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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 旧金山 – 优胜美地七日精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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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03-276-9818   Fax: 403-276-6818 Toll-Free 1-866-380-0269 

Email: booking@amazingtravel.ca 

 

出发日期： 天天出发 行程天数： 7 天 

出发城市： 洛杉矶 参考价格： $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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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Palms Hotel 或同级 

 

第 2 天 好莱坞环球影城 

早晨前往洛杉矶著名景点--好莱坞星光大道，星光大道是由南加州艺术

家奥立佛·威斯慕拉于 1958 年建造，上面有 2400 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

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业的贡献。星光大道的起点

是好莱坞著名的建筑-中国戏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re），奥

斯卡金像奖在 1944 至 1946 年间于此颁发，2001 年开始转移到旁边

的杜比影院（曾经的柯达剧院）举行。

除了奥斯卡金像奖之外，许多好莱坞

电影的首映也多在此举行。 

随后前往洛杉矶最著名的主题公园-环

球影城。环球电影公司坐落在美国电

影工业重镇好莱坞，占地 525 英亩，

占据了整座好莱坞山。它由 48 个电影

制片厂组成，其中有 32 个致力于影片的拍摄。环球电影城是世界上最

大的电影和电视剧产地，而好莱坞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是洛杉矶最为著名

的旅游景点，这次旅程将带您游历城里的恐怖片的拍摄场景。 

酒店：Howard Johnson 或 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 3 天 圣地亚哥海洋世界 

早晨出发前往加州最美丽的海港城市圣

地亚哥，自费乘坐游船游览海滨风光，

途中可看到美国航空母舰。然后前往参

观世界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海洋世界，

位于风景优美的米慎湾（Mission 

Bay），于 1964 年 3 月 21 日开幕。该

园自开幕后，已经招待了超过一亿名游

客。海洋世界有四个主要的海洋动物秀及 20 个展出项目，其中以小动

物杂技秀、野生北极、蓝色地平线及食人鲸秀最具特色。尤其是小朋友，

在欢乐的同时，可以获得很多有关海洋世界和海洋动物的知识。搭乘海

边空中缆车，更可以让您领略到米慎湾的全景。 

酒店：Howard Johnson 或 Holiday Inn 或者同级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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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美丽的自然风光、纯朴的海滩、当

地风格和附近的葡萄园象征着多年来令游

客怦然心动的南加州风情，复杂而又简单

纯粹，优雅而又轻松随性。各界名流与当地居民一起，共同将圣巴巴拉

打造为一个天才、知识、环保意识和创造性类型人才的圣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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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酌一杯香醇的欧洲咖

啡，再吃一块闻名于世的丹麦糕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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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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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占

地 35 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

的大学。斯坦福每年拥有来自美国

各州和世界各地的大约 6700 名本科

生和 8000 名研究生。学校分为几个学院，例如斯坦福商学院，法学院，

医学院和工学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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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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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自然的杰

作之一，优胜美地靠近内华达山脉的地理中心地区。巍峨雄伟的花岗岩，

气势磅礴的瀑布和宁静的山谷，使优胜美地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上去都宛

如仙境一般。巨木参天，高山流水，被冰川雕琢得嶙峋不堪的巨岩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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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波光粼粼的湖面，使您恍若置身于世

外桃源。毋庸置疑的是，液态以及固态的

水都是造就优胜美地壮丽景观的主要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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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天 迪斯尼乐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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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无或可要求后续 

 

 

 

双人房 同房第三人 同房第四人 单人房 

$828/人 $310/人 $608/人 $1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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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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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