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榜惠享】洛杉磯+拉斯維加斯+東南雙峽+羚羊彩穴+馬蹄灣+聖地亞哥+環球影

城 8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AG8   

出發城市 洛杉磯 Los Angeles -LA 

目的地城市 洛杉磯 Los Angeles -LA 途經地點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羚羊彩穴 Antelope 

Canyon、馬蹄灣 

Horseshoe 

Bend、聖地亞哥 San 

Diego、洛杉磯好萊塢環球

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 

行程天數 8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出發班期  週五 

 

             

產品特色 

暢遊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母港-

聖地亞哥港，參觀戰功赫赫的中途島號航空母艦博物館或者遊覽世界最大的海洋主題公園。 

           



           

暢遊世界自然遺產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壯闊絕美的景色當仁不讓。 

          

           

與世界七大地質攝影奇觀之一的羚羊彩穴來一場美麗的“豔遇”吧~ 

           

           

打卡自然奇景馬蹄灣，紅色的岩石搭配翠綠色的科羅拉多河，令人沉醉。 

           

           

全面瞭解世界知名城市洛杉磯的魅力，親身感受洛杉磯獨特的歷史和文化。 

           

           

8小時遊覽南加最大的電影主題樂園環球影城，沉浸式體驗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洛杉磯國際機場（LAX）； 

免費接機時間段：9:00-22:00（客人和導遊匯合的時間）。 

                       

離團地點 

洛杉磯國際機場（LAX）； 

請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結束旅程的最後一天於晚上9:30pm(美國國內航班)或10:30pm(國際航班)以後離開 

             

行程介紹 

Day 1 洛杉磯國際機場(LAX)接機 

全天   

接機須知： 

1. 免費接機時間段：9:00-22:00（客人和導遊匯合的時間）； 

2. 接機地點：美國國內和加拿大航班請在行李提取處等候導遊，國際航班請在The Coffee Bean & Tea Leaf 等候； 

3.客人報團時必須提供可接通的手機電話，便於導遊聯繫。如提供的客人電話有誤，導致產生的任何額外費用

，由客人自行承擔； 

4. 請在出發三天前提供航班資訊，所有臨時增加或延誤的航班，將盡力協調，但不保證提供免費接機服務； 

 



                                 

晚上  酒店：Hartford Hotel, Bw Signature Collection 或 同級 

                                 

                           

Day 2 聖地亞哥一日遊 或 聖地亞哥-海洋世界一日遊 

全天   

請在定團的時候選擇您要去的一日遊，可點擊藍色字體查看具體行程。 

  

行程一：聖地亞哥一日遊：老城風情+航母+遊船（SD1） 

行程二：聖地亞哥+海洋世界一日遊（SW1） 

 

                                 

晚上  酒店：Hartford Hotel, Bw Signature Collection 或 同級 

                                 

                           

Day 3 洛杉磯 - 汽車 - 拉斯維加斯 

全天   

迎著朝陽，開始今天精彩的旅程。沿十五號公路北行，穿過聖伯納丁諾森林，進入北美最大的莫哈威沙漠。形

單影孤的約書亞樹一棵棵點綴在一望無際的戈壁灘上，別有一番情趣。途中短暫停留休息後，於下午抵達世界

賭城—

拉斯維加斯！下午3點後入住酒店，您可以稍作休息或者去賭場試試手氣。晚餐後您更可以和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賭城的迷人夜景。 

  

行程安排： 

洛杉磯 → 拉斯維加斯 → 拉斯維加斯夜遊（自費） 

 

                                 

晚上   

拉斯維加斯夜景遊(AG) Las Vegas Night Tour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的賭城是霓虹燈的海洋，是五彩繽紛的光影世界。五公里長的拉斯維加斯大道一晚的用電

量可以供一個50萬人口的城市用一年，這裡的建築更是融合了全世界的精華，是當之無愧人類工程學上的奇跡

，也是最具美國特色的城市！ 

 

                                 

晚上  酒店：Park MGM Las Vegas 或 同級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zh/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646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zh/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1142


Day 4 南大峽谷 - 汽車 - 東大峽谷 - 汽車 - 馬蹄灣 - 汽車 - 佩吉 

全天   

清晨我們驅車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領略造物主的神奇。即使滄海桑田，鬥轉星移，時間

在大峽谷刻下了長情的告白。置身其中，蔚為壯觀。隨後前往國家地理雜誌評選出的美國十大最佳攝影地點之

一的馬蹄灣！夜宿佩吉。 

  

行程安排： 

拉斯維加斯 → 乘坐直升機觀賞大峽谷（自费，30分鐘）→ 南大峽谷（必付項目，40分鐘）→ 

東大峽谷（必付項目，45分鐘）→ 馬蹄灣（必付項目，60分鐘）→ 佩吉 

 

                                 

全天   

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大峽谷國家公園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北部，占地1904平方英里，成立於1919年。大峽谷在1979年批准作為自然

遺產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大峽谷國家公園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由科羅拉多河流經此地

切割高原而形成。是美國最值得一看的國家公園之一。 

 

馬蹄灣 Horseshoe Bend 

馬蹄灣 – 

國家地理雜誌評選出的美國十大最佳攝影地點之一！科羅拉多河床上密佈的水草使得河水在陽光下呈現出螢光

般的幽綠，河流於此在紅褐色的峽谷內急轉360度，切割出一個馬蹄狀的峽谷，馬蹄灣由此得名。站在峭壁邊，

沉醉于碧水藍天紅岩鉤織出的動人心魄的美。 

 

                                 

晚上  酒店：Best Western Page 或 同級 

                                 

                           

Day 5 羚羊彩穴 - 汽車 - 包偉湖 - 汽車 - 拉斯維加斯 

全天   

早上前往全世界最奇特的狹縫洞穴，世界十大攝影地點之一的下羚羊彩穴！ 

跟隨納瓦霍印第安嚮導進入彩穴。彩穴岩壁融合了千百年來風和洪流的侵蝕，呈完美的波浪形，仿佛是一副抽

像畫。隨後前往大峽谷的起源點 - 

包偉湖。在湖光蕩漾中乘坐遊船，沿著狹長的谷縫觀賞包偉湖，惠風和暢，碧波如鏡，紅石如焰，此刻只願偷

得浮生半日閑。 

  

行程安排： 



羚羊彩穴（自費，120分鐘）→ 包偉湖（必付項目，90分鐘，可自费乘坐游船）→ 拉斯維加斯 

 

                                 

全天   

羚羊彩穴 Antelope Canyon 

羚羊彩穴位於美國亞利桑納州北方，是柔軟的砂岩經過百萬年的各種侵蝕力所形成。季風季節裡常出現暴洪流

入峽谷中，由於突然暴增的雨量，造成暴洪的流速相當快，加上狹窄通道將河道縮小，因此垂直侵蝕力也相對

變大，形成了羚羊彩穴底部的走廊，以及穀壁上堅硬光滑、如同流水般的邊緣。羚羊彩穴儘管屬於狹縫穀，但

當人深入穀底會發現它如同一個美妙的藝術宮殿，穀壁看似輕柔，實則非常堅硬，岩石表面像被精心打磨，紋

層順著岩壁流淌。當陽光照進寧靜的峽谷中，光與影的舞蹈便在這裡釋放魅力。 

 

                                 

晚上  酒店：Park MGM Las Vegas 或 同級 

                                 

                           

Day 6 巧克力工廠/仙人掌花園 - 汽車 - 七彩巨石陣 - 汽車 - 奧特萊斯 - 汽車 - 洛杉磯 

全天   

早上來到著名的MM巧克力工廠和與其相連的仙人掌花園，在此不僅能一覽世界著名MM巧克力繁複精良的製作

工藝，還能免費品嘗和購買各種新出爐的特色巧克力。仙人掌花園並不大，但這裡的仙人掌種類繁多，幾乎包

括了美國西部所有的仙人掌品種，我們就像上了一堂生動的品鑒植物課。告別賭城，我們前往網紅景點—

七彩巨石陣。下午抵達奧特萊斯盡享購物的樂趣，傍晚時分抵達洛杉磯。 

  

行程安排： 

拉斯維加斯 → 巧克力工廠/仙人掌花園（50分鐘）→ 七彩巨石陣（30分鐘）→ 奧特萊斯（120分鐘）→ 洛杉磯 

 

                                 

全天   

MM巧克力工廠 Ethel M Chocolate Factory 

在此不僅能一覽世界著名MM巧克力繁複精良的製作工藝，還能免費品嘗和購買各種新出爐的特色巧克力。到現

在，他們仍然採用最傳統的手工製作工藝，將這種獨特的味道保留下來，代代相傳。 

 

七彩巨石陣 Seven Magic Mountains 

一望無垠的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遠郊的沙漠之中，佇立著7座用彩色石頭堆疊起來的柱子，合來就叫做七彩巨石

陣（Seven Magic 

Mountains）。這七座9米高的彩虹般的巨石陣，屹立在荒漠中，為沙漠單一的景色中注入了幾分活潑的色彩。

這裡是網紅打卡拍照一定不能錯過的地方。 

 



                                 

晚上  酒店：Hartford Hotel, Bw Signature Collection 或 同級 

                                 

                           

Day 7 洛杉磯市區一日遊 

全天   

早上出發前往洛杉磯老城，這裡是洛杉磯最古老的地區，也是洛杉磯的發源地。隨後前往舉世聞名的好萊塢星

光大道，之後會來到比弗利山莊遊覽世界級的購物天堂羅迪歐大道，感受洛杉磯最奢華的名牌店大道，之後抵

達比弗利中心，隨後前往洛杉磯農夫市場。最後遊覽洛杉磯標誌性景點蓋地中心。 

  

行程安排： 

洛杉磯老城（30分鐘）→ 好萊塢星光大道（60分鐘）→ 比弗利山莊&羅迪歐大道（45分鐘）→ 

洛杉磯農夫市場（70分鐘）→ 蓋地中心（120分鐘） 

 

                                 

全天   

洛杉磯老城 Olvera Street 

奧維拉街（Olvera）又稱墨西哥街，是洛杉磯的發源地，也是充滿墨西哥風情的世界。遊覽市政廳和LA 

Plaza歷史街區，周圍的老建築有教堂和劇院等。 

 

好萊塢星光大道 Hollywood Walk-of-Fame 

洛杉磯著名文化歷史地標，這裡已經有超過2500顆鑲有名人明星手印的星形獎章和手印，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影

迷前來瞻仰並與明星專屬獎章和手印合影。街道兩側還有世界一流的劇院。 

 

羅迪歐大道 Rodeo Drive 

這條位於比弗利山莊的奢華名店購物街，是世界遊客到洛杉磯的打卡地，國際頂級大師的名貴珠寶與服飾都彙

集於此，奢華的店面氣派泱泱猶如藝術館，這裡號稱“世界十大購物天堂之一”。 

 

比弗利中心 Beverly Center 

比弗利中心是南加州首屈一指的購物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於比弗利山莊和西好萊塢的交界處，是享譽

全球的購物聖地，大牌雲集，Bloomingdale和Macy's兩家百貨巨頭也都在這裡設店。 

 

洛杉磯農夫市場 The Original Farmers Market 

廣受歡迎、親和友善、吸引力十足、富於創新、時尚且酷味十足。正如所有經久不衰的明星之地，農夫市場的

粉絲遍佈天下。 

不論是當地人還是外來客，都對它情有獨鍾，每個人心中都對它的明星風範有著不同的解讀。粉絲說是農夫市



場的“原汁原味”成就了它的明星魅力。成立於1934年，直至今日， 農夫市場保留著當年的初衷，始終如一。  

 

蓋地中心 Getty Center 

由美國石油大亨保羅蓋蒂捐款興建，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藝術博物館，也是洛杉磯最具標誌性的人文藝術景點

。這裡展出梵古名畫《鳶尾花》被稱為梵古在聖雷米時期最偉大的作品，這裡也有眾多收藏品和藝術品。 

 

                                 

晚上  酒店：Hartford Hotel, Bw Signature Collection 或 同級 

                                 

                           

Day 8 好萊塢環球影城 

全天   

早上出發，前往好萊塢環球影城，在這裡的精彩體驗將為您和您的家人帶來無限歡暢感受，度過精彩美好的一

天。 

  

行程安排： 

好萊塢環球影城（8小時） 

  

溫馨提示： 

根據洛杉磯公共衛生令，自10/7日起，所有12歲以上的人在進入主題樂園之前需準備好接種了FDA或WHO批准

的新冠疫苗（需完全接種疫苗14天後），或在參觀前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12歲以下兒童無需出示疫苗

接種證明或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全天   

洛杉磯好萊塢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 

洛杉磯好萊塢環球影城彙集了眾多刺激有趣的娛樂設施，將給您帶來充滿精彩與刺激的一天：驚心動魄的主題

公園娛樂設施，精彩的秀以及真實的電影拍攝現場，環球城市大道更是彙集了眾多洛杉磯精品商店、餐廳和影

院等。走進幕後一睹真正的好萊塢電影製作場景！一窺電影製作幕後的秘密，傳奇的影城之旅（Studio 

Tour）充滿了新鮮刺激，瞭解好萊塢史上最大的電影街道場景之一，走進非常叫座的電視連續劇《世界大戰》

、《金剛》、《大白鯊》等大片的世界，領略特效場景。  

  

項目簡介：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TM】全新開園，園區以熙熙攘攘的霍格莫德村為主題，擁有頗受好評的哈利波特禁忌之

旅TM和鷹馬的飛行TM遊樂設施，後者更是好萊塢環球影城的首個室外過山車。 

【由AMC出品的電視劇《行屍走肉》中描繪的末日之後的世界】好萊塢環球影城全新的景點，當你穿行在滿是

饑腸轆轆的喪屍之中，準備好為生存而戰吧。追隨人類倖存者的腳步，在噩夢般的場景中奮力前行。在這裡，



史上最受歡迎的電視劇將真實上演。 

【格魯家】乘坐全新的神偷奶爸小黃人3D虛擬過山車，與格魯和他的女兒們，還有頑皮可愛的小黃人一起體驗

充滿感動與歡笑的精彩之旅，在這裡你將和小黃人們一起參與他的最新計畫！如果還覺得不夠盡興，你可以到

參照《神偷奶爸》電影中令人難忘的海濱遊樂園打造的全新頂級戶外家庭遊樂場—超級愚樂園 (Super Silly Fun 

Land) 中暢遊一番。 

【變形金剛TM3D虛擬過山車】將真映射三維高清晰媒體、惟妙惟肖的飛行模擬技術和世界上先進的實體與特技

效果完美結合，將人體的感官體驗提升到極致，屬於最新一代的主題公園體驗性遊藝專案。您將置身於威震天

、擎天柱、大黃蜂和EVAC之間的殊死決戰。EVAC 

是為該遊藝專案專門創作的汽車人，您將隨之上天入地，親自參與威震天和擎天柱之間的生死搏鬥。您將近在

咫尺地面對超大體格的巨無霸變形金剛。 

【高達十米的霸王恐龍和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金剛之間正在展開一場殊死搏鬥】置身其間會讓您心跳加速、

血脈賁張，求生的本能空前強烈！近在咫尺的金剛為您帶來前所未有的身臨其境的體驗。“金剛360度3D歷險”，

好萊塢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 

為您獨家開展的世界上最壯觀、最驚心動魄的3D體驗之一。最新驚悚，不要錯過由彼得傑克遜創作的“金剛360

度3D歷險”。 

【木乃伊復仇過山車SM】挑戰世界上最恐怖的室內雲霄飛車。在《辛普森一家》動畫世界中，乘坐全新的“辛

普森虛擬過山車TM”，一路飛馳，領略急速和重裝的刺激。 

【水上特技表演和爆破表演】體驗環球影城最受好評的水上特技表演和爆破表演。水上摩托艇特技、極速俯衝

、槍林彈雨以及近在眼前的飛機失事，精彩超乎想像！全新佈景、全新演員陣容、全新的動作設計，來好萊塢

環球影城千萬不要錯過水世界（WaterWorld）。 

好萊塢環球影城還設有環球城市大道（Universal City 

Walk）、購物和餐飲綜合設施、環球影城AMC影院（Universal City Walk 

Cinemas）及設備一流的“五塔露天音樂廣場（5 Towers）”室外音樂會場地。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專業旅遊用車； 

           

           

2. 專業司導服務； 

           

           



3.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 

           

           

4. 選擇SD1包含聖地亞哥軍港遊輪票+中途島航母門票，選擇SW1包含海洋世界門票； 

           

           

5. 環球影城門票。 

 

 

費用不含 

1. 三餐； 

           

           

2. 往返出發地的交通費用； 

           

           

3. 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每人每天$12，按預訂行程的天數計算，大人小孩同價； 

           

           

4. 個人費用（如餐費，電話費，收費電視等一切個人消費）； 

           

           

5. 行程中的必付項目和自費項目； 

           

           

6. 費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AG必付費用 AG Mandatory Fe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70.00

； 

東大峽谷、南大峽谷、包

偉湖、馬蹄灣門票、酒店

度假村費，燃油附加費 

南峽谷直升機 Grand Canyon South 導遊根據行 成人：$249.00 2歲以上同價 



Rim Helicopter 程安排 ； 

兒童：$249.00

； 

包偉湖遊船 Lake Powell Cruis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55.00

； 

兒童（0-

10歲）：$45.0

0； 

 

拉斯維加斯城市夜遊 Las Vegas Night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35.00

； 

兒童：$35.00

； 

10人成行，占座位同價 

下羚羊峽谷 Lower Antelope Canyon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90.00

； 

兒童（4-

12歲）：$70.0

0； 

兒童（3歲以

下）：$20.00

； 

包含當地接送及嚮導服務

費 

聖地亞哥遊船 San Diego Harbor 

Cruis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30.00

； 

老人：$30.00

； 

兒童（12歲以

下）：$15.00

； 

 

 

      

   

      

     

預訂須知 

1.所有參團客人必須實名登記。團費價格均不包含：機票、餐費（酒店含早除外）、服務費以及行程中的自費

專案；所有團按座位收費。 



2. 每組參團遊客中必須至少有一位18 周歲以上的成年人，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上車。 

3.行程順序會因出發日期不同而作調整，最終行程以行程確認單為准；如遇氣候、路況不佳、車輛中途故障或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保留調整行程安排和酒店的權利。 

4. 請確認攜帶旅行證件，請在參團及酒店入住時出示海鷗假期行程確認單。 

5. 酒店的入住時間都是15:00以後，房間皆為「非吸煙」房，在房間內吸煙會被罰款$250以上。 

6. 每個房間最多安排兩張床（Full size），最多允許住4人，如需加床請自行向酒店前臺查詢，加床費用自理。 

7. 服務費標準（必須支付）：每人每天12美元，接機每人每次12美元。 

8. 請在出發三天前提供航班資訊，所有臨時增加或延誤的航班，海鷗假期不保證提供免費接機服務。 

9. 新年、國慶日、勞工節、感恩節、耶誕節等長週末假期以及會展期間，團費會有適當的調升。 

10.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 

Pass；門票價格會因季節調整，以當日景點價格為准。 

11. 所有巴士團的參團客人（12歲及以上）均需要出示疫苗卡或疫苗卡照片+ID才能參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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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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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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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