影城已是洛杉磯目前最有趣也是最受歡迎的景點，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影製片廠

和電視攝影棚。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題園區將忠實於小說和電影，以 J.K 羅琳筆下的人物做為故事

與角色的藍本，在園區內完整呈現原著中的場景、人物。另外，景點中絕不容錯過的「霍

格華茲城堡」不僅代表哈利波特的魔法精神，更是哈利波特迷必到訪的景點之一。不僅

如此，園區內無論是靄靄白雪的屋頂到舖滿鵝卵石的街道都比照原著，原汁原味逼真呈

現，更能藉此一覽老英國的面貌。進入園區，穿過拱門，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矗立於園

區內的霍格華茲，古老的村落風采隨處可見；商人叫賣、列車站長迎接乘客上車，酒吧

裡飢腸轆轆的老主顧，此外還有令遊客歡呼，想要全部體驗的設施，其中包括園區內指

標性雲霄飛車遊樂設施「哈利波特禁忌之旅」以及奇幻家庭雲霄飛車「鷹馬的飛行」。 

此外還有變形金剛、神偷奶爸電影、辛普森家庭、神鬼傳奇、侏羅紀公園、水世界...等

等，此外園內並有許多穿著戲服的演員，還會趁您不注意時，從旁嚇您，總之好萊塢本

身就是一個神話，今天將帶給您驚奇連連。 

註：今日若不前往環球影城的貴賓，請務必於團體出發前 7 天告知，每人可退費

NT$2,000(門票)，若於出發後臨時決定不去，視同自動放棄，恕不退費！  

 

●【中國戲院】  

建立於 1927 年，是全球最受人矚目的電影院，也是觀光客來到洛杉磯絕對不能錯過的

景點；在中國戲院門前的水泥道上，還留著一百多個歷屆影壇巨星的手印腳印和親筆簽

名。 

 

●【星光大道】  

這條街因為有了好萊塢巨星的名字雋鑄於上，因而顯得星光耀眼，喜歡看電影的朋友不

妨好好逛逛。 

 

●【杜比劇院】  



造價九千萬元美金，擁有一千三百多個座位，是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永久會場。 

餐 食：早餐／旅館內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第 7 天 

洛杉磯  台北 

 

您可於回程的航機上享受殷勤的餐食服務與空中娛樂服務，航機越過國際換日線於次日

晚間抵達國門。 

餐 食：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旅 館：機上   

第 8 天 

台北 

 

航機於今日抵達台北，結束此次美西 10 日之旅，希望在您心裡留下愉快的回憶。 

備註  

1.所有旅遊內容、行程、班機、飯店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依據。 

2.售價已含兩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售價不含美國簽證。凡持有之台灣護照為 2008年 12月 29日當日或以後核發之生物辨識電子護照(晶片護照)並且具備

國民身分證（戶籍）號碼。可線上申請 ESTA。 

4.符合免簽証條件之旅客請於出發前 72小時，自行上網申請【旅行授權電子許可 ESTA】，並且直接於網上支付美金約$14

之相關手續費，手續費不包含在團費內。手續完成後，請將申請許可證明列印出來，並於出發時隨身攜帶，以便美國海

關查證。 

5.小費建議：此行程建議每人每天 10美金，給予司機、領隊、導遊等服務人員。床頭及行李小費也不包含。 

6.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關需求

（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7.團體房皆以雙人房為主，每房入住人數為 2人，請配合以二人一室為分房。單數(單人)報名者若不指定單間，本公司

將安排同性旅客或導遊同房。旅客若仍需三人同房，本公司將以雙人房方式安排，並不退任何費用。 (美加地區因消防

法規定，大多數房型依法不得加床)。 

8.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人以上(含)，最多為  48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派持有合格領隊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 



9.精心安排 56人座大型巴士，讓您的旅程舒適又安全。(若 20人(含)以下則派 25-32人座巴士) 

10.提醒您：美加地區現行法規規定室內全面禁煙。入住飯店時，請勿在飯店房間內或室內場所吸煙，美加法規對室內吸

煙的罰款嚴重。 

各家飯店對房間內(室內)吸煙者之罰金規定不同，最低金額 200美金(加幣)起。請旅客特別注意。 

11.本行程於洛杉磯安排健康食品店參觀。 

12.行程間距離與拉車時間是依平均操作時間而估算，實際距離與時間仍需視當日路況、車流量、天候等因素而有所增減。 

13.美國地區參考溫度(平均參考溫度，以實際氣溫為主)： 

  

航班參考  

日期 
星

期 

航空公

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

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01/14 日 
長榮航

空 
BR008   

桃園國際機

場  
11:30  舊金山 

2018/01/14 

06:30  

2018/01/19 五 
長榮航

空 
BR011   洛杉機  23:05  

桃園國際機

場 

2018/01/21 

05:40  

  

自費活動參考  

A：危險 B：一些危險 C：安全 

城市 節目名稱 簡介 費用 備註 
危

險 

https://www.liontravel.com/webpd/webpdsh00.aspx?sProd=18AB114BRH#top


拉斯維

加斯-內

華達州 

拉斯維加斯

夜遊(Night 

Tour) 

欣賞拉斯維加斯迷人的夜

景，包括凱薩宮雕像秀及人

造天空、Mirage 火山爆發、

Bellagio 水舞、舊城的天幕

秀...等。 

美金   

大人 $35.00 

小孩 $35.00 

費用包含：車資、導

遊、拉斯維加斯 3 小

時夜間觀光  

C 

拉斯維

加斯-內

華達州 

V 秀 (V 

Show) 

V 代表 Variety(綜合的意

思)，有空中打鼓、魔術、

特技、雜耍、搞笑、變身、

脫口...等各種表演，所有演

出者以他們最拿手的絕

技，讓您享受 70 分鐘的高

潮。 

美金   

大人 $80.00 

小孩 $80.00 

＊自費不含車資  C 

拉斯維

加斯-內

華達州 

KA 秀 

此秀為太陽馬戲團 Cirque 

du Soleil 於 MGM Grand 

表演，它是用世界雜技的形

式來演繹一皇室雙包胎的

冒險旅程及他們履行自己

命運的真實故事。突破性的

演出令人嘆為觀止。(時間

約 1 小時 45 分鐘) 

美

金 $200.00 

＊此秀一票難求，需

提早向領隊訂位(5

歲以下不能觀賞) 

7:00/9:30 兩場 

Tue-Sat 

＊自費不含車資  

C 

拉斯維

加斯-內

華達州 

Ｏ秀 

此秀為水中表演，又稱「水

秀」，為加拿大與法國馬戲

團聯合演出，於 150 萬加崙

的水所建舞台作水中表

演，而且舞台佈景快速變

換，令人嘆為觀止。(時間

約 1 小時 45 分鐘) 

美金   

大

人 $220.00 

小

孩 $220.00 

＊此秀一票難求，需

提早向領隊訂位(5

歲以下不能觀賞) 

＊自費不含車資  

C 

大峽谷-

亞利桑

那州 

南峽谷「直

升機」體驗

之旅 

體驗從高空下俯瞰大峽谷 

美金   

大

人 $229.00 

小

孩 $229.00 

若因時間或氣候或

預訂已滿狀況等因

素，而無法自費搭乘

時，敬請見諒！）   

B 

  

簽證  

◆◆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 ESTA）資料 ◆◆ 

 



脫隊規定  

一.脫隊 

   1.長榮美國．加拿大線團體均【不能脫隊】一律【團去團回】。 

   2.加價升等菁英艙(ED艙) & 商務艙規定： 

    A.適用日期 2017/03/01-2018/08/18 。 

    B.加價升等菁英艙(T艙) 限單程: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溫哥華.多倫多.芝加哥.紐約.休士頓一律加 10,000  。 

    C.來回升等 ED艙或單程商務艙或來回商務艙一律補到 FIT票價,票差報價請洽線控。 

二.其他特別規定 

   1.寒假旺季期間:2017/1/27-1/28 & 2018'2/14~2/17 P.P.階段出發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票後，不得更改行程.姓名及辦

理退票。 

   2.暑假旺季期間 2017/6/30-7/9 & 2018'6/29~7/7 P.P.階段 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票後，不得更改行程.姓名及辦理退

票。 

   3.BR皆無小孩票價。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 1)請於班機起飛前三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 2)領隊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後將護照發還給團員。 

( 3)團員領取護照後請一一檢查護照套內之各種簽證是否齊全，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 

( 4)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 5)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 6)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 7)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

迅速離開。 

( 8)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 9)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 

(10)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11)海邊戲水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12)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身體狀況不佳者請勿參加。 

(13)搭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14)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15)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6)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7)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8)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19)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20)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21)錢幣：台灣出境 (A)台幣:現金不超過 100,000元 

                   (B)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入境美國 (A)台幣、外幣、旅支、匯票等，總值不得超過美金 10.000元，超過者需申報。 



          入境加拿大(A)台幣、外幣、旅支、匯票等，總值不得超過加幣 10.000元，超過者需申報。 

(22)政府規定自 87.10.01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萬至 5萬元罰款。 

(23)民航局配合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要求，自 2009年 2月 20日起，將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備用鋰電池納入規範，備用鋰電

池僅能放在手提行李中，且必須符合一百瓦小時以下的規格限制。惡意違規者，最多可依民航法處以兩萬元到十萬元罰

款。 

 

★保險★ 

感謝您的支持與愛護，參加本公司所承辦的旅行團。本公司遵照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每位旅客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

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五百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五十萬元 (實支實付)】(註：旅客未滿 15歲或 70歲以上，依

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二百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二十萬元 (實支實付))；以及綜合旅行社的一億七百萬

元履約保證，希望您能安心的出門旅遊。另外，依「國外旅遊契約」中規定，本公司有告知旅客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之義務。因此，為了確保您的權益及避免出國旅遊可能產生的風險，特別提醒及建議您，可視需要購買旅遊平安保險及

旅遊不便險。 

小費  

在美加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

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

如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1.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建議每人每天美金１０元。 

  * 七天團美金  70 元 (含司機/領隊/導遊) 

  * 八天團美金  80 元 (含司機/領隊/導遊) 

2.房間清潔費：每房每天美金１元，請置於枕頭上。 

3.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美金１～２元。（依照地區不同不等，請依照領隊建議給予） 

4.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服務費之多寡。。 

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美加 

 台灣國際冠碼＋美加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002 ＋1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人在美加，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美加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台北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011＋ 886 ＋ 2 ＋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美加，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美加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 0以後的號碼 

 011＋ 886 ＋ 932.......(0932....不撥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