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9XAD07AM-T

《經典雙國》古巴ｘ墨西哥：哈瓦那、古董車體驗、親捲雪茄、馬雅金字塔、五星全包式酒店、加勒比海沙灘《經典雙國》古巴ｘ墨西哥：哈瓦那、古董車體驗、親捲雪茄、馬雅金字塔、五星全包式酒店、加勒比海沙灘11
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9/12/07(六) 列印時間：2019/08/15 18:22

 價格說明

特惠  應付訂金： $30,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163,0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

簽證費： 包墨西哥簽證 $1,140

機場稅： 包ESTA $500

備 註： 1.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說明會資料為準 2.外站參團旅客，售價不含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ESTA、機場餐費、墨簽、古巴觀光卡 3.單人房差
$25,000元起 4.成團人數15+1 費用包含： 1.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 2.墨簽、觀光卡 3.領隊、導遊、司機、餐廳、旅館行李小費 4.每人每天1瓶水
5.行程中住宿、交通、餐、景點門票 6.履約責任險每人500萬及意外20萬醫療險 7.2011年三月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或敘利亞，需辦傳統美
簽(需自費) 費用不含： 1.個人護照 2.居住地至機場接送費 3.床頭小費

 行程特色

ML古巴墨⻄哥雙國11⽇

 

★ 感謝同業先進抄襲本⾏程文字內容，好的⾏程就是值得被模仿 ★

★★★改變⼼意只想去古巴？！>>>> 古巴單國 請按我前往！★★★

 
★★★中南美洲系列講座，欣講堂熱烈開辦中！>>>> 請按我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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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優惠】

去中南美洲絕非今天決定明天出發，⽽是需要⻑久規劃。為了準備完善、保證服務品質，

所有中南美團都必須盡早確定是否成團，因此建議您提早計劃您的南美旅遊⾏程。

此團除了墨⻄哥當地、古巴安古巴安排中文導遊，還包含⼩費(110美金美金)、簽證(69美金美金)、Wifi分享機、導覽⽿機 等各項貼⼼服務，

(古巴因當地政策因素限制，故WIFI分享機服務只適⽤於墨⻄哥地區)

還提供給您最多12個⽉的報名優惠選擇，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可享13,000元優惠！

★於出發⽇ 1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10,000元 折扣

★於出發⽇ 8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8,000元 折扣

★於出發⽇ 6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6,000元 折扣

★於出發⽇ 4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4,000元 折扣

★於出發⽇ 2 個⽉前報名並繳付訂⾦，即可享 2,000元 折扣

【超‧早⿃‧優惠】

★該團最先報名付訂前五名團員另加碼 3,000元 優惠！！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適⽤於2019全年度出發⽇

※ 以上早⿃及超早⿃優惠僅適⽤全程參團旅客，JOIN旅客與不佔床孩童恕不適⽤

 
 
 

 

※凡持⽟⼭、國泰世華、台新、台北富邦、花旗、匯豐、澳盛、中國信託、遠東銀⾏等銀⾏信⽤卡，立享3期0利率分期付款，讓您旅遊更easy，輕鬆無負擔。還有5

期、6期、8期可供選擇。詳情請看：銀⾏專區

 行程內容

◆路過參觀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特殊安排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
間 -凡在洛杉磯轉機時間超過6小時，即向每位全程參團之旅客提供餐費USD20

今天，懷著期待及冒險的心情，我們將展開前往位於北美洲千年馬雅古國與加勒比海明珠-古巴與墨西哥雙國之旅。在一切準備就續之後，下午在桃園國際機場集
合，出發前往美國洛杉磯轉機，首先飛往拉丁美洲唯一位於北美洲的文明古國-墨西哥。

餐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在洛杉磯稍作休息後，再轉機前往美洲龍舌蘭國度─墨西哥。預計於清晨抵達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將帶您展開千年馬雅古文明之旅。
墨西哥首都為墨西哥城，找尋一隻老鷹站在仙人掌上咬蛇的地方，千年前阿茲特克人就是遵循部落守護神這句指示，在湖中的一個小島上建成現今墨西哥城市並選

作為永久居住之地。

抵達後前往已被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墨西哥城市區觀光、帶您參觀位於墨西哥城中心點 ● 憲法廣場
(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這裡曾是阿茲特克帝國首都特諾奇帝特蘭 (Tenochtitlán) 的政治中心、世界最大的廣場之一，總面積約為57,600平方米。
接著前往廣場北側參觀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建築 ◎ 墨西哥首都大教堂 (La Catedral de México)、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大教堂長約110米、寬54米
建造時融合文藝復興、巴洛克和新古典主義三種建築風格，始建於1573年歷經近3個世紀，於1823年正式宣告完工。
另外，位於廣場上東側的 ◎ 國家宮 (Palacio Nacional)，最初為阿茲特克皇帝莫泰佐瑪二世所建造，殖民時期則為西班牙的總督，墨西哥獨立後至今國家宮是
墨西哥總統主要辦公和接待外賓的地點。國家宮除了是1810年墨西哥獨立革命之父米格爾‧希達爾哥 (Miguel Hidalgo) 敲響革命鐘聲的地方，另外，國家宮裡
最吸引遊客目光的是由墨西哥壁畫三傑里維拉 (Diego Rivera) 於1929年至1935年間所創作的大型歷史壁畫，它描繪阿茲特克羽蛇神到來、西班牙殖民和獨立革
命戰爭之後的墨西哥整個歷史發展。

接著帶您到著名景點 ◎ 阿茲特克帝國的大神廟 (Templo Mayor) 參觀，大神廟是除了墨西哥首都建址的最早發源地，也是阿茲特克古文明帝國眼中世界的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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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台北Taipei 洛杉磯Los Angeles

第2天
洛杉磯Los Angeles 墨西哥市Ciudad de México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act/index.asp#Sprima=def00L2A07


心點，大神廟為14世紀阿茲特克帝國首都特諾奇帝特蘭的宗教活動中心，一直是國王舉行登基和重大慶典的主要場所，其遺址堪稱為阿茲特克古文明帝國的精
隨。中午將安排您在當地享用午餐。

接著將帶您前往拉丁美洲最著名、堪稱美洲文明結晶的 ● 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Muse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參觀，該博物館的建立是為了保存阿茲特克
重要的文明產物、阿茲特克民族的精神象徵-阿茲特克太陽曆石 (Xiuhpohualli)，是墨西哥尚未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所使用的季節曆。據說當時西班牙入侵者，破
壞城市後就將阿茲特克的太陽曆石埋藏在地底下，據說直到1790年才重新被發現，為了紀念和保存太陽曆石才在此興建國立人類學博物館。該博物館因保存前哥
倫布時期、阿茲特克、馬雅等美洲重要古文明遺物和歷史結晶，在人類學歷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之後帶您參觀墨西哥著名女畫家芙烈達卡蘿生前居住的藍色房子 ◎ 芙烈達藍色故居 ，若您看過著名電影《揮灑烈愛》，影片一開始從二樓降下一張床的地方，就
是墨西哥最著名壁畫家狄耶哥和妻子居住的房子，現在已經改建成博物館供人參觀。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當地料理

旅館

Galeria Plaza或同級

-特奧蒂瓦坎遺址於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特奧蒂瓦坎遺址位於墨西哥市東北方約為50公里處 -墨西哥城歷史城區與霍奇米爾科歷史中
心已於1987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今天享用過早餐後，將帶您到位於墨西哥市東北方約50公里處，美洲重要的文明遺址 ◎ 特奧蒂瓦坎 (Teotihuacan) 參觀，在公元前200年就已經發展成您今日
所見的規模。這座曾是美洲最大的城市，震撼後來的阿茲特克民族，將它稱之為眾神之城 "Teotihuacan" 也就是眾神居住之地的意思。特別的是，據說早在西班
牙人入侵墨西哥時，特奧蒂瓦坎早就沒落呈現荒蕪狀態，也因此躲過西班牙人的破壞，才得以完整保存文明遺址。

隨後獨家安排您參觀 ★ 龍舌蘭酒和麥斯卡爾酒博物館 (El Museo de Tequila y el Mezcal)，龍舌蘭酒被稱之為墨西哥的靈魂、龍舌蘭酒使用龍舌蘭職務的鱗
莖所調製成的酒。麥斯卡爾酒則是西班牙殖民者將葡萄酒和美洲當地酒混合調製成濃度更高的蒸餾酒，亦相當受到當地人歡迎！在這您將有機會品嚐到墨西哥兩大

國酒龍舌蘭酒和麥斯卡爾酒，感受一下墨式的微醺感！

下午將帶您安排前往 ★ 阿茲特克王國千年前建造的水上花園霍奇米爾科 (Xochimilco)，據說19世紀以前更是鮮花貿易的聚集地，在這裡將安排您搭乘小船遊
覽，宛入時光隧道感受阿茲特克人2000年前的生活方式。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當地料理

旅館

Galeria Plaza或同級

-哈瓦那舊城區已於198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古巴由於長達半世紀長期封鎖，旅遊資源匱乏也比較晚發展，當地餐廳和飯店設施相較於歐
洲、美國或其他旅遊地區，也會相對落後些

今天享用過早餐後，將帶您前往機場，搭乘班機飛往古巴首都哈瓦那。

抵達之後 ★ 特別安排您先前往位於哈瓦那東南處12公里的瞭望山莊 (Finga Vigía) 參觀，海明威和妻子在瞭望山莊中度過長達20年的人生歲月，這棟有些破舊
的建築物，據說其《島在灣流中》的著名小說就是在這間小山莊編寫完成的，在這也可以看到海明威生前最愛搭乘出海捕魚的畢拉號小漁船。在海明威的家中您不

可錯過要參觀這位大文豪海明威的私人書房，也記得從瞭望山莊俯視哈瓦那的景色。

大文豪海明威除了熱愛文學創作，也迷戀哈瓦那魅力的飲酒文化，這或許也正是他找尋創作靈感的泉源，海明威曾說過這麼一段話：「My Mojito in La
Bodeguita, My Daiquiri in El Floridita」。今天我們將特別安排您前往哈瓦那著名 ★ 佛羅蒂塔酒吧 (Floridita Bar) 去品嚐傳說當時由海明威和老闆共同調
製的黛伊基里酒 (Daiquiri) 主要以白朗姆酒、加入一些檸檬和蔗糖所調製而成的，據說海明威可以一晚喝上10杯。

海明威小檔案：

海明威於1954年因精通現代敘事文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據說他近1/3的人生是在哈瓦那度過的，海明威熱愛古巴，哈瓦那就像他的家一樣。也許是紙醉
金迷的哈瓦那熱情，也許是堅韌不拘的古巴風情，讓海明威在這裡揮灑出許多世界經典名著，諸如《老人與海》、《喪鐘為誰而鳴》、《島在灣流中》等小說。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當地料理

旅館

NH Capri或同級

第3天
墨西哥市Ciudad de México 特奧蒂瓦坎Teotihuacan 霍奇米爾科Xochimilco 墨西哥市Ciudad de
México

第4天
墨西哥市Ciudad de México <古巴>哈瓦那La Habana

第5天
哈瓦那 La Habana



-獨家哈瓦那城區古董車體驗約為3至4人一輛，安排遊覽著名景點革命廣場、國務院和何塞馬蒂紀念塔 -安排您在La Bodeguita酒吧品嚐著名的Mojito調酒，不
喝酒的客人也可更換非酒精類的飲料

許多遊客到古巴嘴上話題總是離不開古董車，對於街上停放一輛又一輛美式老爺車感到興奮和好奇。今天我們將 ★ 獨家安排讓您在號稱《世界古董車博物館》的
哈瓦那老城區，讓您親自體驗搭乘古董車。將帶您參觀哈瓦那新城區和舊城區著名景點，精心安排最獨特的體驗方式，就是希望讓您對哈瓦那城區留下最深刻的回

憶。古董車體驗活動將安排您遊覽著名 ◎ 革命廣場 (La Plaza de la Revolución) 是古巴政權和軍事重要的地標，亦是舉行國家重要節慶或大型的遊行活動的
地點，能夠容納將近100萬人的廣場，領導人卡斯楚常在革命廣場上發表演說。接著帶您至古巴政治中心著名 ● 國務院、 ● 何塞馬蒂紀念塔遊覽。此塔為紀念倡
導古巴推翻西班牙殖民政權的古巴愛國詩人，何塞馬蒂 (José Martí) 百年誕辰所興建的，高109公尺為當地最具代表性的建築。接著將帶您繞經評選為世界文化
遺產的哈瓦那舊城區: 遊覽 ◎ 老城廣場 (Plaza Vieja) 在這您可以觀賞到圍繞老城廣場的古殖民建築遺跡，如教堂、房屋和老街，在這結束古董車小體驗之旅。
接著將獨家帶您到著名 ★ 哈瓦那俱樂部-蘭姆酒博物館參觀，哈瓦那俱樂部 (Havana Club) 為享譽全球的蘭姆酒知名品牌，在這博物館您將有機會參觀蘭姆酒
歷史及製作過程，也有機會品嚐一小杯調酒。

結束後帶您參觀 ★ 雪茄工廠，親睹神秘的製作過程。接著前往 ◎ 革命博物館Museo de la Revolución，在這您可以了解到古巴從西班牙殖民時期、獨立革命
等歷史。

特別安排帶您到海明威生前最愛的酒吧 ★ (La Bodeguita) 喝杯這裡最著名的是 (Mojito) 調酒。

古巴小檔案：

古巴全稱為古巴共和國，位於加勒比海西北部，東與海地相望，南與牙買加相距140公里，北部和美國的佛羅里達相距200公里，西部則和墨西哥相距210公里，
是由古巴主島和其他小島嶼所組成，是西印度群島中最大的島國，亦有加勒比海明珠的美稱。

古巴於16世紀初西班牙人將古巴變為其殖民地，古巴經歷革命獨立戰爭，最終取得建國。古巴國土面積為110,860平方公里，總人口約為1100多萬人。其主要官
方語言為西班牙語，多數居民信奉天主教。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巴亦是世界上少數國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以及免費義務教育的國家。另外，其文化多元性亦造就古巴在舞蹈，音樂，飲食，電影等在世界

上都具有影響力。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當地料理

旅館

NH Capri或同級

一早享用完早餐後，特別安排您參觀大文豪海明威於1928年初到哈瓦那時所居住的 ★ 兩世界飯店 (Hotel Ambos Mundos)，在這飯店的511號房間，據說海
明威在這裡完成著名小說《喪鐘為誰而鳴》。

獨家特別安排您品嚐古巴最受歡迎的國民美食、也是長多次出現在知名電影中的 ★ 古巴三明治，讓您能親自感受這道國民美食的魅力。並於午時前往機場搭機返
回墨西哥，飛往猶加敦半島的城市坎昆，抵達後驅車前往位於猶加敦中北部，靠近奇琴伊察的小鎮瓦拉多利德並下榻於此，為明天充實的古文明行程做好準備。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古巴三明治
晚餐 ：當地料理

旅館

Mesón del Marqués或同級

-奇琴伊察馬雅遺跡於2007年列為世界新七大奇觀之一、1988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坎昆距離奇琴伊察約200公里

今天將帶您前往參觀2007年選列為世界新七大奇觀之一、猶加敦半島最著名、亦是馬雅文明最後遺址 ◎ 奇琴依察，西元2世紀到10世紀馬雅古典時期，奇琴伊察
曾是馬雅最大且最繁華的城市。奇琴伊察於古馬雅語中譯為在伊察的水井口，神秘的古馬雅文化和古城遺址使其於1988年獲聯合國組織選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將
帶您參觀最著名、譽為馬雅文化最偉大的金字塔雨蛇神金字塔，又稱為庫庫爾坎金字塔 (Pirámide de Kukulcan)。
歷經馬雅人和托爾特克人 (Toltec) 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金字塔設計經過精密的幾何計算，可謂是馬雅人心中的年曆所建造而成，由東南西北四邊斜階梯各91
階，再加上正方形塔頂一共有365個階梯，剛好和太陽曆中一年的天數一樣。更讓世人驚嘆的是，在每年春分"3月21日"和秋分"9月21日"，當陽光照射在金字塔
上會形成一道如同蛇在爬行的身影，順著階梯而下直到和基座底部的蛇頭像會合，馬雅人把這獨特現象奉為羽蛇神的降臨。在這還可以參觀馬雅遺址中最大的球場

(Gran Juego de Pelota)、馬雅人用來觀測天象的橢圓造型天文台和武士神廟的祭壇雕像。之後將安排您在當地享用午餐。接著下午將 ★ 獨家安排您前往位於
世界七大奇觀奇琴伊察附近必訪秘境，參觀一個由天然雨水浸蝕而成的迷人天然井 (Cenote)，據說這裡是千年前古馬雅國王的專屬浴池。
之後將帶您前往國際著名度假海灘坎昆，將安排您入住坎昆全包式度假飯店★2個晚上。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當地料理
晚餐 ：飯店內

旅館

Krystal Grand Punta或同級

第6天
哈瓦那 La Habana <墨西哥>坎昆Cancun 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

第7天
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 奇琴依察Chichen Itza 坎昆Cancun



-圖倫距離坎昆約為131公里

一早用完早餐後，將帶您前往參觀14世紀馬雅文明的重要遺跡 ◎ 圖倫 (Tulum)、這是墨西哥唯一一座緊鄰著加勒比海興建的馬雅古城，古堡如同一座遠眺加勒
比海的文明瞭望塔，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文明遺跡吸引許多愛好馬雅文明遊客們到訪。

中午返回飯店享受全包式的飯店設施，感受加勒比海的熱情魅力。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飯店內
晚餐 ：飯店內

旅館

Krystal Grand Punta或同級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凡在洛杉磯轉機時間超過6小時，即向每位全程參團之旅
客提供餐費USD20

享用過早餐後，出發前往坎昆國際機場，準備離開這馬雅文明古國墨西哥。載著滿滿的回憶，首先撘乘班機飛往墨西哥城再轉至洛杉磯，踏上返回台灣的漫長旅

途。

餐食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晚上辦理登機手續，搭乘班機返回台灣。經國際換日線，夜宿機上，隔天抵達溫暖的家。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飛機簡餐
晚餐 ：飛機簡餐

旅館

飛機客艙或同級

-由於飛航時間較長，建議您可以自行準備頸枕、眼罩等物品，方便您在飛機上也能享有舒適的休息空間

今天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正式結束充滿冒險、神秘、熱情的拉丁美洲文明搖籃與加勒比海明珠，古巴墨西哥雙國探索之旅。在此，期待在下次的旅程中再與您相

見!

餐食

早餐 ：飛機簡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

台灣的家

第8天
坎昆Cancun 圖倫Tulum 坎昆Cancun

第9天
坎昆Cancun 墨西哥市Ciudad de México 洛杉磯Los Angeles

第10天
洛杉磯Los Angeles 台北Taipei

第11天
台北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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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5人以上人以上(含含)，最多為35人以下(含)，機位數不代表成團人數。請旅客於報名時注意此資訊。

2. 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 外站參團 (Join) 的旅客，售價不含台北-洛杉磯來回機票、美國ESTA、古巴觀光卡、墨西哥簽證及洛杉磯機場轉機超過6小時發的餐費。
如選擇從洛杉磯參團，團費則按照全程參團費用扣除如選擇從洛杉磯參團，團費則按照全程參團費用扣除NTD25,000起。起。

4.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5. 此行程持中華民國護照需有以下資料：
A.中華民國護照正本 (建議護照效期:返國日算起六個月以上的效期,簽名勿重覆簽名或塗改)
B.旅客基本資料表

6. 請特別注意：本行程係由達人領隊或專職達人領團，故無自然單間請特別注意：本行程係由達人領隊或專職達人領團，故無自然單間(即無法與領隊即無法與領隊/或達人配房或達人配房)。。
若您為單人報名者，最後如團體成行且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須另支付單人房差若您為單人報名者，最後如團體成行且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須另支付單人房差$25,000元起。元起。

7. 本行程不接受湊票或中途脫隊者。

8. 報名參團限制規定：
請注意！本行程行車路線多有顛簸，當地醫療水平不佳等因素，報名本行程之旅客，基於人身安全及風險考量，應符合下列規定，本公司始受理報名

Ａ：70歲以下：健康狀況良好並具獨立行動力，且無心血管、慢性病、呼吸道、骨質疏鬆等疾病、無懷孕或行動不便或體適能狀態不佳者
Ｂ：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或領有殘障手冊者，應有符合A條件之隨行親友陪同參團，並在親友協助下可獨立完成本行程
C：其餘非上述狀況，而經本公司認定有參團人身或健康風險者，需提供合法醫療院所之旅遊醫學門診所開立之適宜參團證明文件
Ｄ：建議應自行加購旅遊平安險或海外醫療保險

費用包含：

1.全程經濟艙團體機票（含各地機場稅、燃油費）。
2.美國美國ESTA旅行授權電子系統授權許可及古巴觀光卡、墨西哥簽證旅行授權電子系統授權許可及古巴觀光卡、墨西哥簽證(僅包含簽證規費，個人交通費用須自理。墨西哥簽證需本人親自辦理，請詳簽證說明僅包含簽證規費，個人交通費用須自理。墨西哥簽證需本人親自辦理，請詳簽證說明

)。。
3.全程領隊、導遊、司機、餐廳、旅館行李小費。全程領隊、導遊、司機、餐廳、旅館行李小費。

4.每人每天1瓶水。
5.行程中所列之各地住宿、交通、餐食、景點門票等。
6.保險：『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萬  (實支實付實支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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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 』
7.行程中所列之各項贈品與加值服務。

費用不含：

1.個人護照費及個人性消費。
2.居住地至桃園國際機場接送費用。
3.床頭小費。

簽證：

1.古巴
A.依照古巴政府現行規範，我國人持普通護照(6個月以上效期)赴古巴，需要購買觀光卡才能入境，該卡一般效期約為30日。
需於抵達古巴前一站辦理登機手續時，向航空公司購買古巴觀光卡古巴觀光卡。(已含在團費內)

2.墨西哥
A. 依照現行墨西哥商務簽證辦事處於2014年10月17日開始實施新規定，我國人持普通護照(6個月以上效期)赴墨西哥旅遊，持傳統有效美國簽證傳統有效美國簽證的旅客，則不需要

再辦理墨西哥簽證。

B.辦理墨西哥簽證需由本人自行親自至台北市『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面試辦理，需備妥旅行社提供墨西哥當地邀請函、旅行前有效效期最少本人自行親自至台北市『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面試辦理，需備妥旅行社提供墨西哥當地邀請函、旅行前有效效期最少6
個月之護照正本、近期、無配戴眼鏡、彩色、白底、正面之護照專用正式相片一張。個月之護照正本、近期、無配戴眼鏡、彩色、白底、正面之護照專用正式相片一張。(個人辦理墨西哥簽證除規費外個人辦理墨西哥簽證除規費外 ,均應由旅客自行負擔均應由旅客自行負擔)
C.財力證明財力證明:提供最近三個月內之薪資證明，提供最近三個月內之薪資證明，  以及一年穩定就業之英文或西班牙文版在職證明正本及影本。或是最近三個月內每個月餘額至少新台幣以及一年穩定就業之英文或西班牙文版在職證明正本及影本。或是最近三個月內每個月餘額至少新台幣5萬元之萬元之

銀行存款或投資交易明細證明正本或影本銀行存款或投資交易明細證明正本或影本(銀行開立之總餘額證明不適用銀行開立之總餘額證明不適用)。。
D.辦理觀光簽證費用約為30美金，已包含在團費。
E.若申請者非台灣公民，需檢附合法居留台灣之正本和影本。
F.根據墨西哥商務簽證辦事處新規定，若為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與申根國家之合法永久居民則免辦理墨西哥簽證。
G.更多關於墨西哥觀光簽證問題請洽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辦事處
H. 美國在台協會於美國在台協會於2016年年6月月20日公告：日公告：  在在2011年年3月月1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葉門旅行或在此七個國家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葉門旅行或在此七個國家

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的旅客將不再符合資格使用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或入境美國。若有去過此七國請盡速辦理傳統美簽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的旅客將不再符合資格使用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或入境美國。若有去過此七國請盡速辦理傳統美簽(需自費需自費)。。
I.備註：簽證申請一旦受理，無論核發與否，或申請人要求撤件者，所繳費用均將不予退還。

小費：

在美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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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請參考：

* 隨團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司機 (已包含在團費中)
* 餐廳服務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行李服務人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 (已包含在團費中)
* 房間清潔人員之小費：每間房1美金，置於枕頭上
*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WIFI分享器：
-2018年七月(含)以後之出發團體開始免費提供此服務。
-按照分房，每間房提供一台。
-古巴因當地政策因素限制，故WIFI分享機服務不適用。
-網路為4G，但依照各國當地服務品質與地區偏遠程度，網路訊號有可能受到影響。
-流量吃到飽，高速流量500mb之後降速。
-服務將於抵達目的地當天開通，離開目的地那天結束。

https://travel1.liontravel.com/detail/ http://www.sre.gob.mx/taiwan/index.php/zh/informacion-de-visas/64 


電話：

從國外撥回台灣:
該國國際冠碼 ＋ 台灣國 (886) ＋ 區域號碼(去零) ＋ 用戶電話號碼
從古巴撥回台北市：00＋886＋2＋2737-XXXX
從墨西哥撥回台北市：00＋886＋2＋2737-XXXX
使用行動電話時→ 去掉第一個零即可：00＋886＋921-999-XXX

從台灣撥往國外:
台灣國際冠碼(002) ＋ 該國國碼 ＋ 區域號碼(去零) ＋ 用戶電話號碼
從台灣撥往古巴哈瓦那：002＋53＋7＋XXXXXXX
從台灣撥往墨西哥市：002＋52＋55＋XXXXXXX
使用行動電話時：002+53+當地手機號碼

古巴: 國際冠碼 ─ 國碼53
哈瓦那區碼7 皮納德里奧省區碼48 瑪坦薩斯區碼45 西恩富哥斯43
德尼里達區碼41 瓦倫迪爾區碼45

墨西哥:國際冠碼 ─ 國碼52
墨西哥市區碼55 布爺貝拉區碼222 梅里達區碼999 坎昆998

電壓時差：

古巴

1.電壓(伏特)：110V/220V　插座A、B
2.時差：比台灣慢13小時

墨西哥

1.電壓(伏特)：110V/220V　插座A、B
2.時差：比台灣慢14小時

安全守則：

疾病檢疫：

a. 出國前可上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國際疫情資訊，若前往流行病疫區時，請於出國前4至6週至「旅遊醫學門診」由醫師評估
接種疫苗或服用藥物之需求；旅途中或返國途中如出現發燒、嘔吐、腹瀉、皮膚出疹、黃疸等症狀時，請於返國時向機場

檢疫人員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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