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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洲文明七國+古巴、墨西哥22日遊 

 



 

行程特色： 

1. 精心策劃特色行程： 

【特殊景點】  

◎探訪中部美洲 Mesoamerica 文明九國： 

 『民族熔爐』之國【貝里斯】－唯一中美洲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馬雅風情』之國【瓜地馬拉】－隨處可見馬雅遺族穿著色彩鮮艷的民俗服飾。 

 『石碑浮雕』之國【宏都拉斯】－擁有馬雅藝術最高成就且完美的可邦。 

 『中美蕞爾』之國【薩爾瓦多】－中美洲最小國家，衍義＜救世主＞的國度。 

 『環湖大國』之國【尼加拉瓜】－中美洲最大國家，境內擁有中美洲最大湖泊－尼加拉瓜湖與馬納瓜湖。 

 『生態和平』之國【哥斯大黎加】－生態保護，不遺餘力，更是世界先例將軍隊於憲法中廢除。 

 『雙洋橋樑』之國【巴拿馬】－擁有國際航道、節省大西洋通往太平洋航道時間的新舊巴拿馬運河。 

 『雪茄烈酒』之國【古巴】－衍義＜福地＞的古巴，盛產雪茄、蘭姆酒。 

 『阿茲克特』之國【墨西哥】－阿茲克特人奉神諭指示，在此建立「眾神之都」王國。 

◎馬雅文化遺址之旅：瓜地馬拉的提卡爾、宏都拉斯的可邦、墨西哥的吉傑以札與土倫。 

◎阿茲特克帝國遺址之旅：墨西哥的迪奧狄華肯。 

◎中美洲勝者獻祭【蹴球場】之旅：瓜地馬拉的提卡爾、宏都拉斯的可邦、墨西哥的吉傑以札。 

◎中美洲咖啡之旅：瓜地馬拉的安提瓜炭燒咖啡。除了了解栽培、烘培過程之外，亦可了解咖啡引進經過。 

◎特別安排哥斯大黎加人所遴選「哥斯大黎加七大奇景」之一蒙特維德生態保護區國家公園。 

◎哥斯大黎加『生態之旅』：綠山雲霧森林保護區：雨林空中漫步、全世界最小鳥類的蜂鳥園。 

◎白銀之都: 塔克斯科 Taxco，被美國 CNN 旅遊節目網站票選為全球 10 大最美小鎮之一。 

◎ 參觀墨西哥聞名的國立人類學博物館，讓您更透徹地了解已知最古老的美洲文明－奧爾梅克文明、以

墨西哥市為中心的阿茲克特文明和以猶加敦半島為主的馬雅文明。 

◎ 貝里斯最富盛名的即是亮藍的天空、海水與美麗的大堡礁。特別安排出海體驗加勒比海風情和尋找海   

   牛，絕對是趟前所未有的旅程。 

◎參觀被稱為「世界橋樑」、以縮短大西洋與太平洋航程距離聞名的新巴拿馬運河與舊巴拿馬運河。 

◎拜訪「加勒比海之珠－古巴」，在這個擁有美麗海灘的浪漫拉丁國家，參觀蘭姆酒工廠。 

 

【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參觀 8個世界遺產城市－提卡爾馬雅遺址、安提瓜舊城、可邦馬雅遺址、哈瓦那舊城、吉傑以札遺址、

墨西哥市舊城及阿茲克特水上花園、迪奧狄華肯阿茲克特遺址。 

 

2. 減少旅途舟車勞頓：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搭船前往貝里斯市東方海域－西班牙展望島，並搭船至海牛棲息洞之處，可見到不同的野生動物－鳥

類、紅樹林、海牛，運氣好的話亦可遇見海豚。(若逢天候不適的問題，則改安排其他觀光且不予退費)。 

◎搭船遊覽美麗的尼加拉瓜湖，山湖交錯、樹影搖曳的美景更令人心曠神怡。 

◎安排霍契米爾科五彩繽紛的畫舫船航行於水上花園，彷彿划入時光隧道，感受二千年前阿茲克特人在地

生活。 

  

 



3. 精心安排食宿： 

◎特別安排品嚐餐當地美食，以餐食的多樣化與豐富的內容，滿足您挑剔的味蕾，體驗當地傳統風味！ 

◎住宿多以四星、五星級為主，享用自助式早餐、風味餐、中式餐等。 

◎海明威料理：親臨【老人與海】作者—海明威的故居，並於海明威與好朋友共進餐食的餐廳用餐。 

 

 

4. 豐富旅行紀念： 

◎拜訪加勒比海的珍珠─古巴，是個擁有美麗海灘的浪漫拉丁國度。並欣賞著名的亞熱帶大型歌舞秀。 

◎瓜地馬拉咖啡巡禮：參觀咖啡園以了解生長在火山的安提瓜咖啡的生長環境、去殼、洗淨、烘乾等栽培 

  種植過程，品嘗安提瓜的咖啡有種與眾不同的香味。 

  

5. 增加旅遊時間： 

◎用心規劃，行程不重複，讓您遊覽更多景點。 

 

出團日期：11/15 日、2/10 日、3/02 日  

          

第 01 天  台北洛杉磯 LOS ANGELES墨西哥市 MEXICO CITY 

         TPE/LAX、AM 649 2330/0515+1 (飛行時間：11：20、03：45 時) 

         搭機飛往美國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磯，因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日晚上抵達，並於機場候機 

         轉機前往墨西哥第一大城－墨西哥市。夜宿機上。 

         早餐：X                     午餐：X                  晚餐：X 

        【宿】：機上 

  

第 02 天  墨西哥市 53 km 迪奧狄華肯 TEOTIHUACAN 53 km 墨西哥市 

         一早飛抵墨西哥市並前往 ★迪奧狄華肯─有諸神之都之稱，是二千年前建成的古城，當阿茲    

         特克人發掘此地時，認為這些大規模的建築絕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因而將此取名為"迪奧狄華 

         肯"。佔地約二十一平方公里，人口卻有二十萬人。今日順著長 2 公里、寬 45 公尺的"慶典大道"， 

         在此您可參觀羽蛇神金字塔、地下神殿、太陽金字塔、月亮金字塔、美洲虎宮殿。回程參觀★ 

        『瓜達露佩聖母』教堂，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幸有西班牙『瓜達露佩聖母』加持，而此信仰 

         也帶至新大陸，而此教堂正是『瓜達露佩聖母』顯靈予璜．狄亞哥聖者興建聖殿之處。 

         早餐：機上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BARCELO 或 CAMINO REAL 或 NH CENTRO HISTORICO HOTEL 或 KRYSTAL 或同級 

          

 

 

 

 

 

 

 

 



第 03 天  墨西哥市 171 km 塔克斯科 Taxco(白銀之都) 

         今日前往古城塔斯科，是一個以銀礦致富的城市，有「白銀之都」的稱號。被美國 CNN 旅遊節 

         目網站票選為全球 10 大最美小鎮之一。1543 年左右被西班牙殖民統治後才首度發現大量銀礦， 

         大批的礦工和淘銀者湧入，山城內 因此有了許多西班牙風格的建築物，當時從塔斯科開採出的 

         銀礦或銀製品大 批輸往歐洲，塔斯科一個以銀礦致富的城市因此有了「白銀之都」的稱號。整 

         個小鎮被政府規劃為國家歷史古蹟保護的文化資產、依山而建。參觀▲聖塔碧斯卡教堂建於 1751  

         年，為墨西哥巴洛克式建築，中世紀的風貌與淡紅色的牆壁。續往▲玻達廣場（Plaza Borda）、 

         ★塔克斯科博物館（Museode Taxco Guillermo Spratling）、▲銀器博物館（Museo de la Plateria）。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MONTE TAXCO HOTEL 或同級 

 

第 04 天  塔克斯科 171 km 水上花園 19 km 墨西哥市 

         墨西哥市是世界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也曾經是阿茲克特王國所在地，更是世界遺     

         產城之一。前往阿茲克特王朝所建的 ★”水上花園”，此花園是一條乾淨寬闊之水道，十九世 

         紀以前此地是船舶往來鮮花貿易的聚集地，現在是墨西哥市著名的歷史人文風景區。在此特別 

         安排五彩繽紛的★畫舫船航行於水上花園，彷彿划入時光隧道，感受二千年前阿茲克特人地生 

         活。返回市區，經過第一條大道●雷霍魯曼大道是馬克西米廉皇帝以模仿巴黎香榭麗舍大道而 

         建的。之後參觀由阿茲克特王朝建於一世紀的▲中央廣場，此處為西班牙殖民時代的精華區包 

         括：美洲大陸最大，最具有規模的教堂▲大都會主教堂、紅色火山石所建的西班牙親王官邸－ 

         ▲國家宮及★阿茲特克遺跡。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BARCELO 或 CAMINO REAL 或 NH CENTRO HISTORICO HOTEL 或 KRYSTAL 或同級 

 

第 05 天  墨西哥市 哈瓦那 HAVANA (古巴) 

         4O 2902 1525/1905 (飛行時間：02：40 時) 

         續在墨西哥市參觀收藏豐富的★國立人類學博物館，此是墨西哥歷史文物的精華所在，舉凡已   

         知最古老的美洲文明－奧爾梅克文明、以墨西哥市為中心的阿茲克特文明和以猶加敦半島為主 

         的馬雅文明皆有。午後搭機飛往有〞加勒比海之珠〞之稱的古巴首都－哈瓦那。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或機場簡餐 

        【宿】：PANORAMA 或 HOTEL QUINTA AVENIDA 或 MEMORIES 或 NACIONAL 或同級 

 

第 06 天  哈瓦那 

         棒球、雪茄、卡斯楚是國人對古巴的印象，尤其雪茄是古巴國寶級的產物，世界馳名，其中以   

         Cohiba 最有名，只要識貨，在此可買到很便宜且品質好的雪茄。今日帶您參觀另一項古巴特產 

         －甘蔗，古巴人將甘蔗壓榨後，再經由發酵、蒸餾後而成蘭姆酒，蘭姆酒是用來調製雞尾酒， 

         在此參觀★蘭姆酒博物館。續往 哈瓦那市老城區觀光：昔日哥倫布遺體曾安置於教堂內的▲ 

         大教堂、▲劇院、▲中央公園、昔日西班牙殖民時期★政府大樓(現為博物館)和參觀★〝老人與 

         海〞作者海明威曾居住過的旅館。晚上欣賞「亞熱帶」大型歌舞秀。 

         早餐：旅館內西式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酒店內                        

        【宿】：PANORAMA 或 HOTEL QUINTA AVENIDA 或 MEMORIES 或 NACIONAL 或同級 

           



第 07 天  哈瓦那坎肯 CANCUN(墨西哥) 

         4O 905 1655/1815 (飛行時間：01：20 時) 

         今早前往〝老人與海〞的美國知名作家★海明威故居，他居住的拉維希亞牧場位於哈瓦那東邊，  

         海明威於此居住了 20 多年(1939—1960)並於此孕育出其知名作品〝老人與海〞，此處仍保有他最 

         後離去的景象。午後時分飛往墨西哥加勒比海渡假勝地─坎肯。坎肯是墨西哥加勒比海邊熱門 

         的休閒渡假中心，有著陽光、沙灘和藍得令人陶醉的海水與天空。抵達後，前往坎肯渡假旅館， 

         放慢腳步，沉澱自己，換上輕鬆怡然的心情，盡情悠然地享受美麗時光。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機場簡餐             晚餐：中式或當地餐 

        【宿】：PRESIDENTE INTERCONTINENTAL 或 WESTIN RESORT AND SPA 或 FIESTA INN LAS 

               AMERICAS 或同級 

          

第 08 天  坎肯 198 km 吉傑以札 CHICHEN ITZA 43 km 華拉杜利德 VALLADOLID  

         位於猶加敦半島上的 ★吉傑以札遺跡，是古馬雅文明後期的建築，此城市建於西元五世紀，     

         但在七世紀末，不知什麼原因馬雅人離開了，大約經過了三百多年托爾特克領導者－羽蛇帶領 

         族人來此定居，所以吉傑以札遺址是融合馬雅人及托爾特克人的偉大建築文明。今日參觀馬雅 

         人對數學才能及羽蛇祭祀活動處的▲城堡金字塔、上千石柱圍繞的▲戰士神殿、完美建築藝術 

         及精確計算出日月變化的觀察站－天文台、全墨西哥最大的蹴球場及聖泉等。傍晚前往華拉杜 

         利德。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ECOTEL QUINTA REGIA 或同級 

          

第 09 天  華拉杜利德 105 km 土倫 TULUM 253 km 切圖馬爾 CHETUMAL  

         土倫是前哥倫布時期瑪雅文明防禦城市的一個遺址，是科巴的一個主要港口。▲土倫遺址位於 

         12 米高的懸崖上，沿著墨西哥金塔納羅奧州加勒比海尤卡坦半島東海岸。圖盧姆是瑪雅文明最 

         後建造和居住的城市之一，13 和 15 世紀之間為其最繁盛時期，在西班牙人占據墨西哥後還存在 

         了 70 年。舊世界的西班牙殖民者帶來的疾病似乎一直是其滅亡的原因。參觀完後驅車前往切圖 

         馬爾，墨西哥東南部金塔納羅奧州城市，位於尤卡坦半島之上，為該州首府。總人口 151,243。 

         切圖馬爾是一個成長中的小城市，有國際機場、馬雅文化的博物館、以及動物園。切圖馬爾的 

         經濟受到地理位置的影響。切圖馬爾距離貝里斯很近，貝里斯 Corozal 的免稅區吸引許多人到切 

         圖馬爾，也為切圖馬爾的商人提供了市場。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FIESTA INN CHETUMAL 或同級 

 

 

 

 

 

 

 

 

 



第 10 天  切圖馬爾 158 km 貝里斯市 BELIZE CITY (貝里斯） 

         越過邊界前往貝里斯市－是加勒比海的美麗港都、亦是貝里斯舊都(新都貝爾摩邦)，她有白色沙 

         灘、美麗的大堡礁、碧海藍天是個渡假天堂。今日★搭船前往貝里斯市東方海域，環繞佔地 187 

         英畝的西班牙展望島，此為珊瑚礁所形成的沙島，碧綠海水、白色沙灘盡入眼簾。海牛主要分 

         佈於熱帶海域，而且僅分佈於大西洋海盆一帶，一解曾被航海水手誤認為美人魚的海牛生態。 

         此海域為海牛棲息之處，亦有機會見到不同的野生動物－鳥類、紅樹林、海牛，運氣好的話亦 

         可遇見海豚。(若逢天候不適的問題，則改安排其他觀光)。 

         早餐：旅館餐盒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HOTEL RADISSON FORT GEORGE 或 PRINCESS HOTEL 或 BILTMORE PLAZA 或同級 

  

第 11 天  貝里斯市 170km 提卡爾 TIKAL（瓜地馬拉）40km 佛羅雷斯瓜地馬拉市 

         AV 7973 2019/2117 (飛行時間：00：58 時) 

         上午前往世界最大馬雅文明遺跡之一的 ★提卡爾國家公園，始建於西元前四世紀，七世紀末  

         為其黃金時期，曾是馬雅最大最強盛的城邦，而其最大的特色是隱藏於叢林裏，直到一百多年 

         前才被發現，尤其是馬雅聖樹－木棉樹，盤根錯節地環繞馬雅神殿，更加深其神秘色彩，唯有 

         登上壯觀的神殿，更能領略叢林與神殿共同譜出的大自然交響曲。在此參觀提卡爾文明標記的 

         大廣場、最大的一號神殿及二號神殿，一號神殿高約 37 公尺、二號神殿約 48 公尺，正面階梯 

         坡度約 70 度，更突顯神殿的高聳筆直，與其他文明神廟大異其趣；接著參觀其它神殿及遺址， 

         沿途並可欣賞提卡爾國家公園的美景及傾聽鳥叫蟲鳴的大自然樂章。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西式套餐 

        【宿】：RADISSON HOTEL AND SUITES GUATEMALA CITY 或 BARCELO HOTEL 或同級 

          

第 12 天  瓜地馬拉市 GUATEMALA 22km 安提瓜 ANTIGUA 22km 瓜地馬拉市 

         安提瓜市在十六世紀中期是西班牙殖民時代的首都，是第三座首都，但毀於 1773 年的大地 

         震，只好遷都至瓜地馬拉市。在安提瓜除了可遠眺這個城市附近的三座火山之外，並可參觀以 

         阿馬斯廣場為中心的殖民時代▲總督府、▲大教堂、▲市政廳宮殿。此城素以西班牙「穆德哈」 

         式聞名，古樸街景、中庭建物仍保有西班牙安達魯西亞風格，沿街商店只見馬雅原住民手工織 

         成的紡織品及民俗藝品。午後安排「咖啡巡禮」，參觀★咖啡園以了解咖啡的生長環境、去殼、 

         洗淨、烘乾等栽培種植過程。安提瓜的咖啡有種與眾不同的香味，據說是因生長在火山半山腰 

         上，有着較多地理與氣候溫和的優勢，不如自行品嚐安提瓜聞名的「炭燒咖啡」。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中式餐 

         【宿】：RADISSON HOTEL AND SUITES GUATEMALA CITY 或 BARCELO HOTEL 或同級 

         

 

 

 

 

 

 

 

 



第 13 天  瓜地馬拉市 180km 可邦（宏都拉斯） 

         今早前往邊界來到宏都拉斯的 可邦。可邦建於二世紀，在公元 5 世紀到公元 9 世紀達到鼎盛，     

         直到 1839 年才被美國探險家史蒂芬所發現，同時只花了 50 美金就買到了這塊馬雅遺址。在眾 

         多馬雅遺址中，可邦是以精美的石碑浮雕聞名，數量之多在遺址中是少見的，大多豎立在中央 

         廣場，及猶如希臘衛城的『政教中心』，而此『政教中心』是由一連串馬雅『階梯金字塔』、小    

         廣場及宮殿所組成，同時在中美洲較大的遺址都有蹴球場，而可邦是其中的一座，根據中美洲 

         文明對於宗教的熱情，勝者獻祭，成為祭品被認為是神聖的，是屬於榮耀。在此也特別安排馬   

         雅藝術最高成就、獨特的★可邦石碑浮雕博物館。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旅館內用餐 

        【宿】：HOTEL MARINA COPAN 或 CLARION HOTEL COPAN RUINAS 或同級 

          

第 14 天  可邦 150km 聖薩爾瓦多市 SAN SALVADOR(薩爾瓦多)  

         上午越過邊界前往薩爾瓦多，經過薩國北邊梅塔班城市，它以保有薩爾瓦多最好的西班牙殖民    

         時期的教堂聞名。再往薩爾瓦多第二大城-聖安娜，是觀光客最喜歡到薩國來尋獲薩國傳統與文 

         化的城市。城市位海拔 665 公尺高的高原，由美麗的綠色山丘環繞，城南還有薩國境內最高的 

         聖安娜火山。午餐後續往首都－聖薩爾瓦多市，抵達後市區觀光：位於市中心點之▲大都會教 

         堂、▲總統府、●國家劇院及▲自由廣場。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中式餐 

        【宿】：BARCELO HOTEL 或同級 

           

第 15 天  聖薩爾瓦多馬納瓜 MANAGUA 50km 格拉那達 GRANADA（尼加拉瓜） 

         TA 396 0835/0930(飛行時間：00：55 小時)  

         上午搭機飛往尼加拉瓜首都─馬納瓜。火山多是中美地峽地質上的一大特色，幾乎每個國家都 

         有，今天將造訪★馬薩雅火山口欣賞火山之壯麗景色，再參觀★火山博物館和▲馬薩雅手工藝 

         品大賣場。隨後轉往頗有西班牙風味的格拉那達市享受此一寧靜之小鎮，前往中美洲第一大湖、 

         景色優美的尼加拉瓜湖，其面積約 32 個台北市大、（9,000 平方公里）並有 300 多個島嶼，而這 

         些島嶼大多被用來作為休閒場所或種植芒果、香蕉…等水果。在此搭船★遊覽美麗的湖，山湖 

         交錯、樹影搖曳的美景更令人心曠神怡。 

         早餐：旅館內或餐盒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旅館內用餐 

        【宿】：HOTEL PLAZA COLON 或同級 

         

第 16 天  格拉那達 295 km 綠山雲霧森林保護區 MONTEVERDE CLOUD FOREST P (哥斯大黎加) 

         今晨離開格拉那達前往尼加拉瓜與哥斯大黎加的邊界，約於中午時分完成過關手續進到哥斯大 

         黎加。哥斯大黎加對生態的保護是遠近馳名，全國有 32 個國家公園、為數眾多的生態保護區及 

         動物保護區，生態之旅更是世界之最；而特別安排哥斯大黎加人所遴選出「哥斯大黎加七大奇 

         景」之二－蒙特維德雲霧森林保護區，此皆屬於蒙特維德生態保護區，別名『綠山生態保護區』 

         的範圍。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 

        【宿】：EL ESTABLO HOTEL 或 POCO HOTEL 或 同級 

         

 



第 17 天  綠山雲霧森林保護區 149 km 聖荷西 SAN JOSE 

         綠山雲霧森林保護區約 10500 公頃，園區裡有超過 100 多種哺乳類動物、400 多種鳥類、500 多  

         種蝴蝶、120 多種兩棲爬蟲類、2500 多種植物、420 多種蘭花及上千種的昆蟲。園內的★蜂鳥園 

         位於保護區的入口處，此處可見世界最小的鳥類－蜂鳥，其色彩鮮豔且是世界上唯一可往後飛 

         行的鳥。之後展開今日最驚險刺激之旅－空中漫步 SKY WALK，步行於雲霧森林的樹冠旁，讓 

         您體驗『漫步在雲端』之感，共經過六段吊橋，其中最長的有超過 300 公尺，您可從半空中尋 

         找此處的動植物，包括馬雅聖鳥－鳳尾綠咬鵑、大嘴鳥及其它色彩豔麗的鳥類，或是野豬、小 

         鹿、猴子、樹獺等陸上動物。隨後往位於首都「聖荷西」。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RADISSION SAN JOSE HOTEL 或同級 

 

第 18 天  聖荷西 SAN JOSE 巴拿馬市  

         AV 699 1030/1240 (飛行時間：01：10 時) 

         上午搭機飛往運河之國─巴拿馬，抵達後前往 Casco Viejo 這是巴拿馬城的歷史街區和文化瑰   

         寶。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17 世紀由西班牙人建立，歷經數百年以及不同 

         年代的建築，街道上到處都是古老建築，或作住宅、教堂和政府大樓，其中有些建築經過修復， 

         現在設有博物館、美食餐廳，古色古香的商店和高檔住宅。其他建築物年久失修或完全毀壞，      

         貧困家庭的住宅與隔壁的改建獨家建築物並列，可以很好地窺探該地區歷史悠久的歷史。巴拿    

         馬市是西班牙人建立的第一個位於太平洋沿岸的城市，所以古城區充滿著西班牙式建築風格， 

         參觀殖民時期的舊城：▲總統官邸、▲國立劇院、▲大教堂、▲法院、▲法蘭西斯廣場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當地餐             晚餐：中式餐 

        【宿】：LAS AMERICAS GOLDEN TOWN 或同級 

         

第 19 天  巴拿馬市 75 km 科隆 COLON 75 km 巴拿馬市 

         巴拿馬運河的開鑿是要節省大西洋通往太平洋航道的航行時間，於 1913 年開鑿完工，總計約花     

         6 億 7 千萬美金，全長 81.3 公里，最寬的地方 304 公尺、最窄 152 公尺。今日參觀連接大西洋 

         與太平洋間最短距離的▲新巴拿馬運河與舊巴拿馬運河，首先前往科隆商港大西洋岸上的三段 

         閘門－GATUN，觀賞船隻通過運河水閘門，緩緩移動的情形。隨後參觀★巴拿馬運河博物館。 

         早餐：旅館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中式餐 

        【宿】：LAS AMERICAS GOLDEN TOWN 或同級 

         

第 20 天  巴拿馬市墨西哥市洛杉磯 

         AM 625/630 1500/1815、2100/2329  (飛行時間：04：15、04：29 時) 

         今日早餐後前往巴拿馬市近郊的▲佛蘭明哥島 Flamenco island，島上有免稅商店、餐廳、飯店、 

碼頭、海灘、公園、觀看日初日落最佳的地方，這裡也是巴拿馬市民在周末假日空閒前往的島 

嶼，除此之外，島上也是觀看巴拿馬市區的最佳景點，您可在此享受悠閒的渡假時光。午後搭 

機經墨西哥市轉機飛往美國西岸第一大都市洛杉磯，抵達後接往酒店休息。 

         早餐：西式早餐               午餐：當地餐或機場簡餐       晚餐：機上 

        【宿】：HOLIDAY INN 或 WINGATE BY WYNDHAM 或 BEST WESTERN 或 COMFORT INN 或 LA   

               QUINTA 或 HAMPTON 或 FULLERTON 或同級 

 



第 21 天  洛杉磯台北 

         LAX/TPE(飛行時間：08：50、14：40 時) 

         上午前往洛杉磯國際機場搭機飛回台北。夜宿機上。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                 晚餐：機上                     

        【宿】：機上 

           

第 22 天  洛杉磯台北 

         旅行，是為了回到溫暖而甜蜜的家，和摯愛親友共享回憶。 

 

         

【特別說明】： 

本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 UNESCO 人類世界文化遺產。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航班及飯店僅供參考，確定行程及住宿交通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 9 個月以上之效期。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六個月內之二吋彩色照片 2 張。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美國實體簽證。(辦理薩爾瓦多與墨西哥簽證用) 

 英文銀行財力證明 1 份。 

 旅客基本資料（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工作天：15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延後個別個簽，請提早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