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達拉斯+奧克拉荷馬州+66 號公路+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落基
山國家公園+丹佛 8 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出發城市

DALDEN8-A
達拉斯 Dallas -DAL
達拉斯先鋒廣場 Pioneer Plaza、達
拉斯藝術博物館 Dallas Museum of
Art、奧克拉荷馬 66 號公路博物館
Oklahoma Route 66 Museum、阿
布奎基老城區 Old Town

目的地城市

丹佛 Denver

途經地點

Albuquerque、大沙丘國家公園
Great Sand Dunes National Park、
珍珠街購物中心 Pearl Street Mall、
落基山國家公園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
生動物保護區 Rocky Mountain
Arsenal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行程天數

8天7晚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788 / 人

兩人入住：$1388 / 人

三人入住：$1188 / 人

四人入住：$1088 / 人

出發班期
2021：6 月 19 日

產品特色
【暖心服務】全程中文導遊帶隊，舒適用車，開啟舒心之旅。
【安全出行】全程車輛定時消毒，遊玩更放心。
【尊享旅途】暢遊五大城市：達拉斯、阿布奎基、聖達菲、博爾德、丹佛，領略別樣城市風光。

【國家公園】暢遊美西兩大國家公園：大沙丘國家公園、洛磯山國家公園，感受自然的神奇與壯美。
【母親之路】打卡 66 號公路，重溫輝煌歷史，來一場懷舊之旅。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接機】達拉斯-沃思堡國際機場（DFW）；
請預定中午 12:00 以後抵達的航班，建議預定下午 15:00-16:00 左右抵達的航班。
離團地點
【送機】丹佛國際機場（DEN）；
詳情請查看行程最後一天。

行程介紹

Day 1

達拉斯接機

全天

今天搭乘航班，抵達美國德克薩斯州第三大城市-達拉斯。我們熱情的導遊會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並安排搭乘班
車前往酒店。

晚上

入住城市：達拉斯 Dallas -DAL

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旗下品牌酒店

Day 2

達拉斯市區遊

全天

來到德克薩斯州，就會想到牛仔，機車，農場，馬。這些文化符號，在德克薩斯州最好的體現就是達拉斯-沃斯堡
地區。一部《達拉斯買家俱樂部》粗野而又具有時代感的電影畫風，讓達拉斯在中國人心中有了印記，今天我們
將在導遊的帶領下遊覽真實而又充滿特色的達拉斯。

行程安排：

先鋒廣場&達拉斯市政廳（外觀，45 分鐘） → 肯尼迪紀念廣場（20 分鐘）→ 六樓博物館 （外觀，30 分鐘）→
達拉斯藝術博物館（60 分鐘） → 喬治布希總統圖書館 （120 分鐘）→ Water Gardens（20 分鐘） → 肯尼迪
總統悼念中心（20 分鐘）→ 奇肖姆小徑壁畫 & 聖丹斯廣場 & 晚餐（115 分鐘）

全天

達拉斯先鋒廣場 Pioneer Plaza

達拉斯的先鋒廣場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鑄銅紀念碑，它生動展現著三個牛仔趕著 40 頭長角牛上集市的熱鬧情景。廣
場的背後是一片墳地，據說埋葬著早年美國中西部的開拓者。後來，這塊墳地成了市中心的一部分，政府提出要
將墳地遷走，引起了大眾的不滿，經由協商，在墳地前建造一個雕塑公園，使之成為兩全齊美的事情。占地 4 英
畝的雕塑公園，由當地一個名為羅伯特薩默斯的人在 1995 年完成的。名為拓荒者的雕塑，是一個包含了 3 個牛
仔趕著 40 頭德州長角牛的群雕，每頭牛的表情不同，形態各異。牛仔和長角牛的粗獷神態，生動的肢體，全在雕
塑家的手筆之下，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雕塑中的牛仔和長角牛都是真實的人和牛的 1.5 倍，用銅雕塑而成，整
座雕塑氣勢恢弘，表現了牛仔的堅韌、獨立的性格以及冒險精神。

達拉斯市政廳 Dallas City Hall

達拉斯市政廳是著名華裔建築設計師-貝律銘的大作。倒 V 字形體能夠形成大片的陰影，從而使市政廳面前的廣場
成為引人逗留的良好的室外空間，傾斜的 V 字形建築本能的形體趨向就是產生與廣場相互親近的氣氛。從側面
看，市政廳就像是德州地圖的形狀。這座像倒轉金字塔的建築物的傾斜面有 34 度，樓高 7 層，每一層比底下一層
寬出 9.5 英尺。這樣的設計雖然有點誇張，但可以遮擋風雨以及德克薩斯州酷熱的陽光。

六樓博物館 Sixth Floor Museum

達拉斯歷史博物館曾經是達拉斯第六法院，紅色的磚牆博物館，壯觀古老。我們在這裡將幫您重現當年的場景，
多角度、深層次回顧、探秘美國歷史上最年輕有為總統肯尼迪的傳奇人生故事，以及歷史上最受爭議的一次刺
殺。

達拉斯藝術博物館 Dallas Museum of Art

達拉斯藝術博物館此館共收藏 24000 餘件藝術品，年代從西元前 3000 年至今，包羅萬象。此博物館還以其靈活
的展覽政策和廣受美譽的教育專案而聞名。藝術收藏令人歎為觀止，藏品縱穿三千年，一直免費為遊人開放

喬治布希總統圖書館 The 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您將會步入白宮一比一還原的總統辦公室，坐在橢圓形辦公桌前體驗做總統的責任與使命，探索白宮總統辦公室
的秘密與傳統，宛如身處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瞭解美國大選制度；911 事件全程追蹤，總統決策中心讓您體驗
總統如何在各國家部門意見中權衡利弊。

肯尼迪總統悼念中心 John F. Kennedy Tribute

在沃思堡的悼念中心有一座 8 英尺高的總統銅像，由已故德克薩斯州藝術家勞倫斯·盧德克（Lawrence Ludtke）
雕刻而成，作為對美國第 35 任總統約翰·肯尼迪的紀念。這座雕像坐落在肯尼迪總統最後一次向數千名被雨水浸
透的沃斯堡人發表公開演講的地方。銅像兩側是一座 10 英尺高的彎曲花崗岩牆，其中包括三張大型照片和幾段約
翰·F·肯尼迪總統任期內的名言。

奇肖姆小徑壁畫 Chisholm Trail Mural

作為市中心最具標誌性的公共藝術，奇肖姆小徑壁畫讓人聯想起了沃思堡豐富的文化根源。這幅 1988 年的壁畫是
為了紀念 1867-1875 年奇肖姆小徑牛場關於沃思堡的部分。

聖丹斯廣場 Sundance Square

聖丹斯廣場位於沃思堡市中心，集商業、娛樂、購物和住宅區一體，擁有各種餐廳、商店、娛樂場所、服裝連鎖
店、西式服裝店、牛排館和體育酒吧等。附近的沃思堡水上花園是一個寧靜的公園，有游泳池和瀑布。

晚上

入住城市：阿德莫爾 Ardmore

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旗下品牌酒店

Day 3

達拉斯 - 汽車 - 奧克拉荷馬州 - 汽車 - 66 號公路博物館

全天

奧克拉荷馬州緊鄰得州，母親之路-66 號公路穿過奧克拉荷馬州。我們將跟隨導遊的腳步一起探索那些經典。

行程安排：

奧克拉荷馬州歷史中心（60 分鐘） → 百年路跑紀念碑（30 分鐘） → 天舞橋（20 分鐘）→ 奧克拉荷馬 66 號公
路博物館 （20 分鐘）

全天

奧克拉荷馬州歷史中心 Oklahoma History Center

奧克拉荷馬州歷史中心占地 18 英畝，21.5 萬平方英尺，是探索奧克拉荷馬州獨特的本土文化、先驅、航空、商
業等歷史的學習中心。奧克拉荷馬歷史中心是史密森學會的附屬機構，並得到美國博物館聯盟的認可。

百年路跑紀念碑 Centennial Land Run Monument

百年路跑紀念碑是為了紀念 1889 年路跑在奧克拉荷馬州開放的未分配土地。藝術家保羅·摩爾將奔跑中瞬間的瘋
狂能量和情感用青銅製成。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銅雕塑之一，其中有 45 位土地管理參與者的英雄人物，他們競相
爭奪新家園時被凍得一動不動。

天舞橋 Skydance Bridge

天舞橋是奧克拉荷馬市的一座步行橋和公共藝術品。靈感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州鳥-剪尾捕蠅器。這座橋是一座有
197 英尺高的雕塑、長達 380 英尺的步行橋。這座雙翼建築是連接奧克拉荷馬市剪尾公園兩部分平臺的地標性步
行橋。

奧克拉荷馬 66 號公路博物館 Oklahoma Route 66 Museum

奧克拉荷馬 66 號公路博物館將為遊客提供一次穿越美國最受尊敬的高速公路歷史的個人旅程。打卡母親之路的標
誌性景點。聽聽大樂隊時代的聲音，大卡車的轟鳴聲和歡迎歸來士兵回家的呐喊聲。博物館還提供以 66 號公路體
驗為重點的不斷變化的特別展品。

晚上

入住城市：阿馬里洛 Amarillo

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旗下品牌酒店

Day 4

美國 66 號公路 - 汽車 - 阿布奎基

全天

今天我們將乘車馳騁在歷史悠久的 66 號公路上，放眼望去，可見到印第安保留區以及一望無際的沙漠。廣闊的黃
土上，仙人掌零星地散佈期間，充滿了西部牛仔風情；許多片商拍攝西部電影或影集，都選擇在 66 號公路沿途取
景。

行程安排：

行駛在美國 66 號公路 → 美國季馬名人堂和博物館（外觀，20 分鐘） → 凱迪拉克農場（35 分鐘） → 熱氣球博
物館（途經，20 分鐘） → 阿布奎基老城區（145 分鐘）

全天

美國 66 號公路 Route 66

美國六十六號公路（Route 66），被美國人親切地喚作“母親之路”。呈對角線的 66 號公路，66 號公路始建於
1926 年 11 月 11 日，於 1938 年才宣告全程完工。它起始於伊利諾州的芝加哥，穿越密蘇里州，堪薩斯州，奧克
拉荷馬州，德克薩斯州，亞利桑那州，斜貫美國版圖一直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後來延伸至聖蒙尼卡 Santa
Monica），跨八個州，三個時區，全長 2450 英里，約合 3943 公里。一趟 66 號公路之旅，仿佛掉進了時光隧
道一般，回到了西部牛仔風行的時代。公路小鎮旁販賣冒著氣泡水的酒館，霓虹燈閃爍的汽車旅館，古式而老舊
的加油站，西部的傳奇逸事在眼前一一上演。懷舊的人肯定會愛上 66 號公路所營造的氣氛。

凱迪拉克農場 Cadillac Ranch

凱迪拉克農場是美國得州一個由凱迪拉克舊車組成的雕塑農場，是公路上能看到的一個著名景觀。農場位於 66 號
公路故道、現今的州際 40 號公路上，在阿馬里洛市西側。場遼闊而平整，靠近公路的空地上立著一排造型獨特的
物件，整齊排列。

阿布奎基老城區 Old Town Albuquerque

阿布奎基老城區是文化、建築、購物、藝術和美食的中心。老城區的大部分建築都是土坯磚，採用普韋布洛西班
牙風格。這些傳統建築的屋頂是平的，牆壁是粉刷的，邊緣是圓的，天花板由稱為維加斯的重型木梁支撐。1880
年鐵路的到來帶來了新的建築風格，你會發現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裡面有商店、辦公室、床和早餐。儘管
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變化，這個古老的城鎮仍然保持著它迷人的的特點。

晚上

入住城市：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旗下品牌酒店

Day 5

阿布奎基 - 汽車 - 聖達菲 - 汽車 - 陶斯印第安村 - 汽車 - 大沙丘國家公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探索是美國最老、海拔最高的首府-聖達菲市，如今，它是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首府。隨後我們將前往保
留著土著人的風俗傳統的陶斯印第安村。最後前往擁有美國的“撒哈拉沙漠”的美譽的大沙丘國家公園。

行程安排：

聖達菲廣場（70 分鐘） → 峽谷路（20 分鐘）→ 維瓦克酒莊（40 分鐘）→ 陶斯印第安村（外觀）&午餐（50 分
鐘） → 大沙丘國家公園（90 分鐘）

全天

聖達菲廣場 Santa Fe Plaza

聖達菲廣場是新墨西哥州聖達菲市中心的國家歷史地標，具有傳統的西班牙-美國殖民城市風格，至今仍然是城市
的中心聚集地。這個地標後來發展成為許多對西班牙、美洲土著和墨西哥文化感興趣的遊客的遊樂場，包括音
樂、設計、珠寶、藝術和舞蹈。當地人稱之為“廣場”，每年都會舉辦各種活動，包括聖達菲節、西班牙市場、
聖達菲音樂台和聖達菲印度市場。這個廣場被列入國家歷史名勝名錄，由一個中央公園組成，公園兩旁有草地、
樹木和長凳。

峽谷路 Canyon Road

峽谷路是新墨西哥州聖達菲的一個藝術區，有 100 多個藝術畫廊和工作室，展示了各種藝術，包括美洲土著藝術
和古董、歷史和當代拉丁藝術、區域藝術、國際民間藝術和當代藝術。

維瓦克酒莊 Vivác Winery

自 1998 年以來，維瓦克酒莊一直致力於追求卓越，通過品嘗北美最古老葡萄產區的釀酒歷史，為客人提供最真實
的新墨西哥真實體驗。Vivác（Vee Vok）是一個登山詞，意思是“高海拔避難所”，坐落在 6000 英尺的地方，
使其成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酒莊之一，也是獨一無二的目的地。

陶斯印第安村 Taos Pueblo

陶斯印第安村位於裡奧格蘭河的一個支流的山谷中，是用泥磚和石塊建成的村落，它反映了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
哥州的印第安人文明程度。陶斯鎮以土著部落著稱，是美國土著者的遺留小鎮，仍保留著土著人的風俗傳統。毫
無疑問，美國西南部最優美、最古老，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個土著部落當屬陶斯鎮的土著部落。如今距離現代文
明依舊非常遙遠，仍處於土著部落階段，與外界格格不入的居民仍保留著自己的傳統。

大沙丘國家公園 Great Sand Dunes National Park

位於科羅拉多南端的大沙丘國家公園是美國的第 58 座國家公園，享用美國的“撒哈拉沙漠”的美譽。正如名字一
樣，在大沙丘國家公園能觀賞的景致只有一種，那便是沙漠。無窮無盡的沙漠連綿一線，望不到盡頭。這裡的沙
丘非常高，最高沙丘達近 100 英尺，壯觀的沙丘和遠處的雪山交相輝映，震感非常。在這裡還可以觀賞到一個神
奇的自然景象—沙流，沙子向河流小溪一樣潺潺流動，蕩起美妙的波紋，據說產生這種有節奏的波動的條件十分
苛刻，整個北美大陸也只有這裡才能看見這奇景。如果想尋求幽靜的獨處之處、逃離喧囂，大沙丘國家公園絕對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晚上

入住城市：斯普林斯 Colorado Springs

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旗下品牌酒店

Day 6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 - 汽車 - 丹佛

全天

上午，我們將參觀為美國空軍和美國航天部隊軍官學員開設的軍事學院-美國空軍學院。隨後前往參觀的是科羅拉
多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丹佛，打卡丹佛地標建築。

行程安排：

美國空軍學院（20 分鐘）→ 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45 分鐘）→ 紅石公園和露天劇場（30 分鐘）→ 大藍熊（15
分鐘）→ 丹佛十六街商圈（120 分鐘）

全天

美國空軍學院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美國空軍學院（USAFA）是一所為美國空軍和美國航天部隊軍官學員開設的軍事學院，位於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
市以北。學院的校園占地 18455 英畝，位於洛磯山脈東側，科羅拉多泉的北面。學員區周圍的許多展覽都是為了
紀念英雄和空軍先驅者，並以此作為學員的靈感。戰爭紀念館是一堵黑色大理石牆，位於水磨石上的旗杆下，上
面刻有在戰鬥中犧牲的學院畢業生的名字。

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 Colorado State Capitol Building

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坐落在丹佛市中心東考發科斯大道，是科羅拉多州會員大會的所在地，同時也是科羅拉多州
州長和科羅拉多州副州長的辦公地。這棟建築的設計者是以利亞·E.梅爾斯，建於 19 世紀 90 年代，材料是科羅拉
多白花崗岩，於 1894 年 11 月正式投入使用。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所在地理位置要比丹佛市中心其他建築都要稍
高一些。議會大廈的圓頂塔高 180 英尺，上面還印有 16 位丹佛成立者的首寫大字母。

紅石公園和露天劇場 Red Rocks Park and Amphitheatre

紅石公園位於丹佛市區往西不到 20 公里的山地，海拔 6000 多英尺，占地 860 多公頃，以高達 300 英尺的巨大
紅砂岩石而得名。在紅石公園，最吸引眼球的還是被稱為“Amphitheatre”的露天劇場，它是世界上唯一利用山
峰溝壑的天然山體所修建而成的大型露天劇場。也許因為山谷裡天然的回音效果，從一開始就受到美國、乃至世
界音樂界的追捧，成為國際上最著名的露天劇場。

大藍熊 Big Blue Bear

大藍熊又被叫做偷窺熊，它位於丹佛會議中心外。大蓝熊高約 40 英尺，它用爪子輕輕的趴著丹佛會議中心的玻
璃，向裡望去，仿佛在好奇裡面的情況。大藍熊的表面大約由 4000 多個三角形組成，表面採用的是非常罕見的青
金石，所以整體呈現出迷人的藍色。

丹佛十六街商圈 The 16th St Mall, Denver

丹佛十六街商圈位於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中心。這條步行長廊是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I.M. Pei）設計的，由紅、
白、灰三色花崗岩組成，從上面看，它的形狀類似於響尾蛇的皮膚。購物中心沿線有 42 家戶外咖啡館，是一個吃
東西或喝飲料的絕佳場所。

晚上

入住城市：朗蒙特 Longmont

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旗下品牌酒店

Day 7

落基山國家公園 - 汽車 - 丹佛

全天

驅車前往落基山國家公園，直抵西邊的格蘭德湖（Grand Lake）。沿途欣賞橫貫落基山國家公園平均海拔超過
3000 米的壯闊景觀、許多遊客更是喜愛在制高點留影拍照，享受國家公園的如畫風景。隨後前往博爾德，參觀科
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漫步珍珠街購物中心。

行程安排：

落基山國家公園（180 分鐘）→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45 分鐘）→ 珍珠街購物中心（60 分鐘）

全天

落基山國家公園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落基山國家公園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占地 265,873 英畝。公園的特色在於園內有 78 座海拔超過 3658 米的山
峰，其中有 20 座山峰海拔超過了 3962 米。公園擁有 150 個湖泊、450 英里溪流，以及濕地、松林、山地森林和
高山苔原等各種生態系統。公園內還棲息著海狸、麋鹿和大角羊等哺乳動物，以及多種鳥類。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創辦於 1876 年，位於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博爾德市，處於洛磯山山坳，是一所世界頂
尖公立研究型高等學府、世界前二十大學。該校同時是美國大學協會 65 個成員之一，素有“公立常春藤”之稱。
學校建築風格為托斯卡納鄉村風格，並使用紅磚和科羅拉多砂石來構成外觀特徵，來搭配學校背景的洛磯山。

珍珠街購物中心 Pearl Street Mall

珍珠街購物中心是一個位於博爾德擁有四個街區的步行街。該步行區從第 11 街延伸至第 15 街，是許多企業和餐
館以及博爾德縣法院的所在地。購物中心充滿了公共藝術，包括眾多噴泉和雕塑以及兒童沙箱、博爾德縣風格化
地圖和許多種有各種花木的小花園，其中最著名的是春天的鬱金香。

晚上

入住城市：丹佛 Denver

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旗下品牌酒店

Day 8

丹佛送機

全天

今天我們首先將前往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隨後結束愉快的旅程，搭乘飛機離開丹佛，回到溫暖舒
適的家園。

行程安排：

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90 分鐘）→ 丹佛國際機場（DEN）

上午

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Rocky Mountain Arsenal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距離丹佛市中心僅 10 分鐘車程，這裡目前生活著包括野牛、鳴禽、水禽等在內的 330
多種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的生態環境完全沒有人為開發的痕跡，在這裡可以更好的融入自然，放鬆身心，快來和
我們一起在大自然的美妙景色中和可愛的小動物們來一場邂逅吧！

上午

送機須知：

1. 客人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12:00 之前起飛的航班，該天無任何行程，客人需自行乘坐酒店班
車前往機場。如需參加行程請預定 12:00 以後的航班，我司工作人員將於 10:00-10:30 左右送客人抵達丹佛國際
機場。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費用（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7 座商務，14 人座高頂/中巴，或 55-61 座巴
士）；
2. 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和司機導遊服務費；
4. 行程中涉及到的主要景點（自費專案列表中項目除外）；
5. 一日三餐（接送機兩天，三餐安排視具體航班來定）。
費用不含
1. 出發地至參團地的往返機票；
2. 自費專案列表中項目；
3.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4.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預訂須知
1.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長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實際出行中，導遊可能會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對您的行程進行適當調整（如景點遊覽順序等），以
確保行程順利進行。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3. 如遇景點臨時關門、節假日休息。導致該景點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
保證行程的豐富性。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如您堅持使用自帶門票，我司將不再提供旅行
當日全天交通、導遊等服務，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別情形(如天氣、修路、罷工、封山、旅遊車特殊狀況)造成車輛晚點，敬請見諒。
6. 此行程需要與其他遊客同乘車輛，為保證團上遊客權益，出發時請提前到達上車地點候車，景點遊覽與集合時

間請配合工作人員安排，避免出現超時而需個人額外支付費用的情況發生。
7.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需離隊，請務必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8. 參團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明和文檔，如若遊客被拒絕入境，我司將不提供免費送
客服務。
9. 酒店安排會因季節有所改變， 如需要團上酒店資訊，請在團上與導遊確認。
10. 如您實際出行過程中乘坐車輛為 7 座商務/高頂/平頂（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8 歲以下
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縱橫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邁阿密、西雅圖相關團組租金為$8.00/人/
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兒童座椅，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
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