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日: 9/1.8.29

團費: 每人／44,300 起

出發日: 11/10

團費: 每人／40,3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本行程費用不含美簽 ESTA$14 美金(約台幣$500)，需額外支付，敬請注意！
【兩大國家公園】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世界上有些地方，一輩子應該要去一次。雖然看看旅遊書、照片、別人的描述，
已經夠讓你驚豔，但是親眼看到的震撼，卻不是方寸大的平面所能傳達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這十七公
里寬，兩三千公尺深，一路延伸到天邊的無限曲折起伏，才發覺鬼斧神工一詞，只是勉強描述這無法形容的天然奇景所用的
遁詞....

美西風景之最、人間仙境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這裡有世上最會唱歌的溪流、最高貴的森林、最神聖的花岡岩峰，以及最縱深
的冰河峽谷。沒有任何人工殿堂可與之比擬。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如是讚美這座他一生捍衛的國家公園。優勝
美地國家公園美如其名是美國西部最美麗、造訪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之一，與大峽谷、黃石國家公園齊名。

【三大名城】
暢遊世界不夜城～拉斯維加斯，讓您一賭這不可思議的城市。
舊金山著名景點～金門大橋、藝術宮、漁人碼頭、市政廳、九曲花街、聯合廣場。
洛杉磯著名景點～葛瑞菲斯天文台、中國戲院、星光大道、杜比劇院、蓋帝藝術中心、聖塔莫尼卡。

【六大玩法】
舊金山安排搭乘金門灣遊船：欣賞美麗的港灣景色，您並可看到神秘的惡魔島及天使島。

暢遊美西雙賭城：世界不夜城～拉斯維加斯及水上賭城～拉芙林。

葛瑞菲斯天文台：電影《樂來越愛你》拍攝場景及看到著名地標 HOLLYWOOD 的最佳地點。

洛杉磯的寶藏～蓋帝藝術中心：現代感十足的建築群，往往是訪客讚嘆的焦點。

迷人海濱小鎮～聖塔莫尼卡：您可儘情享受藍天、碧海、椰林及購物的樂趣。

特別安排兩大名牌大賣場：血拼無罪，敗家有理，好好滿足您的購物慾。

【五大風味】
■中日式海鮮自助餐 ■Applebee's 美式風味餐 ■韓式鐵板燒+海鮮嫩豆腐煲

■拉芙林賭場美式自助餐■大峽谷美式自助餐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008

台北(桃園)

舊金山

10:15

06:30

第七天

BR015

洛杉磯

台北(桃園)

00:50

05:45+1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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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桃園舊金山【藝術宮、金門大橋、漁人碼頭、金門灣遊船、市政廳、九
曲花街、聯合廣場】
今日收拾起簡單的行囊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來到機場，想想在機上看它個幾部電影再小睡一會兒，就
可抵達從小夢寐以求的美國，不由得嘴角泛起一絲絲的笑意。因飛越換日線，班機於當天抵達美國西半
球充滿浪漫色彩的迷人霧都～【舊金山】，冬暖夏涼的天候、蔚藍如洗的晴空、美麗的港灣、典雅的維
多利亞式建築、浪漫的叮噹車和總像在過年的聯合廣場與漁人碼頭，都使舊金山當選舉世公認全美最美
麗的城市。隨即展開今日的霧都風情之旅：【藝術宮】是羅馬式的圓頂搭配上玫瑰紅的科林斯石柱，圓
頂面上是一幅幅精細的浮雕，圓頂亭後一列列的石柱長廊，這是騷人墨客最喜愛的舊金山名勝；橘紅色
的【金門大橋】是舊金山的重要地標，也是遊客必到的景點，不管是電影裡也好，風景明信片也好，只
要提到舊金山....第一個想的就是金門大橋。舊金山最令人感到快樂的地方當屬【漁人碼頭】，美麗的港
灣，停泊的船隻，微鹹的海風拂面，還有不請自來的海獅喔喔叫個不停。過去，這裡只是一個小小漁港；
如今，這裡商店雲集，遊人如織，熱鬧十足，美景無邊，這裡絕對可說是舊金山觀光景點的當家花旦。
隨後安排搭乘金門灣遊船，讓您欣賞這美麗的港灣景色，您並可看到神秘的惡魔島及天使島。註：今日午
餐自理，建議您可於漁人碼頭自費享用。午後前往市中心參觀造型優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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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花街】是電視電影拍攝最喜愛的場
景，原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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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來舊金山的必遊景點。摩登的【聯合廣場】是最熱鬧的繁華街，周圍有各式商店、精品店、名
店林立，對血拚一族來說，這裡是購物的天堂。
【貼心贈送】★本團贈送行李束帶每人乙個。註：以上物品將另行於機場集合出發時發送予各位貴賓。

(早餐) Ｘ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Doubletree By Hilton 或 Marriott 或 Sheraton 或 Crowne Plaza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舊金山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佛雷斯諾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是美西最負盛名的國家公園，美如其名，位於加州中部內華達山脈，面積約 3081
平方公里，是美國西部最美麗、造訪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之一，與大峽谷、黃石國家公園齊名，聯合國
已列入為世界自然遺產之一。它也是第一個受到美國聯邦政府保護的自然區，耀眼亮麗的翡翠森林，無
所不在花崗石，閃爍的銀色湖泊，形形色色的花草樹木，尖細起伏不定的山脊和高聳的懸崖，交叉形成
令人驚豔的美景。註：若遇到下雪過大或特殊狀況，導致道路封閉或國家公園封閉時，行程則改以《十七哩海岸》替代，
敬請見諒！

首先抵達優勝美地山谷，您可散步進入著名的優勝美地瀑布，壯觀之美不言而喻。隨後映入眼簾的是冰
河期時期形成的船長巨岩，此岩石號稱為地球上最大的一塊石頭；然後您可看到新娘面紗瀑布，這道瀑
布宛如薄紗一般，經常被風吹得斜向一邊，水量極少的時候，瀑底甚至未及地面就已蒸發消散。最後前
往隧道觀景點，您可欣賞整個優勝美地典型的 U 字形冰河谷地，讓您讚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能力，是公
園裡最熱門的攝影景點。還有在國家公園內多處均可觀賞到的半圓頂，也因光線轉移變化萬千，是優勝
美地家喻戶曉的標誌。註：因國家公園內團體不方便安排用餐，為了節省時間，今日午餐敬請自理。建議您可在遊客中

心，自行付費享用輕便簡餐。

午後離開美麗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前往加州農業重鎮～佛雷斯諾。晚餐安排於美式 Applebee's 聯鎖餐
廳享用美式風味餐。註：遇 Applebee's 客滿時，則改 Outback 美式風味餐替代，敬請見諒！

(早餐) 旅館內用 (午餐) 園區內敬請自理 (晚餐) Applebee's 美式風味餐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或 Hampton Inn 或 Radisson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佛雷斯諾巴斯托名牌大賣場(Outlets At Barstow) 拉斯維加
早餐後，專車離開佛雷斯諾前往巴斯托，此鎮為西部鐵路與陸路之轉接站。隨後安排前往位於【巴斯托
的名牌大賣場(Outlets At Barstow) 】
，Coach、Michael Kors、Banana Republic、Polo Ralph Lauren、
Tommy Hilfiger、Timberland、Calvin Klein、Nautica、Guess、Gap、Nine West、Old Navy、Nike、
Reebok、Samsonite....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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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時；為了讓您有充份時間享受購物的樂趣，今日午餐敬請自理。

【美食推薦~建議自費享用：加州超人氣美味漢堡～In-N-Out Burger】
In-N-Out 享有《全美最好吃的漢堡》稱號，也是讓加州人引以為傲的美食。在南加州遍布的 In-N-Out
漢堡，雖然菜單上只有普通漢堡、起司漢堡、雙層漢堡(Double-Double)三種，但它還有隱藏版菜單喔！
點餐時可以要求店員將任何一款做成「猛獸風格(Animal Style)」
，即漢堡中的圓蔥經過煎烤、再加入更
多醬料，此種風格的漢堡吃上去口味更加濃郁，也可以減少生圓蔥的辣味。另外，食量小、不喜歡漢堡
外層麵包的，也可以要求將漢堡做成「蛋白質風格(Protein Style)」，即把外層麵包換成厚厚兩層生菜，
不僅減少了漢堡的油膩味，更降低卡路里，讓愛美女士願意享用。
滿足完購物慾後，隨後驅車前往夜夜笙歌、越夜越美麗的賭城～【拉斯維加斯】
。白天像極一位 80 歲的
老太婆，當華燈初上她就像施了魔法一般，即蛻變成一位 18 歲美麗的少女，它就是個如此不可思議的
城市，讓您深深為它著迷！
晚餐後您可自費參加最燦爛、最經典的賭城夜遊，不論是金殿的人造火山爆發，還有凱撒宮的雕像秀，
我們都將帶領您飽覽無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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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
的大型天幕秀，精彩剌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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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您也可自費欣賞聞名全世界的太陽劇團《KA 秀》。註：夜遊景點如遇
關閉維修或是天候因素無法表演時，則改以其它景點替代，敬請見諒！

(早餐) 旅館內用 (午餐) 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Excalibur 或 Circus Circus 或 Stratosphere 或 The Orleans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拉斯維加斯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 拉芙林

今日一早專車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 】。世界享譽盛名的大峽谷，是由科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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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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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時間許可，您可以自費搭乘直升機從空高俯瞰壯麗的大峽谷美景。
午餐安排位於大峽谷口的 Canyon Plaza Resort 享用美式自助餐。午後驅車前往內華達州的另一個賭城
～【拉芙林】
。拉芙林是一個小賭城，因為傍著科羅拉多河，所以有《水上賭城》之稱，這裡的光線顯得
柔和，在河邊閃著點點燈光。若說拉斯維加斯是大家閨秀，那麼拉芙林就是小家碧玉了。
今晚夜宿於水上賭城－拉芙林，晚餐安排於旅館內享用美式自助餐。

(早餐) 中式稀飯餐盒 (午餐) 美式自助餐 (晚餐) 旅館美式自助餐
住宿：Harrah's 或 Aquarius 或 Edgewater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拉芙林卡巴松名牌大賣場(Cabazon Outlets &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洛杉磯
今日專車前往位於棕櫚泉附近的【卡巴松(Cabazon) 】，有兩個有名的購物中心，一個是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另外一個是和隔壁較小的 Cabazon Outlets。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座落在寬廣的沙漠景致中，擁有大約 120 家的專賣店，標榜可省下購物
預算 25%到 65%，受到歡迎的一大原因是寬敞美觀的購物環境，雖然是過季商品，但每一家店仍然將
所有的物品排列的十分整齊，清楚標示現在的賣價與原本的定價，讓消費者一目了然。通常過季商品因
流行性或尺碼齊全不同而有不同的定價策略，越是不易褪流行和尺碼較齊全者，價格較高，反之則定價
較低，一般約為原本定價的六、七折左右，也有低至三、四折的。其中擁有較大賣場的包括 Esprit、Ann
Taylor Loft、Liz Claiborne、Timberland、G.H. Bass、Levis、Off 5th Sakes Fifth Avenue、Guess、
Nike、Gap 等，其他像 Versace、Gucci、Escada、Burberry、Donna Karan 等也相當受到消費者青
睞。註：Outlet 購物停留時間約 3-4 小時；為了讓您有充份時間享受購物的樂趣，今日午餐敬請自理。
傍晚帶著大包小包的戰利品，驅車返回洛杉磯。晚餐安排享用獨特風味的韓式鐵板燒(牛小排、豬肉、雞
肉三選一)+海鮮嫩豆腐煲，其中海鮮嫩豆腐鍋是以嫩豆腐、蛤蠣、牡蠣、鮮蝦精燉的海鮮盅，熱騰騰上
桌時，海鮮盅裡打個新鮮雞蛋，拌佐白飯食用，每口飯都有夾雜濃郁海鮮味及滑蛋香，鮮嫩的豆腐更有
飽足的海鮮精華。

(早餐) 旅館內用 (午餐) 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 韓式鐵板燒+海鮮嫩豆腐煲
住宿：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Ontario Airport 或 Hotel Fullerton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洛杉磯【葛瑞菲斯天文台、市區觀光、蓋帝藝術中心、聖塔莫尼卡】機場
今日前往位於葛瑞菲斯公園內最著名的景點～【葛瑞菲斯天文台】，除了他本身建築造型相當獨特，又
因為坐落於好萊塢的山頂上，視野相當寬闊，因此吸引多部電影與電視影集在這裡拍攝，電影變形金剛
就是其中一部。在這您可遠眺整個洛杉磯，市景盡收眼底；在這您也可清楚的看到另一個著名地標好萊
塢 HOLLYWOOD 九個白色大字母。
之後展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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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全球獨一無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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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比劇院緊接於中國戲院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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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特別安排享用豐盛的中日式海鮮自助餐。午後造訪洛杉磯的寶藏～【蓋帝藝術中心(The Getty
Center) 】
，座落於洛杉磯西北近郊的山丘上，是美國石油鉅子 J. Paul Getty 獻給世人的遺產， 此博物
館是建築設計師 Richard Meier 耗時九年規劃下的傑作，以豐富多樣的館藏、藝術教育課程和美麗迷人
的景觀聞名於世，而高科技設計、現代感十足的建築群， 除了為展品提供完善的保護空間，也往往是
訪客讚嘆的焦點。
隨後前往大洛杉磯相當受歡迎的濱海城市～【聖塔莫尼卡】，只要到洛杉磯，您就絕對不可以錯過聖塔
莫尼卡這個地方。聖塔莫尼卡位於洛杉磯機場北方約８英哩，雖然三面由洛杉磯這世界級大都會所環繞，
卻是遠離塵囂，自成一格；這裡有冬暖夏涼的絕佳氣候、充滿歡樂的碼頭、多采多姿的行人步道、沙灘
上的俊男美女、西班牙風格的住宅、世界級美食、藝術文化，以及琳瑯滿目的高級購物區，有購物慾的
人來到聖塔莫尼卡，千萬不要忘了逛這裡最熱鬧的第三街，保證不會讓您空手而回。註：今日晚餐自理，
建議您可在聖塔莫尼卡選擇您所喜歡的餐廳自費享用。
最後帶著依依不捨心情前往機場。

(早餐) 旅館內用 (午餐) 中日式海鮮自助餐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機上

第7天

洛杉磯桃園

因為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彩的電影，更可以
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早餐) Ｘ (午餐) Ｘ (晚餐) Ｘ
住宿：機上

第8天

桃園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一年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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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早餐) Ｘ (午餐) Ｘ (晚餐) Ｘ
住宿：溫暖的家

 自費活動:
地點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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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 3 小時
夜遊(NIGHT TOUR)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車資、導遊、拉斯維加斯夜間觀光
特別說明： 無
營業時間： 晚餐後配合團體行程

行程費用

幣別：美金
大人：35
小孩：30

於大峽谷(西緣)搭乘最新型的“A 星”直升機於空中鳥瞰那鬼斧神
工，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
。直升機飛入谷底，降落在科
羅拉多河之旁，在谷底乘坐遊艇在大峽谷中遊覽北美洲第二長的
河“科羅拉多河”，仰望峽谷雄偉的風光。
幣別：美金
大峽谷(西緣)直昇機+ 活動時間： 約 1 小時
大人：229
科羅拉多河遊艇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務必於前一天報名)
小孩：229
費用包含： 直昇機機票、遊船船票
特別說明： 若因氣候因素或預訂已滿狀況下，而無法自費搭乘
時，敬請見諒！
營業時間： AM10：00～PM14：00
於大峽谷(南緣)搭乘直升機騰雲駕霧凌空於大峽谷上方，峭壁懸崖
更是矗立在眼前，還可以各種角度、毫無障礙地欣賞大峽谷的壯
麗景色。
活動時間： 約 25-30 分鐘
幣別：美金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務必於前一天報名)
大峽谷(南緣)直昇機
大人：229
費用包含： 直昇機機票
小孩：229
特別說明： 若因氣候因素或預訂已滿狀況下，而無法自費搭乘
時，敬請見諒！
*2017/04/1 起大峽谷直昇機調漲至$229 美金
營業時間： AM10：00～PM17：00
KA 秀結合了雜技、京劇、武術及煙火效果的秀，因為使用了很多
火的元素，所以又被稱為火秀。這是一部史詩英雄傳奇，講述兩
位雙生兒被命的安排，踏上了一次危險的旅途。KA 秀使用了影院
的視覺技術來製造出現場的耀眼效果，是一部史無前例的戲劇表
幣別：美金
演。(星期四及星期五休息)
太陽劇團 KA 秀
大人：130-200
活動時間： 90 分鐘
小孩：130-200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門票 (票價依座位區域而不同)
特別說明： 小孩 5 歲以下不能觀賞
營業時間： 19：00 及 21：30 二場(依訂到的時間為主)
有《世界七大天然奇景之一》盛名的美國大峽谷，1979 年納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行列，1476 英呎深的峽谷景觀，鏤刻
出令人嘆為觀止的奇景。天空步道(Skywalk)是當今全球熱門的景
點，位在大峽谷國家公園西緣，懸掛於離地 1219 公尺的半空，凌
空伸出絕壁達 21.34 公尺的天空步道，登臨其上，彷彿翱翔天空
幣別：美金
大峽谷(西緣)+天空步 的飛鷹一般，透過玻璃橋面，三度空間的峽谷地形一覽無遺。
大人：160
活動時間： 8 小時
道一日遊
小孩：160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務必於前一天報名)
費用包含： 西峽門票、天空步道門票、午餐、車資、導遊
特別說明： 大峽谷西緣接駁車會有與其它團體合車狀況，敬請見
諒！
營業時間： AM08：00～PM16：00

 應 備 證 件: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簽 證 說 明 : ★美國免簽證計劃從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
美國於 2012 年 10 月 2 日宣布台灣加入免簽證計劃(簡稱 VWP)。從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符合資格之台灣護照持
有人，若滿足特定條件，即可赴美從事觀光或商務達 90 天，無需辦理美簽。
一、資格如下：
1.旅客持有之台灣護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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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備國民身分
證號碼。(護照需在出發日當日起算有效期六個月以上)
2.旅客前往美國洽商或觀光，並且停留不超過 90 天。(過境美國通常也適用)
3.倘以飛機或船舶入境，須為核准之運輸業者(檢視核准之運輸業者名單)，並且有前往他國目的地之回程票。
4.旅客已透過旅行許可電子系統(ESTA)取得以 VWP 入境之授權許可。
註：以下職業工作者及申請者，不得申請 ESTA 以 VMP 方式入境美國。
欲在美國工作者(無論有給職或無給職)，包括新聞與媒體工作者、寄宿幫傭、實習生、音樂家、以及其他特定職
種，欲在美國求學(F 簽證)或參加交換訪客計劃者(J 簽證) 團費不包含申請 ESTA 費用$14 美金(需$500 台幣)。旅
客只需填寫中文表格(向業務人員索取)及提供護照影本。 若是由我們為您代為申請 ESTA，若沒被核准，您則需
自行支付$4 美金處理費。 曾被拒絕 ESTA 授權許可，或有其他違反移民法事項者，也不得申請 VMP 方式入境
美國。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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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臺灣地區無戶
籍國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未滿 20 歲設立戶籍後首次出國，應先向外交部申請含有國民身分證字號之我國護
照，始可持憑出國。
「旅行許可電子系統」
(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
美國國土安全部於 2009 年 1 月 12 日開始實施
ESTA)的登錄方案。旅行許可電子系統是一個國土安全部新設的線上系統，也是入境美國免簽證專案 (Visa Waiver
Program, VWP) 裏的一項基本要件。
所有以免簽證專案赴美的會員國國民或公民必須在登機或登船前往美國之前取得一份核准的 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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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下列護照進入美國需先上網申請 ESTA，目前有 38 個國家：若有增減免簽之國家以 AIT 網站公布為主。
安道爾，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汶萊，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匈牙利，冰島，
愛爾蘭，義大利，日本，拉脫維亞，列支敦士登，立陶宛，盧森堡，馬耳他，摩納哥，荷蘭，紐西蘭，挪威，葡
萄牙，大韓民國，聖馬力諾，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希臘，台灣等 37
國。
二、下列旅客不適用 VWP，而必須申請非移民簽證：
欲在美國工作者（無論有給職或無給職），包括新聞與媒體工作者、寄宿幫傭、實習生、音樂家、以及其他特定
職種。 欲在美國求學（F 簽證）或參加交換訪客計劃者（J 簽證）。 前往其他國家而途中需要過境美國的空勤或
航海組員(C1/D 簽證) 。 欲在美國求學（F 簽證）或參加交換訪客計劃者（J 簽證）。 以私家飛機或私人遊艇入
境美國者。 美國依據《2015 年改善免簽證計畫暨防範恐怖份子旅行法案》(此法)實施新規定。
適用免簽計畫 38 個國家國民，★曾在 2011 年 3 月 1 日以後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
或葉門國籍或旅行，或在此七個國家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其中一國，不再有免簽資格(自 2016 年 1
月 21 日起其 ESTA 旅行許可將自動失效)，上述類別旅客仍可依照一般簽證程序在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赴美
簽證。
旅遊許可電子系統(ESTA)線上說明(Q&A)

★美國即日起依據《2015 年改善免簽證計畫暨防範恐怖份子旅行法案》適用美國免簽計劃 38 個國家公民，曾在
2011 年 3 月 1 日以後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或葉門國籍或旅行或在此七國國家停
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不包括為了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因外交或軍事目的赴以上七國之旅行)。上述類
別的旅客仍然可以依照一般簽證程序在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赴美簽證。
若 ESTA 沒被核准，則必須透過面試方式另外辦理【美國觀光簽證】： 費用(下列費用以 AIT 網站公告為主)
1.美國非移民簽證費用(依美國在台協會網站公告)
調整後的台幣費率(2012 年 4 月 13 日起生效)，新台幣$4,960 元(恕不退費)
戶名:(依美國在台協會網站公告)
註：AIT 費用說明內會註明當時換算成新台幣的費用。(因美金匯率而做上下調整)
2.面談好後，護照證件由快遞公司送還，再另行自付新台幣 220 元快捷費用。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在美加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服務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旅行業為服務業，
無底薪，所以小費一直是領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
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
參加本行程應付領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美金 10 元：
例如：九天團小費美金 90 元，十天團小費美金 100 元，依此類推。 房間清潔費：每房每天美金 1 元，請置於
枕頭上。 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美金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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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6.01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