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南部 22日遊(2020年)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達拉斯(Dallas) 
 今日搭機出發，洲際長途飛行前往達拉斯。 

達拉斯: 
 
 
 
 

美國本土面積最大的德克薩斯州第三大城市，和周邊城鎮共組成僅次紐約、洛杉磯、

芝加哥的美國第四大都會區(Metroplex)，兩個世紀以來是美國主要的石油和棉花

產業中心，蓬勃發展的經濟支柱現有：電子科技、電信、金融業、能源，醫療保健和

醫學研究、航空運輸和物流...，三百多萬非農業就業的職位成為全美國第四大就業 

中心。西元 1963年 11月 22日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FK)乘坐敞篷車經過★迪利廣場

(Dealey Plaza)邊 Elm 街時，在被狙擊手從★第六樓博物館(The 6th Floor Museum)

槍擊身亡。西元 1978 年美國廣播公司(ABC)推出描寫德州豪門家族電視連續劇

《朱門恩怨》，一上映就造成舉世爭睹的轟動收視率，劇情背景和英文片名皆是

達拉斯(Dallas)。全球載客量、客運總里程和機隊最大的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

總部在達拉斯，市中心※勝利公園(Victory park)附近設立的美國航空中心(AAC)是

一座多功能體育場、競技場也用於演唱會等現場表演。 

第 2 天 達拉斯奧斯汀(Austin) 
達拉斯: 

 
達拉斯藝術區(Dallas Arts District)：★達拉斯美術館、★溫斯比歌劇院(Winspear Opera )、

★邁耶森交響樂中心(Myerson Symphony Center)、★Wyly 劇院、★達拉斯劇院中心 

、AT&T表演藝術中心(AT&T Performing Arts Center)、美國 7-Eleven 便利商店業務總部的

24 層高綜合商業摩天大樓★一號藝術廣場(One Arts Plaza)、向上闊展的★市政廳…。 

總部在市中心※文藝復興大廈美國專售奢侈品的※內曼·馬庫斯(Neiman-Marcus)

百貨公司。 

奧斯汀: 

 
德州首府、德州人口第四多城市，面積僅次亞利桑那州鳳凰城之美國第二大州首府。

為紀念加入美國聯邦前的德克薩斯共和國首任國務卿「德州之父」Stephen F. Austin命名。

市區的德州大學(UT)有五萬多名學生，是眾多高科技企業所在的高科技城，因接臨

德州丘陵地形起點，故有「矽丘」之稱，與西部傳統電子重鎮「矽谷」相呼應。 

第 3 天 奧斯汀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 
奧斯汀: 

 

 

◎德州議會大廈：高 94 公尺(比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大廈超過 4 公尺高)坐落

市中心於西元 1888 年以石灰岩和黃褐色花崗岩建成，是德州州議會和州長辦公室

所在地點，宏偉的新文藝復興式建築，西元 1986 年成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 

★詹森總統紀念館：位在★德州大學校區，德州出身的詹森總統在甘迺迪被刺殺後， 

  自副總統繼任並競選第 37 任總統成功，共任職 6 年(西元 1963 年到 1969 年)，

在美國歷史上僅有其他 3 人和他一樣曾當過總統、副總統、參議員、眾議員。 

聖安東尼奧: 

 

 

德州第二大城市(美國人口第七多)，3 成市民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約 6 成是西班牙

血統。因西元 1691 年 6 月 13 日西班牙探險者到達時恰是葡萄牙聖徒聖安東尼的

聖日(feast day)而得名。豐富的歷史陳跡和古建築物每年吸引兩千多萬遊客。美國

「財富」(Fortune)雜誌每年以公司營業額評選的全世界最大 500 家企業(Global 500)

排行榜這裡就有 6 家，美國的有線電話與行動電話最大的服務商 AT&T(美國電報

電話公司)總部於西元 1992 在此設立，16 年後才遷到達拉斯 AT&T 一號廣場。 



第 4 天 聖安東尼奧 
聖安東尼奧: 

 
 

★聖安東尼奧佈道區(San Antonio Missions)：國家歷史公園有四座 17 至 19 世紀建的

修道院、教堂遺跡，分布德州南部聖東尼奧河谷，加上市中心阿拉莫(The Alamo)

古戰役遺址共五處建築結構和南邊 37 公里處牧場，一併於西元 2015 年 7 月 5 日

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美國第 23 個世界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list)。佈道區

遺址包括 18 世紀聖方濟傳教士為佈道而開拓之駐點建築群考古結構、農田，住宅、

教堂、穀倉、給水系統。教堂裝飾元素兼具天主教特徵以及當地自然設計風格影響。 

   ◎阿拉莫：美墨戰爭時期德州獨立戰最關鍵一役發生地，原是西班牙傳教士在 

 西元 1724 年所建之修道院。西元 1836 年德州二百兵力抵抗 13 天後被墨西哥

總督派出鎮壓的三千官兵殲滅，45 天後德州軍再戰在戰場大喊「勿忘阿拉莫!」

短短 18 分鐘擊潰墨西哥軍隊，德州因此獨立！十年後加入聯邦成為美國第 28 州。 

★市中心河濱步道(River Walk)：市中心街道平面下蜿蜒 4 公里之最著名景點！ 

沿馬蹄形彎蜒又緩慢流動的聖安東尼奧河畔、拱橋漫遊，如步入青翠長廊欣賞

小橋流水的旖旎景色。河岸兩旁密布高檔餐廳、咖啡館、酒吧、精美小商店…。 

★美洲之塔 Tower of the Americas:西元 1968年為世界博覽會(HemisFair '68)所建，矗立  

 市中心 Hemisfair公園的 230公尺高瞭望塔，是排在多倫多 CN Tower、芝加哥 

 Willis Tower、拉斯維加斯 Stratosphere 之後的世界第四高塔。若時間和體力許可， 

 爬 952 步的階梯可登上主結構塔頂旋轉之餐廳鳥瞰全市景觀。 

★西裔墨西哥文化市集廣場(Historic Market Square)：市中心三個街廓組成的戶外廣場，

自十九世紀開始的農產品賣場，現在是全美國最大的墨西哥傳統式市場。 

農民從前到廣場的露天建築物內，直接從卡車上出售農產品，西元 1975 年拆除

改建成有空調的新室內大商場(Municipal Truck Market)，當地人稱為『農夫市場』

(Farmer's Market)。有各式各樣店舖、餐館，包括數十個特殊商品專賣店和墨西哥

餐廳、海鮮攤、特色小吃和食品點心…，許多節慶、宗教活動亦在廣場上舉辦。 

德州第一座★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arion Koogler McNay Art Museum)：高水準評價的

世界級美術館，是西班牙地中海風格的莊園，優美的庭院景觀成為拍攝婚紗照勝地。

24 間展覽室收藏十九和二十世紀歐洲與美洲的印象派名畫，包括：塞尚、馬內、

雷諾瓦、莫內、梵谷、高更、畢卡索、羅丹…許多大師的作品。 

◎聖馬科斯購物大賣場(San Macros Premium Outlet)：名牌商品折扣中心 Premium Outlet和

Tanger Factory Outlet Center廠商直銷館，組成三萬坪(350家商店)的巨型購物商場，

是德州最大，幾乎所有知名品牌都有，早已成為德州最吸引遊客到訪景點之一。

旺季時消費者入場人數可達當地鎮上人口的三倍以上！ 

第 5 天 休士頓(Houston) 
休斯頓: 德州人口最多的城市(美國人口第四多)、船運貨物噸數第一的美國對外貿易港口

和美國南部最大的城市，連結周邊城鎮組成美國第五大人口大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西元 1837 年建市到 1839 年之間是德克薩斯共和國首都，為紀念領軍擊敗

墨西哥並當過德克薩斯共和國首任總統的山姆·休士頓將軍而命名。墨西哥灣岸

邊優良港口的地位和四通八達的鐵路運輸系統，加上西元 1901 年石油大發現，

城市人口就持續激增。二十世紀中更成為德州醫療中心(※Texas Medical Center)。 

全世界最大 500 家企業(Global 500)在休士頓設立總部的數量僅次於紐約。 



第 6 天 休士頓(Houston) 
休士頓: 

 
市中心(Downtown Houston)：★阿倫上岸(Allen's Landing)公園是休士頓起源地，
現為休士頓市中心大學的校園。德克薩斯共和國剛自墨西哥獨立後，來自紐約的
阿倫兩兄弟(房地產開發商)在水牛河口(Buffalo Bayou)的南岸購下接白橡木河口
(Whiteoak Bayou)處的 27 平方公里土地定居開發。原址將近二百年後變成繁華熱鬧、
摩天大樓林立的市中心，原名Texas Commerce Tower★摩根大通大廈(The JP Morgan Chase Tower) 

75 層 305 公尺高是德州最高的建築、世界最高之五邊形大樓。 

★中央市場(Central Market)：德州HEB公司旗下美食暨日常生活用品超市連鎖店，
專營高品質、具特色的美味食物並提供餐飲服務，被評為「優異的特色食品零售商」。 

◎喬治牧場歷史公園(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德州牛仔(cowboy)風采舉世聞名，
是到德州值得一看的文化風情！牧場佔地八千多公頃，西元 1830 年起由家族事業
經營了 140 年，直到 40 多年前改由公益團體管理，牧場保留將近二百年歷史的
建築外觀，讓人親睹過往興盛的畜牧業。為展示牛仔文化，牧場每日表演牛仔
秀節目，工作人員穿著 19 世紀服裝現場表演趕牛、套牛等技術，牛仔們會發揮
合作精神把小牛圈套再合力撂倒。這地方也是休士頓各學校校外教學必訪之處。 

第 7 天 休士頓(Houston) 
航太中心: 

 

西元 1961 年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在距離休士頓 30 公里外，選擇氣候
與地理位置良好的明湖(Clearlake)設立航太任務控制中心(NASA's Mission Control Center ) 

結合航空、太空研究以及太空人訓練場所，成立約兩百萬坪面積大的◎林頓·詹森
太空中心(Lyndon B. Johnson Space Center)。在這無一山丘阻隔的遼闊平原，每年
幾乎超過三百個晴天，濕度很適合無線電波傳送，對於繞行地球一日數圈的太空船
或太空站可保持最長連繫時間，是太空任務控制中心的最佳地點。西元 1969 年
7 月 21 日人類從月球傳回到地球的第一句話就是「休士頓」，許多電影情節只要
與太空探索或登陸月球相關之場景，就幾乎都會看見休士頓。全區有一萬四千名
航空、太空科學家及工作人員從事太空科學相關之研究，太空人亦到此接受訓練。
在遊客中心可觀賞登陸月球總指揮的控制中心、太空人訓練中心，戶外的太空梭、
火箭都是展示真實使用過之載具，亦可親手觸摸太空人從月球採回到地球的岩石，
並有互動展示太空任務、太空生活、太空衣的各項結構…可完整瞭解太空科技的
發展歷史及滿足對外太空的好奇心，既充實又有趣。 

◆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生於 1930 年 8 月 5 日卒於 2012 年 8 月 25 日) 

執行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的阿波羅 11 號任務，西元 1969 年世界標準時間(UTC) 

7 月 20 日 20 點 17 分 39 秒成功降落月球後，他對休士頓指揮中心和整個世界所說的第一句話

是:「休士頓,這裡是靜海基地，『小鷹號』成功著陸」(The Eagle has landed)次日凌晨 2 點 56 分

阿姆斯壯的左腳踏上了月球陸地並說道：「這是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第 8 天 紐奧良(New Orleans) 
紐奧良: 路易斯安納州南端的該州最大城市，是美國主要港口城市之一。古典法式建築數目

眾多又以美食、節日慶典(狂歡節最顯著)和豐富的多元音樂形式（爵士樂的誕生地）而
舉世聞名，常被稱為「美國最獨特的城市」。城市名起源於西元 1715 年至 1723 年為
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殖民統治，帶來歐洲文化強烈影響之攝政王奧爾良公爵(Duke of Orleans)。
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法國人利用這一重要港口走私數目龐大的軍火和補給，終於在
西元1779年成功地抵禦了英國軍隊對紐奧良的進攻。整個城市因位在美國密西西比河
下游出口的地勢低窪處，西元 2005 年慘遭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肆孽後
成為重災區，經過十多年用心戮力整建，到如今已漸恢復往日原有的光彩。 



紐奧良: 

 

★老法國區(Vieux Carré)：融合法國、美國和一點西班牙風味的古城區最足以代表
紐奧良！漫步最多遊客流連忘返的老街區，隨處可見街頭藝人演奏爵士樂。法國區
(French Quarter)以紀念美國第七任總統，在紐奧良率領居民對抗英國之傑克森將軍，
中間豎立他騎馬英姿的★傑克森廣場(Jackson Square)為中心，廣場前方是最早建於
西元 1718 年，美國歷史最久的天主教大教堂★聖路易大教堂(Saint Louis Cathedral)，
教堂面對密西西比河，是美國為數極少面對主要公共廣場之羅馬天主教教堂。
廣場四周圍密集各種別具特色的骨董店、酒吧、餐廳、咖啡廳、跳蚤市場….。 

其中最有名的★「世界咖啡屋」(Café Du Monde)創始於 1862 年，24 小時營業幾乎
全年無休，排隊人潮始終絡繹不絕！供應的是一半咖啡一半熱牛奶沖調出來的
「歐蕾咖啡」(Café au Lait)深度烘培(Dark-roasted)咖啡配上烘培磨碎的菊苣(Chicory)

柔化深度烘培咖啡的苦味，使得咖啡帶類似巧克力口味。 

紐奧良舉辦過二次世界博覽會(World Expo)，★河濱步道市場(Riverwalk Marketplace)

是西元 1984 年世界博覽會時(第一次舉辦是西元 1884 年)沿密西西比河岸設立八百
公尺長之商店街，是悠閒漫步、逛街購物、餐飲的絕佳去處，可觀賞跨越密西西比
河之全世界第 5長的懸臂橋(Cantilever bridge):★新月市大橋(Crescent City Connection)。 

第 9 天 紐奧良(New Orleans) 乘船遊密西西比河 
紐奧良: 

 

 

密西西比(Mississippi)河：北美洲最長的河流(3,767 公里)，流域面積約三百萬平方
公里是北美洲的最大水系，發源自加拿大邊境的明尼蘇達州西北部，最長支流是
密蘇里河，流經美國中央大平原 9 個州後到達路易斯安那州南端，才注入墨西哥灣
(Gulf of Mexico)在紐奧良周邊形成廣大的三角洲。如自密蘇里河源頭計算起則全長
6,021 公里，成為排在尼羅河、亞馬遜河、長江之後的世界第 4 長河流，其集水
範圍可作為美國中西部的分界。 

美國幽默大師和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in)曾擔任過蒸汽船的船長，將蒸汽動力
船航行密西西比河融入他筆下的著名小說「湯姆歷險記」(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和續集「頑童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書中情節驕傲地展示了這一段歷史。 

 搭乘古典的◎蒸汽船巡航密西西比河，聽那愉悅的汽笛響聲，瀏覽繁忙喧囂的港口、 

形形色色水天相連的景觀、古戰場遺址、岸邊殘存之歷史演進過程文物…..。 

第 10 天 伯明罕(Birmingham) 
伯明罕: 

 
阿拉巴馬州最大城市，約占全州總人口四分之一。建城於西元 1871 年，當時居民是
以英格蘭裔為主，為建設成一大工業城市而取名英國主要工業城市伯明罕。早期
建設主要注重工業和鐵路運輸中心，又為了與中西部和東北部的城市競爭，被制定成
一個生活成本低、無工會組織、阿拉巴馬州農村的黑人能夠被鋼廠低薪僱傭之城市。
如今伯明罕與亞特蘭大、邁阿密和紐奧良一起都是美國東南部重要的工商業中心。 

 ★火神雕像(The Vulcan statue)：全世界最大的鑄鐵雕像，是伯明翰市象徵，呈現
這城市和鋼鐵工業之淵源。17 公尺高的雕像描繪羅馬神話中的火與鑄鐵之神。
這座雕像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雕像也是全美國最高的鑄鐵雕像。 

★民權奮鬥紀念區(The Civil Rights District)美國黑人爭取平權的過程，深具歷史
意義之紀念場所包括：第 16 街浸禮會教堂(The historic 16th St. Baptist Church)、
凱利英格拉姆(Kelly Ingram)公園、第四大街商務區(4th. Ave. Business District)、
卡弗劇院爵士樂名人廳(The Alabama Jazz Hall of Fame located in the Carver Theatre)…。 

第 11 天 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 

 

 

★石頭山(Stone Mountain)：展現美國南方人驕傲的歷史古蹟，並自山頂上俯瞰周遭

天然奇景。南北戰爭的陣亡將士女眷後裔(United Daughters of Confederacy)集資出力，

在將近四千坪大之花崗石(Granite)峭壁上耗費幾十年，雕刻出一百二十多公尺高，

面積比足球場還大的巨石雕塑，以紀念南北戰爭時南方「邦聯」的三將領。 



第 12 天 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 喬治亞州(Georgia)首府，美國陸路及航空樞紐(機場載運量全世界最大)，達美航空

(Delta Air:客運量和機隊規模全球數一數二 )、美國最大電信公司AT&T、★可口可樂

(Coca Cola)全球總部、美國有線電視網★CNN 總部、...皆設於市內或其周邊地區。 

第 13~16 天加勒比海遊輪 
加勒比海 

遊弋： 

 

盡情享受豪華遊輪設施：戲水樂園、游泳池、健身房、迷你高爾夫球場、賭場、

俱樂部、舞廳、咖啡廳、鋼琴酒吧、美容護膚沙龍、免稅商店......，或觀賞華麗

歌舞秀、參加西洋卡拉 OK 歡唱......，或豔陽天到頂層甲板與猛男帥哥或比基尼

美女一起躺臥折疊椅享受日光浴，或夕陽西下時遠眺海平面絢爛的落日餘暉.....。

船上全天候免費無限量供應各式美食、點心、蘇打飲料.....(但酒類、罐裝飲料、

雞尾酒….等額外點之飲品須另付費)。航程造訪大西洋上王公貴族、國際知名影

星之渡假樂園登陸加勒比海上星羅布棋的夢幻島鏈。倘佯終年豔陽高照的人間

樂園、沉浸清澈無比海洋沙灘！ 

第 17 天 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十六世紀中葉西班牙帝國在佛羅里達州東北部建造的輝煌歷史遺跡、獨具特色的

全美國最古老城市。旖旎海岸與全年溫和舒適的氣候，天天吸引無數遊客在歷史

街區漫步鋪鵝卵石的古樸街道，探索濃郁歐洲風味的咖啡館、酒吧、特色商店和

顯著地標如：★聖馬科斯城堡(Castillo de San Marcos)是古城在十七世紀耗時 23 年

建成的防禦外牆，歷經三百多年的敵火砲擊和狂風暴雨衝擊，迄今屹立不搖。 

第 18 天 甘迺迪航太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 
 
 

成立於西元 1962 年，是 NASA 的太空飛行器測試和發射之主要場所，也是舉世

最繁忙火箭發射場。◎遊客中心(Visitor Complex)展出各時期發射之火箭、太空艇輔

以影片詳盡介紹，並以巴士載遊客到幾處製造、發射場予以重點解說。也可免費

坐進摹擬火箭駕駛艙，體驗太空人自地面朝外太空發射之瞬間震撼！ 

第 19 天 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Epcot 未來世界創意暨世界展示 
迪士尼世界: 全世界最大遊樂區與渡假村，包含最為主要的 4 個主題樂園(1.「奇幻王國」Magic 

Kingdom，西元 1971 年開幕；2.「Epcot 未來創意暨世界展示」，西元 1982 年

創立；3.「好萊塢電影城」Hollywood Studios，西元 1989 年開幕；4.「動物王國」

Magic Kingdom，建於西元 1998 年)和兩個水上樂園 (暴風雪灘：Blizzard Beach、

颱風湖：Typhoon Lagoon)還有迪士尼市中心(Downtown Disney)與購物大街(Board 

Walk)的許多商店、餐廳、旅館...。另外亦有高爾夫球場及各式運動場，總佔地達

124 平方公里幾乎是一半台北市面積，每年總計吸引五千多萬人次到訪。 
Epcot 
艾普科特 

中心 

 

 

◎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明日的理想社區之實驗雛型 

 全美國入場人數第三多的票房季軍(一年約一千一百萬人次，居世界排行第六)。 

 華德迪士尼(Walter Disney)為了向全世界展示創造力和想像力，而規劃的一個烏

托邦城市之未來願景。園區中間以湖分隔成二大區域： 

未來世界(Future World)：有最刺激的遊樂設施(如：摹擬火箭發射並駕駛太空艙 

 進抵火星之逼真設施，造價逾一億美金！)、娛樂設備及表演活動......均著重科技

發展和對未來世界的創意與想像。 

世界展示櫥窗(World Showcase)：美國、加拿大、挪威、法國、英國、義大利、 

 德國、摩洛哥、中國、墨西哥、日本共有 11 個國家，各別建館並派駐人員所推展

的介紹、行銷、玩樂與營業。 



第 20 天 奧蘭多(Orlando)(全日自由活動) 

奧蘭多: 

 
原是佛州中部柑橘種植的這一區域，西元 1971 年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到此

創立後立即麻雀變鳳凰，各式主題樂園不斷接續創設與建立，目不暇給的娛樂設施

適健行、水上活動、蜜月、購物、家庭旅行...是全球最昌盛的遊樂暨休閒城市。 

 今日自由活動：可自行遊玩迪士尼世界的其他各大小主題樂園，或迪士尼世界以外 

知名的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海洋世界(Sea World)、布查德花園(Butchart Gardens)... 

五花八門的精彩娛樂活動。或到大購物商場、Outlet...採購物美價廉的名牌商品。 

第 21 天 奧蘭多台北 
搭機揮別佛羅里達州，橫越美洲大陸再轉機後跨過太平洋國際換日線。 

第 22 天 台北 自地球另一端飛抵台北，結束充實又難忘的北美洲南部 22 日旅程。 

＊住宿 Motel (Days Inn, Super8, Travelodge, Knights Inn,...)或經濟型旅館(兩人一室附衛浴) 

＊全程不含午餐 (自由活動當日不供餐)。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 

還），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 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

同等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

變動之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 

調查表之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若享有 

特惠價格或減抵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 

航空公司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 

單人房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旅客若有任何不要入內參觀之項目，請於出國前告知本公司！為免除領隊帶團之 

困擾（如：入內參觀前後另需核對預算、或另需核算扣除團體購票與個人退款差額、

或 voucher 不得更改、或訂妥人數即不得變更之限制…。） 

旅客出國後任何自行放棄之項目及餐食本公司將一律不退費！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TEL: (02)2740-6958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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