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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周一、二、三、五、六 行程天数： 8 天 

出发城市： 洛杉矶 参考价格： $598.00 

 

第 1 天 原居地-洛杉矶 

您愉快的旅程将从您降落于洛杉矶机场那刻开始。热情的导游将会在

Tom Bradley 航站楼的花店等候您的到来并交给您一份行程确认单，

之后会把您带往下榻的酒店，您可以自行安排余下的时间。 

酒店：Howard Johnson 或 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 2 天 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环球影城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洛杉矶市区游 

以上参团日期均可选择以下其中一个行程： 

1. 迪斯尼乐园 

2. 洛杉矶市区游 

3. 好莱坞环球影城 

4.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 (周三除外) 

酒店：Howard Johnson 或 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 3 天 洛杉矶-名牌工厂直销中心-拉斯维加斯 

迎着朝阳乘坐豪华巴士，开始精彩的行

程。中午在工厂直销购物中心做短暂停

留并享用午餐，午后前往世界闻名的赌

城-拉斯维加斯。晚上可自费参加夜游

欣赏赌城五彩斑斓的夜景：幻景酒店的

模拟火山爆发，威尼斯酒店的室内天空

和运河，百乐宫的市内花园和音乐喷泉

以及老城区的电脑幻灯天幕表演等等。夜宿拉斯维加斯。 

酒店：Stratosphere Hotel (高塔酒店) 或同级 

第 4 天 胡佛水坝-西峡谷/南峡谷-拉斯维加斯 

上午驱车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坝,参观其水坝工程及发电厂并眺望北

美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 及后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峡谷，客人可

选择以下西峡谷或南峡谷行程： 

西峡谷行程：大峡谷西缘属于印第安保护区（门票自费），团员需在访

客中心换乘西峡谷专车进入峡谷区，到达总站（Terminal）后，你可

以自费乘坐直升机及观光船观赏大峡谷的美景，近距离的感受峡谷的壮

丽以及科罗拉多河的秀美。之后再乘坐园内班车去到老鹰崖（Eagle 

Point）和蝙蝠崖（Guano Point），

在老鹰崖你可以自费参观位于峡谷边缘

的全世界最高的空中步道-“玻璃桥”

（Skywalk），它悬空于海拔 4000 尺

之上，耗资六千万美元，能同时承受

71 架波音 747 客机（约七千一百万磅） 

的重量。在这块用玻璃制成的平台上，

你可以欣赏到 720°度的大峡谷美景，由不同的角度欣赏阳光与峡谷岩

壁折射而形成的奇景，峡谷的壮观让您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

傍晚时分回到拉斯维加斯。晚上可自费观看拉斯维加斯的表演秀。 *参

加此行程的团员必须购买西峡谷门票 (包午餐)  

南峡谷行程：大峡谷纵横千里，深不可测，这里是世界上最为生动的侵

蚀范本，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教科书。团员们可在峡谷入口处自

费观看 3D 立体电影，了解大峡谷的历史及由来。随后来到靠近访客中

心的大峡谷的最大观景点-Mather Point，站在峡谷的边缘，凝视那无

垠的宽广，会给人一种平静与空旷的感觉，面对这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游

客们无不感慨万千、流连忘返。如果说上帝是大峡谷的缔造者，科罗拉

多河则是雕刻大峡谷的艺术家，夏季雷雨过后，科罗拉多河水的颜色与

峡谷一般无二，只能从湍流激起的水花中辨识；瑞雪初降，碧绿色的河

水收敛起急躁，慢吞吞地蜿蜒于峡谷之间。尽管夏日热情、冬季冷淡，

可是河流与峡谷耳鬓厮磨的恋情已经持续六百万年之久了。阳光与白云

不时在峡谷上空你争我夺，也为峡谷平添了无尽的风采。傍晚时分回到

拉斯维加斯。晚上可自费观看拉斯维加斯的表演秀。 *参加此行程的团

员必须购买南峡谷门票 

酒店：Stratosphere Hotel (高塔酒店) 或同级 

第 5 天 巧克力工厂/仙人掌庭院-名牌工厂直销中心-洛杉矶 

上午参观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巧克力工厂和仙人掌庭院，您可以了解它的

由来及制造过程，体验一下沉醉在那香浓甜美滋味。之后离开拉斯维加

斯前往洛杉矶，中途停留名牌工厂直销购物中心，任您采购各种名牌商

品，傍晚时分抵达洛杉矶。 

酒店：Howard Johnson 或 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 6 天 洛杉矶-圣塔芭芭拉-丹麦村-矽谷 

清晨搭乘豪华大型巴士自洛杉矶出发前往

圣塔芭芭拉，沿着黄金海岸开始三天两夜

的知性之旅。圣塔芭芭拉被誉为" 美国的

蔚蓝海岸"，位于洛杉矶以北仅 90 公里

处。整个城市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建筑与现

代细节相融合，使它拥有一种休闲优雅的

气质，这正是其与加州的许多其它海滩城

镇相比的特殊之处。沿着黄金海岸北上，中午抵达丹麦城，古老的风车，

北欧式的建筑勾勒出小村淡淡的轮廓；灿烂的阳光，一望无际的田野，

悠悠的群山，这正是被丹麦移民称之为“太阳峡谷”—丹麦村的真实

写照。随后前往世界知名“电脑城市”—矽谷，著名的苹果，雅虎，

谷歌，Intel, 总公司都分布于此地，创造世界最高科技集中地。傍晚时

分抵达旧金山。 

酒店：Courtyard Marriott 或同级 

第 7 天 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市区观光 

早晨驱车前往美国知名学府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于 1891 年由铁路

富豪利兰·斯坦福建立，拥有的资产属于世界大学中最大的之一。随后

前往加州第一历史文化名城—旧金山。美轮美奂的罗马艺术宫、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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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的金门大桥、远近闻名的渔人码

头、金碧辉煌市政厅以及历史悠久的

中国城让你流连忘返。你还可以自费

乘船游览旧金山海湾，近距离接触金

门大桥、海湾大桥、天使岛、恶魔岛。

午后 3 点左右，你可选择自由活动、

探亲访友或者自费参加旧金山深度游

-乘坐旧金山最有风味的叮当车 (Cable Car), 深入城内大街小道，了解

当地风土人情。随后游览知名绚丽多彩的九曲花街、圣玛丽大教堂、双

子峰、同性恋街、市政厅等景点。晚餐后送回酒店。 

酒店：Courtyard Marriott 或同級 

第 8 天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洛杉矶 

清晨前往加州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优胜美地

国家公园。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块

的完整花岗岩-酋长岩（El Captain）以及

全世界第五大瀑布-优胜美地大瀑布

（Yosemite Waterfall），在隧道观景点

（Tunnel View Point）还可以看到鬼斧神

工的半月丘（Half Dome）。随后沿着 5 号公路南行，于傍晚时分返

抵洛杉矶，完成这次愉快的旅程。 

酒店：Courtyard Marriott 或同級 

 

双人房 同房第三人 同房第四人 单人房 

$598/人 $115/人 $438/人 $878/人 

备注：此行程价格均为美金收费。本行程提供买二送一优惠， 三人一房或四人

一房享受“买二送一”，赠送者只需付门票及酒店等部分。 

 

费用包含 

三大主题公园中所选公园门票（eg. 迪斯尼乐园门票，好莱坞环球影城

门票，海洋世界门票），专业双语导游服务，豪华空调大巴免费接送服

务，机场接送 

1. 酒店：7 晚酒店（标准间）。以二成人一房为原则，三人同房者，儿

童票以不占床位计算并需与二成人同房同床，不可加床，如贵客单人成

行，请于报名时告知并缴交单人房费用；三人或四人一房，若客人要求

加床，其额外费用由客人自行负担；如原订旅馆不适用时，本公司有权

以同等级别之旅馆取代。 

2. 交通工具采用有执照空调豪华游览巴士或其他各式交通工具，团体

接送观光。 

3. 导游：本公司特派经验丰富之华语领队随团出发，并带领游览介绍。 

4. 观光旅游：行程内所列之观光项目，本公司有权利视当时状况、如

天气、时间、安全、政治等因素作相应之适当调整。 

费用不包含 

1. 任何国际或国内机票，提早或延迟返回所产生之一切费用。 

2. 行程中一切餐饮费用，但本公司领队会沿途代为安排。 

3. 各观光景点之门劵，入场费和行程以外之观光节目。 

4. 旅客在外贵客一切私人性之花费，例如电话费，收费电视等。 

5. 不包括司机和导游小费（按团天数算） 

6. 各类保险、签证费用、各类税项。 

7. 出发前、后因私人、政治或者自然因素而本公司不能控制而引致的

各项费用。 

备注事项： 

1. 机场（限 LAX）免费接机时间：8:30AM - 10:30PM ，其它时间请

自行去酒店 

2. 请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结束旅程的最后一天于晚上 8:30pm(美国加拿

大航班)或 9:30pm(国际航班)以后离开 

3. 由于出发日期不同，行程的前后顺序会有调整，最终行程以天益游

的确认单为准 

***请自备有效美国签証及六个月有效旅行証件***  

本公司保留更改行程权利，以利团体进行。行程中如发生意外而引至伤亡或其

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等营运机构所订之条例，作为解决依据，

概与公司无涉。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购买旅游保险。  

临时取消及退款办法： 

1. 出发前三十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因取消机票、酒店引起之费用后以公司

支票退还。 

2. 出发前十五天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 50%团费及取消机票、酒店所引起之费

用后以公司支票退还。 

3. 七天以内要求取消或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已付团费概

不退还。 

4. 鉴于可能发生之变化或参加人数不足，本公司保留于出发前更改或取消旅行

团之权利，已交付费用悉数以公司支票退还，本公司不付任何其他责任，团员

不可借故要求赔偿。 

5. 贵客如因私人原因于途中退出或未能参加行程内任何行程，本公司概不退回

任何已付费用，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其离团后之一切行动，概予本公司无涉。 

责任问题： 

1. 所有行程本公司以其丰富之经验精心设计，本公司将竭尽所能以求行程之安

全及住宿之旅馆按照行程所列来进行，但如因本公司无法控制之因素而必须改

变行程更换旅馆，本公司当竭尽所能安排，但不须为任何变动复制。 

2. 为适应各地交通时间及政治因素之可能变动，并为维护团体之最高利益，本

公司之领队有权视当时之情况保留所有行程之变动权及更换同等级旅馆之权利，

团员不得异议。 

3. 有关之旅行安全问题，各航空公司班机取消或误点、游轮公司、汽车公司或

各大饭店原有其个别之条例，直接对旅客负责，如遇交通延误，行李遗失或损

坏，意外等事情，当根据各公司所定条例为解决之根据与本公司无涉。 

4. 旅途中所订之餐馆及游览等，均为本公司依丰富之经验所订，不得因个人之

特殊要求更改，如欲变其所增加之费用，则由各自负责。 

5. 为维护团体之最高利益，诺是任何旅客有妨碍团体之正常活动及利益的情况

发生，本公司之领队人员有权取消之继续参加旅程之资格，自该旅客离团之时

起，一切行动均与本公司无涉。 

6. 如遇罢工，政治因素，天气不良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导致行程延误

而引起之额外费用，则由全体团员分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