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島愛未眠～遊艇巡航追海豚、水陸鴨子船、THE BEACH 晚餐秀、自選酒店四日(含稅) 

行程特色 

您有多久沒有渡假了？3.5 小時直飛關島、免簽證、兩人成行，說走就走！ 

關島是美國最西邊的屬地，也是美國一天的開始，來到這個位於西太平洋的熱帶島嶼，可以在波濤 

拍岸聲中，擁著群星入眠，慵慵懶懶地享受每一天。除了充滿悠閒的氣息之外，關島可是 24 小時的 

遊樂園，驚喜不斷！從當地的查莫洛文化、水上活動、精品購物、刺激的戶外活動以及紓解壓力的 

SPA 療程，還有五花八門的夜生活，都讓人大呼過癮！ 

本行程系以《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安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 

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當地以合車模式操作。於機場內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 

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 

註 1：若您的旅遊需求是全程有領隊隨團服務，請勿報名此種團型，請另擇適合之團體旅遊參加。 

註 2：本團型於當地進行觀光行程時，可能會有與其他旅客合車進行之事實，在此，特別說明  

【行程景點】 

★遊艇巡航：海豚追蹤之旅。 

 
註：遊艇巡航共有三艘船輪流使用：美人魚號 Si Sirena、關島公主號 Princess Guam、關島海洋號 Ocean Guam，無法指定船隻，由

船家安排，最多可乘坐約 45 人。 

★關島水陸鴨子船：關島第一艘水陸兩用車，車身外觀為黃色船型，沒有窗戶的開放式車廂，車上 

會有導覽員(兼司機)帶領您進行關島觀光，陸地行駛欣賞沿途風光，至南部港口下水遊船(原本陸 

地上行走的車輛化身為船隻)，全部行程時間約 90 分鐘，車上有撥放各國語言(包含中文)的導覽器。 

★關島海底世界水族館，Under Water World 是世界上最長的水族館，內有一座長達 97 公尺的隧 

道水族箱，您可以看到超過 2000 種海洋動物！水族館的佈景設計更仿造密克羅尼西亞海域生態建 

造，最經典的沉船與飛機殘骸(模擬)也出現在其中。 

 
★The Beach 燒烤自助餐+波里尼西亞查莫洛文化舞蹈秀：The Beach 坐擁美景、設計新穎，集結 

酒吧、燒烤、晚餐秀，是現在關島最大型的海灘酒吧，因此受到許多觀光客的喜愛。 

 
★戀人岬(含瞭望台門票)：關島最熱門的觀光景點，也是最受歡迎的偶像劇"惡作劇 2 吻"拍攝地。 



★關島市區觀光：總督府、西班牙廣場、拉提石公園、聖母瑪利亞教堂、自由女神像等。 

★關島暢貨中心(GPO)：這裏集合了 30 多家的美國品牌，在這可以找到又好又便宜的名牌貨。 

【飯店安排】 

1.關島飯店提供加價提早入住服務，預訂時須視飯店訂房狀況而定，若遇旺季或客滿時，需等飯店清房，回覆時間約為出發前 3-5

天，敬請見諒。 

2.依入住飯店不同，有些飯店沒有早餐餐廳，恕無提供早餐之服務，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詳細內容請參考各家飯店說明) 

●3 星級【CAPITAL GUAM 首都飯店】-不含早餐 

位於市中心精華地帶，杜夢灣最熱鬧的 DFS 後方，只要步行 5 分鐘就到 DFS，這就是首都飯店的絕佳優勢。熱水瓶/吹風機/保險箱

需另外租借，每次 5 元美金。此家飯店無大床。 

註：此為經濟型酒店，若您住宿需求為豪華型飯店，請另行參考其它飯店。 

●3 星級【PACIFIC BAY HOTEL 太平洋灣景酒店】-不含早餐 

提供高品質住宿和優質服務，讓您到訪關島後仍有賓至如歸的感受。這間酒店離市中心只有 1 公里，方便旅客探索市內熱門景

點。氣氛閒適安逸，離市區阿坎塔商場, Guam Regional Medical City 及關島廣場等景點僅數步之遙。 

註：此為經濟型酒店，若您住宿需求為豪華型飯店，請另行參考其它飯店。  

●3 星級【SANTA FE 聖塔菲飯店】 

關島聖塔菲這家可愛的飯店位於阿加納海灣，是全關島欣賞日落最美的地點。聖塔菲是以西班牙式 

建築而聞名、浪漫、典雅的裝潢，絕對會讓您愛上它，尤其是沙灘露天吧，真的會讓您有如置身地 

中海的感覺。此旅館是您經濟實惠的最佳選擇！ 

●3 星級【OCEANVIEW HOTEL 海景飯店】  

位於杜夢灣中心，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關島娛樂中心～歡樂島及購物區。此旅館屬美式渡假風格， 

算是經濟型飯店，擁有 120 間標準套房，房價算是相當優惠，也是您經濟實惠的另一個選擇。 

（此旅館雖稱 OCEANVIEW HOTEL 海景飯店，但在房間內是看不到海景喔！） 

●3 星級【BAYVIEW HOTEL 港灣飯店】 

位於杜夢灣市中心，擁有絕佳的視野眺望杜夢灣，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關島娛樂中心～歡樂島及購 

物中心，交通便利。2002 年 7 月全新開幕，擁有 148 間具備時尚感的標準套房，室內設計以南洋風味 

為風格，讓您有超級度假的享受。在平價旅館中港灣飯店算是不錯的選擇。 

●3 星級【PLAZA HOTEL 廣場飯店】 

平價飯店中地點最方便的就屬關島廣場飯店了！緊臨杜夢灣市中心，門口出去就是 JP STORE，到 

DFS 步行只要 5 分鐘，非常便利。也因為地利之便加上友善的價位，深受年輕人的歡迎。 

●4 星級【ROYAL ORCHID 皇家蘭花飯店】  

坐落於名聞遐邇的關島杜夢灣區，擁有 205 間典雅寬敞的客房，距行政、商業、購物及國際機場，僅 

5 分鐘車程，飯店門口並有當地公車及免費接駁巴士往返機場、景點及購物中心，不論觀光或商務旅 

遊皆十分便利。  

●4 星級【HOLIDAY RESORT 假日渡假飯店】  

假日渡假飯店位於杜夢灣飯店區的正中央，地點方便且價格實際，是旅客在選擇度假旅館時可以考 

量的一家飯店。擁有 229 間豪華客房、22 間商務套房、5 間總統套房，飯店設施有室外游泳池、健身 

俱樂部、SPA 俱樂部、兒童俱樂部等舒適的客房，每間配備有小酒吧、吹風機和熨斗。 

●4.5 星級【REEF HOTEL 珊瑚礁飯店】 

左側即是杜夢灣大街最熱鬧的中心，DFS 免稅店、歡樂島、Hard Rock 及許多精品店均在此！最具特 

色的游泳池，從窗內望去，泳池與碧海藍天連成一片，令人想徜徉其中！460 間房間間面海，每個房 

間外都各具一個熱帶海島樂園景色。 

●4.5 星級【FIESTA RESORT 悅泰渡假飯店】 

位於杜夢灣正中央的悅泰飯店，嶄新且前衛風格的飯店，就聳立在杜夢灣的精華地段。距餐廳、購 

物商場、DFS 及 K-MART 皆十分便利，悅泰飯店是最受台灣旅客喜歡，價格合理且 C/P 值超高，絕對 

是您最優質選擇。 

●5 星級【PACIFIC STAR RESORT & SPA 太平洋之星渡假酒店】 

原萬豪渡假酒店，2014 年 4 月改名為太平洋之星渡假酒店。位於杜夢灣正中央，面臨杜夢灣，離機 

場僅 5 分鐘車程。擁有 436 間豪華面海客房及陽台和私人沙灘，外觀設計絕對是關島最有特色飯店之 

一。 

●5 星級【ONWARD RESORT 安華渡假飯店】 

位於關島亞加納灣上，距離機場約 10 分鐘，離市中心約 15-20 分鐘，飯店均有免費接駁巴士固定班 

次前往市中心。飯店附設的水上樂園充滿驚奇歡樂，不論是滑水道高速俯衝，或是挑戰人工波浪泳 

池，通通刺激有趣。房間數 286 間，裝潢簡單舒適，捨去豪華感取而代之的是度假氣息。  

●5 星級【HILTON HOTEL 希爾頓飯店】 

位於關島最美麗的杜夢灣最前端，亦擁有美麗的南太平洋景緻，從飯店至市中心約 15 分鐘。共有 691 

間各式房間，而面海的套房是欣賞熱帶海景及戀人岬最佳位置。傍晚可參加池邊壯觀的營火晚會及 

文化表演戶外 Tree Bar 提供多樣化的服務。 

●5 星級【WESTIN RESORT GUAM 威士汀飯店】 

坐落於杜夢灣上最熱鬧的購物及娛樂地帶，距離關島國際機場亦只需數分鐘的車程，房間設施一應 

俱全，包括中央空調冷氣系統、分房控溫裝置、冰箱、迷你吧 台、國際直撥電話、電話語音秘 



書、私人保險櫃、私人浴室、淋浴區、 茶壺、吹風機、火 災警報器、有線電視頻道、付費電影頻 

道、收音機 、每層樓皆有製冰機提供使用、個人衛生、沐浴用品..等。 

●5 星級【NIKKO HOTEL 日航飯店】 

日航飯店係日航國際連鎖飯店集團所經營飯店之一，關島日航飯店，集合了住宿、休閒娛樂、購物 

與美食的精粹於一身，這裡有讓您全身放鬆的感覺。另外，飯店的客房中還設有私人陽台，您可一 

邊欣賞海洋的美景一邊品嚐美味的餐點，是不是開始覺得很浪漫呢？飯店共有 15 層樓，492 間「面 

海度百分之百」的客房，房內並設有獨立之影音設備，體貼舒適的住房品質及管理。亦是杜夢灣上 

佔地最廣之飯店，曾數度榮獲關島年度住房率最高之飯店。 

●5 星級【LOTTE 樂天酒店】《蜜月最佳推薦》 

1.2019/07/01~8/31 凡住滿兩晚以上，每房 1 張優惠卷 (可免費使用一小時的獨木舟和沙灘陽傘及挖沙玩具)。於入住時連同房卡一起

提供。註:數量有限，依現場提供為主。 

飯店全新於 2014 年 7 月 20 日開幕。距離 DFS 步行約 8 分鐘，5 星級的酒店周圍著杜夢灣海灘的美麗景 

觀。酒店大廳富麗堂皇，大廈陽台景色壯觀，可以俯瞰杜夢灣的全景，帶給每位客人一種融景入畫 

的非凡感受。酒店內共有 222 間客房都設計舒適、時尚，內裝現代風格的家具。 

●5 星級【SHERATON LAGUNA 喜來登飯店】《蜜月最佳推薦》 

該飯店位於景色優美、鬧中取靜的 Oka Point，俯視著亞加納海灣及菲律賓海，其礁岩式的特殊景 

緻是 5 星飯店中的唯一，只需數分鐘即可到達關島國際機場及主要購物中心。擁有 311 間豪華客房， 

都有私人的海景陽台亦均面海，有可自行控制室溫的中央空調設備、彩色平面電視機、電話、還有 

迷你冰箱、迷你吧台、個人保管箱、吹風機、舒適完整的衛浴設備及直撥電話。別出心裁的衛浴設 

備及細心的毛巾不同花色可感覺出飯店對於品質的要求。  

●5 星級【OUTRIGGER HOTEL 奧瑞格飯店】《蜜月最佳推薦》 

位於杜夢灣市中心歡樂島大街上，ＤＦＳ免稅商店正對面，逛街、度假、購物、玩樂皆方便，是關 

島的眾多飯店裡面地理位置最好的一間度假飯店。海景第一排，2010 年初全新裝潢優質登場。600 

間面海房的愋質住宿保證，關島觀光局評定為最豪華的度假村，也是關島最新潁最具代表性的一家 

飯店。  

●5 星級【HYATT REGENCY 凱悅飯店】《蜜月最佳推薦》 

凱悅飯店座落於熱鬧的杜夢灣 150 公尺前的海灘邊，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關島娛樂中心～歡樂島及 

購物中心。凱悅飯店 455 間客房全部面海，也都有面海陽台。 

●5 星級【DUSIT THANI GUAM RESORT 杜喜天麗飯店】《全新開幕》 

關島杜喜天麗渡假酒店位於杜夢灣，共有 419 間房間及關島最大型的會議室。酒店的客房設施高檔齊 

全，裝飾和設計充滿濃郁的泰式風情。這家關島最新的五星級渡假酒店，賓客可以感受到散發著時 

尚氣息的傳統泰式華麗風格、優雅盛情的待客之道和超越期待的真誠服務承諾。 

訂房須知：關島旅館的房型眾多，一般標榜的海景房(OCEANVIEW)，其定義為：只要是從房間內的 

任何角度看得到海景，即稱為海景房。若您需求的是正面面海房，建議您可指定 OCEAN FRONT 房 

型，我們會再另外報價給您。 

【貼心好禮】 

1.贈送每人礦泉水一瓶及迎賓花環。 

2.贈送每房一本《關島趴趴走》旅遊手冊。 

【注意事項】 

1.正確航班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2.若為包機或加班機操作，付訂金後若取消需付全額機票款費用。(機票開立後，不得改姓名、轉 

讓，無退票價值) 

3.貼心安排桃園國際機場專人送機，抵達機場時，請務必與送機人員聯絡喔！ 

4.此行程為兩人成行之個人團體旅遊，故台灣不派領隊，由當地中文導遊全程接待服務。 

5.關島因屬島嶼渡假性質且是兩人成行，所以當地接送及有參加行程者皆是安排 15 人座以上的車 

子，並採取合車操作模式；且行程活動將視當地實際狀況做前後調整，但保證絕不縮減您的行 

程，敬請見諒！ 

6.飯店住宿為全程兩人一室，一人報名請補單人房差價。若一位大人加一位小孩同行，小孩則必需佔床。 

註 1：關島旅館房間大都為 2 張床，若需求一大床，無法於出發前保證，需在外站時才能確認。 

註 2：付訂金後我們會依您所指定的旅館訂出，但需由旅館回覆確認為主(約需 2 個工作天作業)， 

若適逢您所選擇的旅館客滿，我們將以無條件退還訂金或是您可再選擇其它旅館訂出。 

註 3：訂房一經確認後，若於出發日前 14 天(含休假日)取消，飯店將收取每房１晚取消費用。 

7.關島飯店 CHECK IN 大都為下午 14:00 之後(視各家飯店狀況)，若需要加價提早入住飯店者，請 

洽詢業務人員。 

【特別叮嚀】 

關島開放台灣免簽證，出發前請再次確認是否有帶齊： 

◎六個月以上效期之中華民國護照正本與中華民國身分證正本。 

◎14 歲以上(含 14 歲)：請攜帶護照正本及身份證正本。 

 註：如已滿 14 歲大小孩還沒有申請身份證的話，請務必記得向戶政事務所辦理身份證喔！否則關 

島海關將拒絕入境。 



◎14 歲以下孩童：須攜帶戶口名簿正本或一年內有效的戶籍謄本正本(中文版即可，英文版更佳)。 

◎未成年(18 歲以下)孩童需有父母同行，如父母雙方任一方無法陪同時，請攜帶父母雙方簽署之英 

文版同意書辦理入境。 

◎有效期之美簽者，需攜帶附美簽之護照(若已有效期美簽者，免帶中華民國身份證正本) 

◎有美國綠卡身分，須持綠卡入境    

◎更多詳細規定請上【關島觀光旅遊局】 

 

溫馨提醒與建議 

 

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

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

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

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

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

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以上或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請事先務必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中華航空提醒 

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CI/AE 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報名時請先向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

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功 保險：500 萬履約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療險。 

★14 歲(含)以下及 70 歲(含)以上之貴賓投保限額為新台幣 200 萬履約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療險。 目前非合法旅行業者透過網路銷

售特定旅遊地點的自費行程，價格及行程內容不一，且因販售者非合法經營旅行業者，無法有效保障消費者權益，如有消費爭議

亦投訴無門。如您自行選購相關自費行程，相關風險請自行承擔，概與本公司無涉。 若小孩為不佔床，除自助餐外，一律提供小

孩的餐點，若要改為大人餐，請另詢業務報價差。  

 

航班時間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10/29 

〔星期二〕  
CI026  中華航空  台北(桃園)  關島  07:40  13:35  

2019/11/01 

〔星期五〕  
CI025  中華航空  關島  台北(桃園)  15:05  16:55  

 

 

行程安排 

 

第 1 天 關島～市區觀光～戀人岬(含瞭望台門票)～希爾頓飯店自助餐 

 

只需短短 3.5 個小時的航程，你便可以飛越亞洲來到位於西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的樂園～關島：

長 32 哩、寬 8 哩，是密克羅尼西亞 2,000 小島中最大的島嶼；到過關島旅遊的人，無不深受自然美景

所感動。漫步在長長的白色沙灘上，綠浪鑲著白邊拂過腳畔，透亮的晴空揮灑著和煦的陽光，讓椰子

樹更挺拔了。  

走過碧海藍天的洗禮，回到熱鬧繁華的杜夢灣附近，這裡林立著的五星級大飯店，也是講究享受的旅

客喜歡到關島旅遊的原因之一。蔚藍的海洋，綿延的白沙灘，五彩繽紛的珊瑚礁，這個熱帶天堂正以輕柔的微風及耀眼的陽光熱

情等待您的蒞臨！ 

當班機抵達關島時，首先將由親切殷勤的中文導遊為大家獻上迎賓花環！隨即安排各位貴賓展開市區觀光，首先參觀 1950 年由

美國童子軍捐贈的紐約  

自由女神像的複製品、總督府、卡沙馬塔山下的拉提石公園、位於關島的首都亞加納中央的西班牙廣場以及興建於 1669 年的白

色教堂聖母瑪麗亞教堂  

等觀光景點，全程大約二小時，讓您對關島地理、景點、風俗文化更多些了解。  

戀人岬(含瞭望台門票)是關島最熱門的觀光景點，也是最受歡迎的偶像劇《惡作劇 2 吻》的拍攝地！關島美麗的愛情傳說在此流

傳，您可詢問導遊這段故事的起源；廣場旁有一座情人鐘，傳說中情侶只要一起敲鐘就可以相愛到永久喔！您還可登上瞭望台，

這個地方斷崖海拔 123 公尺高，擁有絕佳的眺望角度，除了覽盡整個杜夢灣優美的海岸線外，還可眺望菲律賓海的壯麗。 



晚餐享用希爾頓飯店自助晚餐，每天提供不同國界的主題料理, 有數十樣各國風味的菜色讓您大快朵頤，目不暇接。黃昏來臨

後，這裡的自助餐讓你體驗截然不同的關島風情，在這裡絕對能滿足挑剔的您口腹之慾。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各式各樣主廚精選

美食之外還有無限暢飲冰鎮沁涼新鮮啤酒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特別提醒】  

1.再次提醒：出發前請再次檢查您的身份證帶了沒？若是已滿 14 歲的大小孩還沒有身份證的話，請務必記得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身份證喔！(不得使用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代替入境) 

2.特別注意：本行程是兩人成行之團體旅遊，即台灣無領隊隨行，由外站導遊於國外接團服務；且國外會有合車狀況，敬請見

諒！ 

3.貼心提醒：T 恤、短褲，長短隨性要露多少隨您決定；海灘鞋或休閒鞋不可少，總之舒服最重要；泳衣、太陽眼鏡和照相機不

能忘，防曬油更要隨身攜帶喔！ 

4.若您選擇 Capital Hotel 或 Pacific Bay Hotel 經濟型酒店恕無提供早餐之服務,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若小孩為不佔床，除自助餐外，一律提供小孩的餐點，若要改為大人餐，請另詢業務報價差。 

餐 食： (早餐) Ｘ (午餐) 機上享用 (晚餐) 希爾頓飯店自助餐+啤酒暢飲 

住 宿： 依照您的預算及需求，精選多家旅館供您選擇 

第 2 天 關島～遊艇巡航追海豚之旅～亞買加查莫洛風味餐～歡樂島娛樂特區～HARD ROCK 美式套餐 

 

遊艇巡航：我們將搭乘這艘美麗的遊艇，日本巨星山口百惠，廣未涼子及相撲冠軍白鵬等名人都曾是

的貴賓！誠摯邀請您與他們搭同一艘船出遊，船上附有船艙，上中下及前後甲板，可享全方面景觀，

並設廁所及戶外淋浴設備、浮潛專用扶梯，船首寬敞甲板日光浴專區，開闊視線最適合近距離欣賞海

豚。 

註：遊艇巡航共有三艘船輪流使用：美人魚號 Si Sirena、關島公主號 Princess Guam、關島海洋號 Ocean 

Guam，無法指定船隻，由船家安排，最多可乘坐約 45 人。 

註：如遇船家維修或客滿時，則將改成 ABC 海灘俱樂部遊艇代替(本日午餐亦必須改為 ABC 俱樂部簡餐)，敬請見諒！ 

註：如美人魚號遇天候因素風浪過大而無法前往，則每人退費 NT$1200，敬請見諒！  

海豚追蹤：沿途開始展開追蹤海豚生態群，運氣好的話您將可看的到成群結隊的海豚，並直接感受這些可愛的海豚環繞在遊艇的

四周頑皮嘻鬧且跳躍著享受彼此追逐之樂趣，如果沒追逐到海豚也沒關係因為我們還有浮潛可以讓您直接投入大海與七彩繽紛的

魚群與珊瑚共泳一番！隨著船上出海時早已可以進行大海沈底釣，我們將提供沁清冰茶水消暑，另特別供應花生醬三明治，熱咖

啡給戲水後的您來場海上的茶點時光；今日船上工作人員都將很熱情地接待您並與您一同歡樂，為這片碧海藍天添上一筆海上奢

華風的最佳代表。  

緊接著船上出海時已開始來場拖釣之旅，玩累了，我們將提供沁清冰茶水消暑，另特別供應小點心給戲水後的您來場海上的茶點

時光。今日船上工作人員都將很熱情地接待您並與您一同歡樂，為這片碧海藍天添上一筆海上奢華風的最佳代表。  

以愛吃肉的程度來說，查莫洛人素以愛吃肉聞名，亞買加餐廳(Jamaican Grill)很順理成章的成為查莫洛人打牙祭最首選的餐廳

了。據傳聞，亞買加餐廳老闆，在一次去亞買加旅行時發現當地的烤肉非常的美味，就進口了當地聞名的醬料，再將它融入查莫

洛人喜愛的口味，特調出僅此一家的風味醬料，醃製肉類。因此雖然名為牙買加餐廳，但是可也是查莫洛的風味烤肉餐，烤肉

(肋排或是雞肉)加上關島特有的紅米飯及特殊味道的沙拉，受到了許多遊客的喜愛。 

下午可自行前往歡樂島娛樂特區，位於關島人氣最 hit 的杜夢灣聖維多利亞路上，是關島觀光局耗資數千萬所規劃出的主題商

圈，在這裡彷彿就像在好萊塢名品大道的斜坡上，閒晃一個下午，保證收穫滿行囊喔。  

晚餐安排 HARD ROCK 美式餐廳，店內的裝潢風格當然就如名字所提到的，非常的 Hard Rock，從店外牆上的超大吉他就能看出

餐廳的搖滾風格。再往裡面看，可以看有酷炫的哈雷當做裝飾，而牆上更是掛滿了各種電吉他與披頭四的美國經典明星照片，最

厲害的室天花板直接掉著一台 70 年代的汽車，不管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店內都充滿了滿滿的美式風格。安排 4 樣主菜讓您挑

選，嫩烤雞胸肉三明治、主廚 10 盎司漢堡、起司雞肉通心粉、炸魚薯條，每份主菜皆附炸薯條和冰淇淋(通心粉則附大蒜麵包及

冰淇淋)！ 

餐 食：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亞買加查莫洛風味餐 (晚餐) HARD ROCK 美式套餐 

住 宿： 依照您的預算及需求，精選多家旅館供您選擇 

第 3 天 
關島～水陸雙棲鴨子船～海底世界隧道水族館～SEA GRILL 夏威夷式套餐～The Beach 燒烤自助

餐+波里尼西亞查莫洛文化舞蹈秀 



關島最新、最熱門的活動就是這個水陸兩棲的鴨子船啦！它的來歷不簡單，外型及概念源自於二戰期

間載運貨物的 DUKW(6 輪兩棲裝甲車)，二戰後，水陸兩棲的運輸特色延伸至觀光產業，在其他大城市

如波士頓、倫敦還有新加坡都可以看到鴨子船的身影。 

關島的鴨子船航行路線從沙堡出發，行駛至阿普拉港(Apra Harbor)下水，讓你飽覽海岸風光，在藍天白

雲下，從海中眺望關島別有一番風味。駕駛員會把船開到離岸較遠的地方，然後大家可以輪流到前方

駕駛座拍照，駕駛員更會大方讓出座位，讓你體驗開小鴨車喔！ 

關島海底世界水族館，Under Water World 是世界上最長的水族館，內有一座長達 97 公尺的隧道水族箱，您可以看到超過 2000 種

海洋動物！水族館的佈景設計更仿造密克羅尼西亞海域生態建造，最經典的沉船與飛機殘骸(模擬)也出現在其中。 

它最大的賣點就是那長達 400 公尺的玻璃海底隧道，這條彎彎曲曲的隧道是世界最長的管道水族館，海底造景更花了不少心思，

廣闊的水族箱內除了海底礁石外，還打造了古老的沉船和飛機的殘骸，上面長滿了寄生的珊瑚，令人不其然想起曾歷二次世界大

戰後的密克羅尼西亞海域，就像關島真實海底世界的縮影！ 

在水放館內可欣賞多達 100 種魚類，還有其他海洋生物，包括體重達 200 公斤的巨型石斑、珍貴的海龜、大河豚等。不同海洋生

物的展示室，如夢幻般的水母，超巨大的海蟹館等，其中最受注目的還有聞風色變的鯊魚！你可以在這裡找到白鰭鯊、黑鰭鯊、

護士鯊、灰礁鯊、虎鯊等五種鯊魚，當鯊魚遊過參觀者的頭頂時，小朋友都會很緊張哩！您還可以到二樓參觀，這裡有教育意義

的親子館和讓遊客親手觸摸的海底生物觸摸池，能讓遊客多更了解水底的生態哦！  

逛完海底世界後，今日午餐帶各位享用 Sea Grill 餐廳夏威夷式套餐。Sea Grill 位於 The Plaza 購物中心隔壁，與關島海底世界連結

在一起，該建築物的屋頂上有隻衝了一半停格的大鯨魚，為 Sea Grill 海鮮餐廳的招牌，非常醒目。鯨魚是海洋中最大的生物，

Sea Grill 以鯨魚為標誌，自然有其海洋美味稱霸眾餐廳的意涵。店內有 400 個座位，靠牆的座位旁都有一鑲在牆上的水族箱，可

以邊用餐邊欣賞熱帶魚游在身邊。 

■浪漫指數百分百，特別推薦：The Beach～電影版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拍攝地點 

【The Beach 燒烤自助餐+波里尼西亞查莫洛文化舞蹈秀】The Beach 坐擁美景、設計新穎，集結酒吧、燒烤、晚餐秀，是現在關

島最大型的海灘酒吧，因此受到許多觀光客的喜愛。坐擁 600 英呎的綿延美麗沙灘，夕陽西下時分，紅橙落日渲染了海面與沙

灘，加上平靜海波與海浪潮聲，為人帶來一生中難忘畫面與靜謐時刻，是最迷人的優勢與特色。 

在 The Beach 沙灘上，業者斥資千萬全新搭建大型舞台，極具聲光效果的演出內容，將讓您耳目一新，不同於一般飯店的晚餐

秀，The Beach 豪華波里尼西亞&查莫洛文化舞蹈秀，內容講述關島原住民查莫洛勇士的成長，結合波里尼西亞草裙舞、火把特技

舞蹈元素以大型舞台、聲光、音效壯闊展現、專業級的表演者多達 55 位，擁有全新的表演服裝，舞蹈內容，不論是視覺效果或

是內容都值得您親身體驗！ 

搭配著豪華級燒烤自助饗宴更讓人有物超所值的感覺，BBQ 自助饗宴參考食材包含：主食海鮮、肉類、蔬菜類燒烤、另有沙拉

冷品、熱食、烤乳豬、甜點、水果等...。表演一開始為 LIVE 輕音樂演出，緊接著豪華波里尼西亞&查莫洛文化舞蹈秀則是長達一

個小時。 

餐 食： 
(早餐) 飯店享用 (午餐) Sea Grill 餐廳夏威夷式套餐 (晚餐) The Beach 燒烤自助餐+波里尼西亞查莫

洛文化舞蹈秀 

住 宿： 依照您的預算及需求，精選多家旅館供您選擇 

第 4 天 關島／桃園 

收拾起悸動的心，我們將為連日來的興奮刺激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結束這趟歡樂渡假島嶼之旅；今

天我們將在絢爛的星空中，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灣溫暖的家。 

關島的陽光、關島的海水、關島的沙灘、關島的美食....都會讓您悄悄的告訴自己，我還會再回來！ 

餐 食：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機上享用 (晚餐) X 

住 宿： 溫暖的家 
 

 

簽證說明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

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關島免簽規定，請務必詳閱，簡述如下： 持六個月以上效期之中華民國護照，自台灣境內搭乘台北直飛關島班機者，可免簽證入

境關島停留 45 天。 14 歲以上(含 14 歲)：攜帶護照正本及身份證正本(不得使用戶口名簿正本代替入境)。 

註:已滿 14 歲之上旅客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正本入境。(如已滿 14 歲大小孩還沒有申請身份證的話，請務必記得向戶政事務所辦理身

份證喔！否則關島海關將拒絕入境) 14 歲以下孩童：須攜帶戶口名簿正本或一年內有效的戶籍謄本正本(中文版即可，英文版更

佳)。 未成年(18 歲以下)孩童：需有父母同行，如父母雙方任一方無法陪同時，請攜帶父母雙方簽署之《英文版父母同意書》同意

書辦理入境。 

同意書無特定格式，內容應包含：孩童姓名、孩童戶籍地址、父母姓名、居住地址、旅行目的、時間與行程、陪同人的姓名(例如



老師、教練、導遊或親戚等)、父母同意說明文字敘述以及雙方簽名。 若有美簽者，請務必攜帶附美簽之護照(有美簽可不必攜帶

身份證)。 有美國綠卡身份，須持綠卡入境。 若您為役男(滿 18 歲至服完兵役為止)或者為軍職人員，護照內需有有效期之出境許

可章。 

其相關出入境規定請上以下官網或致電查閱: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官網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特別注意： 有美簽者務必攜帶附有美簽之護照，有美國綠卡身分需持綠卡入境。 外國旅客需有回台加簽。 由其他地區進入美

國，皆需美國簽證。 美國公民或持有永久居民權的旅客可以無限期停留關島。若您持綠卡也可無限期停留。(持綠卡進關島報到屬

合法行為) 有關關島免簽規定可參照關島觀光局。 

若您持以下護照進入關島之前，需至 AIT 網站內的 ESTA 系統申請登記： 

美國國土安全部於 2009 年 1 月 12 日開始對目前參與免簽證專案的現任會員國全面實施 ESTA 的規定。 

新加入免簽證專案的會員國則自加入免簽證專案當天起就適用 ESTA 的規定。 

澳洲，冰島，挪威，愛爾蘭，日本，新加坡，汶萊，義大利，比利時，奧地利，捷克，丹麥，立陶宛，南韓，安道爾，葡萄牙，

聖馬力諾，拉托維亞，斯洛伐克，愛沙尼亞，盧森堡，西班牙，芬蘭，馬耳他，瑞典，法國，摩納哥，瑞士，德國，英國，荷

蘭，匈牙利，新西蘭，列支敦士登，斯洛文尼亞等 35 國。  

 

自費活動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關島 南部觀光 

來趟南島知性之旅：一邊聆聽專業中文導遊為

您娓娓道來關島的風土民情及歷史典故，一邊

觀賞秀麗壯觀的海岸風景，令人心曠神怡。 

活動時間： 3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車資及導遊 

特別說明： 不含午餐 

營業時間： 
09:00～18: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59 

小孩：49 

關島 海底漫步 

不必穿潛水衣不需背氧氣筒，頭罩著獨特太空

帽漫步於湛藍的海底，觀賞五顏六色的熱帶魚

及美麗的海底生物。(約 20 分鐘) 

活動時間： 20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來回接送及門票 

特別說明： 小孩需 8 歲以上 

營業時間： 
09:00～16: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79 

小孩：
74(8-11

歲) 

關島 

水底世界
+SEA 

GRILL(夏

威夷式午

餐) 

世界最長的隧道水族館，長達 100 公尺海底世

界，約有百種數千條海洋生物悠游其中，還有

精彩的餵食表演。SEA GRILL(原名為 SAM 

CHOY'S)餐廳是由夏威夷著名的廚師所開設的

餐廳，整個吧台由水族箱所圍繞，襯托店內的

設計更有風格。 

活動時間： 2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水底世界門票+SEA GRILL 餐廳午

餐 

特別說明： 無 

營業時間： 
11:00～14: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42 

小孩：32 

關島 
水肺潛水

(不須執照) 

由中文解說潛水教練，帶您前往著名的魚眼海

洋生態保護區，來趟海底探險之旅，不需要執

照，不需要會游泳，比浮潛還容易，讓您真正

體會與魚共游的樂趣。 

活動時間： 1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中文教練解說、一隻氧氣瓶(不含

午餐) 

幣別：美金 

大人：85 

小孩：Ｘ 



特別說明： 10 歲以下不宜 

營業時間： 
09:00～16: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關島 
太平洋島渡

假村(PIC) 

太平洋島渡假村(PIC)是集合水上樂園、多采

多姿的球類運動及各式各樣的戶外活動，包括

浮潛、獨木舟、風帆、七座多功能活動游泳

池、人魚共游池、戶外按摩池、滑水道、水上

韻律、水上籃球、水上馬球、衝浪....等活

動。晚上還有精采的查莫洛晚餐秀，讓您度過

一個充滿異國風味的美麗夜晚。 

活動時間： 12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全日太平洋島渡假村水上設施、自

助式午餐及晚餐秀 

特別說明： 無 

營業時間： 
09:00～21: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140 

小孩：70 

關島 
ABC 海灘俱

樂部 

海豚遊蹤+深海浮潛+午餐+獨木舟+海灘俱樂部 

ALUPANG BEACH CLUB 這是一項最大規模的

海上設施地,首先搭乘遊艇尋找可愛的海豚,另

外還有獨木舟、浮潛、水上自行車、海灘排球

等設施，有專業的指導教練，教導各種活動設

施的使用方法，讓您享受各項刺激的水上活

動。 

**ABC 規定孕婦無法登船進行海豚追蹤活動,

但還是可以參與俱樂部內的岸邊活動喔!** 

活動時間： 4~6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海豚遊蹤之旅(深海浮潛)+午餐+

海灘俱樂部 

特別說明： 每周六公休 

營業時間： 
8:00～17:00(以當地公告時間為

主) 
 

幣別：美金 

大人：70 

小孩：50 

關島 沙堡夜總會 

關島沙堡秀是世界級的拉斯維加斯豪華歌舞及

魔術秀。(附贈飲料一杯) 

活動時間： 2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門票及飲料一杯，並贈送迪斯可入

場券 

特別說明： 星期三.日公休 

營業時間： 
20:00～22: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99 

小孩：
30(2-11

歲) 

關島 
星沙海灘俱

樂部 

獨家～王仁甫及季芹指定婚紗拍攝地點。星沙

海灘俱樂部位於關島北岸保護區內，可在最稀

有的星沙海灘浮潛，並可搭乘 4x4 越野車於原

始叢林奔馳，並由當地查莫洛人逗趣的介紹關

島特殊植物及開椰子文化 

活動時間： 6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自助式午餐+越野車叢林探險+海灘

浮潛+豐富表演 

特別說明： 無 

營業時間： 
11:00～17: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120 

小孩：78 

關島 
Tarza 水上

樂園 

關島最大的滑水樂園(又名泰山水上樂園或小

野貓水上樂園)，位於關島最熱鬧的杜夢灣區

中心地，全島唯一各式各樣上沖下滑刺激的滑

水道。(含自助式午餐) 

活動時間： 3 小時 

幣別：美金 

大人：60 

小孩：45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自助午餐、門票及來回接送 

特別說明： 每周三公休 

營業時間： 
10:00～14:00 或 12:00～

16:00(以當地公告時間為主) 
 

關島 全空脫衣秀 

Viking 是關島最豪華、美女眾多的清涼秀(沒

有清場、附贈飲料一杯) 

活動時間： 無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門票及飲料一杯 

特別說明： 需年滿 18 歲(男女皆可) 

營業時間： 以當地公告時間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30 

小孩：Ｘ 

關島 

潛水艇(亞

特蘭提斯

號) 

亞特蘭提斯號是具有豐富潛航經驗的觀光潛水

艇，帶領您登上舒適的潛艇到美麗珊瑚礁世界

一探新奇的未知之旅。 

活動時間： 無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潛水艇費用及來回接送 

特別說明： 小孩身高需滿 92 公分以上 

營業時間： 
09:00～17: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96 

小孩：48 

關島 小賽車 

緊張刺激賽車比賽，挑戰不可能的任務(圈數

15 圈) 

活動時間： 無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賽車費用及來回接送 

特別說明： 小孩身高需 130 公分以上 

營業時間： 
09:00～17: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55 

關島 實彈射擊 

費用視槍枝種類，單枝或混合口徑而定。 

活動時間： 無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射擊費用及來回接送 

特別說明： 無 

營業時間： 
09:00～17: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25 起 

小孩：Ｘ 

關島 
夕陽遊艇巡

航+BBQ 

平穩舒適的夕陽巡航，於涼風的吹拂下，欣賞

夕陽沒入海中的美景及晚霞及享用豐盛的

BBQ。 

活動時間： 無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來回接送 

特別說明： 每周三公休 

營業時間： 
16:00～22: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95 

小孩：55 

關島 

THE BEACH

燒烤自助餐

+晚餐秀 

於著名的 The Beach 享受海邊自助餐，肋

排、雞排、烤乳豬、蝦、蔬菜串等，並欣賞全

新大型晚餐秀。 

活動時間： 無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來回接送 

特別說明： 每週三、日公休 

營業時間： 
16:00～22:00(以當地公告時間

為主) 
 

幣別：美金 

大人：88 

小孩：45 

 

 

行程規定 

 



關島為二人成行，住房沒有自然單間，一人報名請補單人房差價，單數報名請以三人一間房。  

此行程為航空公司團體套票，均不能脫隊，也不能任意延期或改天數，一律團去團回。  

關島航班若為加班機或包機操作，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可改姓名、轉讓、退票或更改行程，一經開票即無退票價值。正確航班時間

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出發日前 14 天(含休假日)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飯店將收取每房一晚取消費用。 此行程為二人成行之個人團體旅遊性質，故台

灣不派領隊由當地中文導遊全程接待服務；因屬島嶼渡假性質，當地接送及有參加行程者皆安排 15 人座以上的車，並採取合車操

作模式，敬請見諒！  

請注意：客人如需要機票票根時，請依各家航空公司作業程序提出申請，謝謝合作！  

1.華航票根務必請於出發前向您的服務人員提出申請，出發後則只能向華航申請搭機證明且需收取手續費單程一份 NT100，來回各

一份 NT200，工作天數不一定，等候華航通知。  

目前非合法旅行業者透過網路銷售特定旅遊地點的自費行程，價格及行程內容不一，且因販售者非合法經營旅行業者，無法有效

保障消費者權益，如有消費爭議亦投訴無門。如您自行選購相關自費行程，相關風險請自行承擔，概與本公司無涉。  

若小孩為不佔床，除自助餐外，一律提供小孩的餐點，若要改為大人餐，請另詢業務報價差。  

貼心提醒： 

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

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小費說明 

 

本行程不含導遊、司機小費，應付服務費如下：(以美金計算，每人每天美金 5 元)  

》參加 4 天 3 夜的行程，應付導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共美金 20 元。  

》參加 5 天 4 夜的行程，應付導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共美金 25 元。 

》參加 6 天 5 夜的行程，應付導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共美金 30 元。 若為整團有派領隊，則需再多支付領隊服務費： 

4 天 3 夜，每人$20 美金。5 天 4 夜，每人$25 美金。6 天 5 夜，每人$30 美金。 若為自由行，只含機場至飯店之間的接送，應付導

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共美金 10 元。 若旅客有購買自費項目，參加自費當日也需支付導遊服務費，每位貴賓美金 7 元(一

天)。 旅館行李員：每人每次美金 1 元。 床頭小費：每間每天美金 1 元。  

 

旅遊錦囊 

 

飛行時間：台北直飛關島約 3.5 小時。 

當飛機準備降落關島前，會分發關島的出入境卡或免簽證資訊表及海關申報書。 時差：比台灣快二小時(格林威治時間加 10 小

時)。 氣侯：關島氣候全年溫暖，平均溫度為 27 度，防曬及遮陽用具請記得攜帶。概分二個季節：乾季(11-5 月)，雨季(6-10 月)。

不過雨季是突然一陣大雨又放晴，不是連日下雨的。8-12 月間受颱風及熱帶風暴的影響偶爾有地震。 觀光：島嶼文化風情萬，持

國際駕照可自行租車環島，租車費用需依各車行公告為準。 族群：查莫洛人、菲律賓人及美國人。 旅客：日本、澳洲、台灣及韓

國。 貨幣：以美金為主，旅行支票也接受。信用卡在各大飯店、商店、餐廳皆可使用。 語言：以英語為主、查莫洛語；亦通用菲

律賓語、日、韓語及漢語。 電壓：110／120 伏特，二孔扁平插座，台灣之電器皆可使用。 面積：全長 48 公里，東西寬 4 至 12 公

里，總面積約 550 平方公里，約兩個台北市大。 位置：位於北緯 13 度，東經 144 度，於台灣東南方，是密克羅尼西亞中最大的

島。 入關：每人一瓶酒 3.7 公升及 2 條煙或雪茄 50 支之內免稅。現金、旅行支票超過 1 萬美金時需要申報。不可攜帶任何食物進

入美國：尤其是易腐爛食物、水果、蔬菜、肉類或農作物如植物、種子及動物都禁止攜入。 更多旅遊資訊可參考關島觀光局。  

其他相關說明： 

在台灣打電話到關島：台灣國碼(OO2)+關島國碼(1 )+關島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在關島打電話到台灣：關島國碼(011)+台灣國碼(886)+台灣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進行浮潛活動時，請全程穿上救生衣。 以上行程會

視當地天氣潮汐而有前後對調情況，但行程保證一定都會走完。 台灣駐關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002-1-671-472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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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班機起飛

前二小時(美國線請三小時前)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機場人員將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並辦理登機

手續，行李托運後將護照發還給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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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飛機

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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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飯



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策安全；使用浴室時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發生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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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飯店房內有提供電熱水壺供入住旅客煮水用，此熱水壺僅供煮水使

用，不可放入任何物品(EX：咖啡粉、茶葉、火鍋料、泡麵不等)，並請注意切勿將熱水壺置於電磁爐上加熱，如有使用方式上之

問題請務必詢問帶團領隊或飯店人員，否則造成危安問題或毀損飯店設備時，可能須負相關責任。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

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前往海邊戲水請務必穿著救生衣，並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自費活動如具

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

動、溫泉..等易增加身體負擔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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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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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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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

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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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胃腸藥、

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請自行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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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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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旅遊購物免稅額規定： 每人可攜回新台幣 2 萬元免稅額購物商品。海關查出逾額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每人可再攜回五部 3C

產品為上限，海關查出未申報超出量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檢疫須知 哪些東西不能帶？為了您通關順利，請勿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禁止旅客攜帶的動物及其產

品： 活動物：犬、貓、兔、禽鳥、鼠等。 動物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肉類及其製品（如香腸、肉乾、貢丸、餛飩、烤鴨等）、

含肉加工品（速食麵、雞湯、含肉晶粉等）、蛋品、鹿茸、血清等生物樣材等，包含已煮熟、乾燥、加工、真空包裝處理之產

品。 新鮮水果。土壤、附著土壤或有害活生物之植物。活昆蟲或有害生物。自疫區轉運之植物及植物產品。 自 97 年 10 月 1 日

起，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如未主動向關稅局申報或未向本局申請檢疫而被查獲者，除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罰鍰外，如

有違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 下機至出關途中請旅客主動將動植物產品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配合檢疫偵測犬隊執行行李檢

查。 旅客檢疫相關規定，可參考網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出入境旅客檢疫注意事項」專區。 出國旅遊防

疫安全須知：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 4 至 6 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 21 天

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傳染病預防措施：  

（1）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有呼吸道症?應配戴口罩。  

（3）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國

外可撥+886-800-001922）。  

為維護飛航安全,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凡我國搭乘國際線班機(含國際包機)之出境、轉機及過境旅客所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

類物品實施管制。 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其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並要放入不超過 1 公升且可重覆密封之

透明塑膠袋內。袋子需能完全密封。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奶粉(牛奶)、嬰兒食品、藥品、糖尿病

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經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意後，可不受前項規定的限制。 出境或過境(轉機)

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於機艙內購買或取得前述物品可隨身上機，但需包裝於經籤封防止調包及顯示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

袋內。 為使安檢線之 X 光檢查儀有效，前述之塑膠袋應與其他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 X 光檢查。  

～～～ 敬請與領隊合作‧並祝旅途愉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