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X 接機-美南陽光-南加主題項目 十天團
旅游團號

LDM10

行程天數

10 日遊

出發日期

星期六

出發城市

洛杉磯接機

價格类型

同房第 1/2 人

第三人單價

第四人單價

單房差價

配房差價

按房間計算

1098.00

130.00

768.00

450.00

150.00

行程介绍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最终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敬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原居地-洛杉磯國際機場(LAX)接機
導遊接機時間為每天早上 8:30 至晚上 22:30(美國國內航班)，早上 8:30 至晚上 21:30(國際航班)。
洛杉磯國際機場導遊接機電話：626-826-3886.
不在該時間到達的客人，請自行乘坐酒店免費專車前往機場酒店。
洛杉磯機場酒店信息:
第1天

Best Western Plus South Bay Hotel （電話：310-973-0998)
Ramada Plaza LAX （電話：310-536-9800)
美國國內和加拿大航班請於各航站樓的行李提取處等待。
國際航班請於國際航站樓(Terminal B)的外匯兌換處 (Currency Exchange)旁邊等待導遊。
凡在太平洋时间夏令时下午 17:30 之前到達的客人，或太平洋时间冬令时下午 15:30 之前到達的客人，
可自費$25 參加聖塔莫妮卡海滩游览。

導遊接機服務費為每人$10。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South Bay Hotel, Ramada Plaza LAX 或同級
主題專案 10 選 1
好萊塢，比弗利山莊一日遊一日遊
早上出發，前往洛杉磯北邊的好萊塢，遊覽中國戲院、星光大道。隨後乘坐獨家安排的比佛利敞蓬車，
進入比佛利山莊高雅社區，觀賞明星和美國富豪的豪宅。中午前往洛杉磯著名景點-農夫市場午餐，這??
有各種世界美食餐廳和琳瑯滿目的紀念品店。下午途經日落大道，參觀洛杉磯網紅拍攝地城市之光和格
里菲斯天文台。
比弗利明星豪宅遊洛杉磯富人和名流之士的家園，這裏的商店聚集了世界聞名的品牌，坐上敞篷小巴，
帶領您觀賞名人的豪宅，感受美國的高端社區街路園林，真正領略美國富人的生活。
洛杉磯農夫市場擁有近百年的歷史，適擁有食品攤，獨立餐館，農貿食品供應商等於一體的綜合區域。
豐富的食物種類，和新鮮的食材深受熱愛美食的旅客喜愛。
好莱坞星光大道近 2300 個明星在這裡留下名字，每顆星星都表達了對電影，廣播，電視，話劇和錄音
行業做出巨大貢獻藝術傢的敬意。

第2天

城市之光位於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的 Wilshire Boulevard 入口處。 這些路燈多為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點亮過南加街道的“退休”路燈。如今是洛杉磯有名的網紅打卡地
格里菲斯天文台世界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位於美國洛杉磯城中心西北方向的山上，與好萊塢 Hollywood
Hills 遙遙相對。它是洛杉磯的標誌性建築，是大熱電影《LA LA LAND》《霹靂嬌娃 2》和《黃金眼》的
外景地，以及出現在遊戲《俠盜獵車手 5》中，深受眾人喜愛。
途徑日落大道
必付費用$90/人，包明星豪宅遊车票、车费。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新港海灘-玻璃教堂-南海岸廣場一日遊
新港海灘有著地中海式氣候。和洛杉磯和奧蘭治縣的許多沿海城市一樣，相比距離海洋幾英里的內陸城
市，新港海灘在晝夜和季節，呈現較弱的溫度變化。受太平洋的影响，新港海灘的氣候冬季氣溫較暖和
夏季氣溫較冷，是美國當地居民非常喜愛的週末休閒娛樂聖地。傳說中球星科比的海邊別墅就在紐波特
比奇的海邊。
南海灣廣場購物中心（South Coast Plaza）是一家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科斯塔梅薩的販賣高端奢侈品
的購物廣場。購物廣場內有 250 家各色門店，年銷售額超過 15 億美元，是美國西海岸規模最大的購物

中心。
玻璃大教堂建於 1980 年，是由美國設計師學會金獎獲得者非利普約翰遜和他的助手約翰共同設計的。
巨大和明亮的空間使所有教堂望塵莫及。大教堂有 10,000 多盞柔和的銀色玻璃窗，使室內更顯明亮寬
敞。聖堂可容納 2890 人就座，並可滿足一千多名歌手和樂器演奏家在 185 尺長的高壇上進行表演。禮
拜活動可通過超大屏幕的室內索尼（SONY）“超大屏幕”電視屏幕，以及在大教堂室外的 NIT-星直接轉
播給開車來的禮拜者.
必付費用$60/人， 包含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棕櫚泉廠家直銷店購物一日遊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奧特萊斯內停留 6 小時）
美國西南部規模最大的奧特萊斯，名牌大賣場。位于加州的棕櫚泉，距離洛杉磯兩個小時車程，沿途還
可以欣賞到美國西部的沙漠風景。
品牌最齊全：Burberry , Gucci, Giorgio Armani, Prada, Dior, Dolce 等世界一線品牌，到 Gap，Levis, Polo, CK,
Timberland 等大眾級品牌應有盡有，保您買到爽！
銀聯卡消費：約一半以上的品牌可以使用銀聯借記卡消費，還有多數店家接受銀聯信用卡消費。
貴賓折扣券：凡參加購物團的朋友均可享有貴賓折扣券之優惠。
必付費用$60/人， 包含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洛杉磯市區精華一日遊
早上出發，前往洛杉磯市中心，途經洛杉磯政府大樓、金融中心後，到達洛杉磯地標建築-迪士尼音樂
廳，它的其獨特的外觀，讓你留下深刻印象。隨後前往洛杉磯最高的露天觀景平台-Skyspace，觀看全城。
中午在中央美食廣場享用洛杉磯地道美食，下午乘坐著名的天使公路，懷舊當地風光。之後在參觀世界
有名的微軟廣場和 NBA 斯坦普斯中心。最後到達加州科學中心，了解美國高科技技術。
微軟廣場 Microsoft Square 位於 L.A. LIVE 中心。 40,000 平方英尺 露天廣場舉辦特別活動，社區聚會，文
化節和現場表演。其現代的設計引人駐足。
加利福尼亞科學中心參觀奮進號航天飛機，它執行過包括維護哈勃望遠鏡在內的共 26 次航天任務，退
役後永久性落戶於加州科學中心。
斯坦普斯中心號稱“世界體育和娛樂中心”，是洛杉磯的湖人、快艇、火花、國王隊的共同的主場，最大
容量 2 萬人，也是 NBA 唯一被兩支球隊公用的場館。

迪士尼音樂廳強烈的蓋瑞金屬片狀屋頂風格，是洛杉磯愛樂與合唱團的本部。其獨特的外觀，使其成為
洛杉磯市中心的地標性建築。
中央美食廣場 Grand Central Market 是當地人和遊客週末最愛邊逛逛邊嚐遍美食攤位的好地方。這個市
場其實從 1917 年就有了，但近年來琳瑯滿目的精選美食攤位為中央市場添加了不少摩登氣息。這裡有
許多來自洛杉磯本地的攤位，用新鮮的當地食材為大家變化出風格獨特的特色美食。
天使公路 Angels Flight Railway 是位於美國加州洛杉磯邦克山市中心的纜索鐵路，是當地的著名地標之
一；天使鐵路全長 99 米，它被列入為美國國家史蹟名錄之外，也是世界最短的纜索鐵路。因大熱的歌
舞影片《LALA LAND》成為現今又一熱門網紅打卡地。
洛杉磯 Skyspace 坐落在洛杉磯市中心，位於距地面超過 1,000 英尺。 OUE Skyspace 觀景平台是加州最
高的露天觀景平台。登上這裡的遊客將以前所未有的獨到視角盡情欣賞從聖蓋博山到太平洋的絕佳景
緻，當然還包括道奇體育場、卡塔利娜島在內眾多標誌性景點。
途徑南加州大學
必付費用$90/人,包科學中心門票、天使公路車票、Skyspace 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聖地亞哥海景火車一日遊
聖地亞哥 — 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太平洋沿岸城市。位於美國本土的極端西南角，是聖地亞哥縣
的首府，以氣候溫暖和沙灘眾多而著名。美軍在聖地亞哥市設有多處軍事基地，以美國海軍，美國海軍
陸戰隊，和美國海岸防衛隊為主。
一號公路（途徑）— 沿著著名的加州 1 號公路南下，抵達知名的美西海濱城市聖地亞哥，回程搭乘海
景觀光火車，飽覽加州無敵的海景風光。
海景火車— 搭乘海岸星光號雙層列車，獨家包含上層豪華艙的車票，舒服程度堪比飛機的商務艙！火
車沿著海岸線行駛，沿路欣賞海浪、棕櫚、沙灘、懸崖，飽覽加州太平洋海岸的無敵風景。
聖地亞哥海灣遊輪（自費） — 乘坐海灣遊輪可以飽覽整個美麗的海灣，更可目睹美軍的各種艦艇，包
括航母、驅逐艦、護衛艦、醫療船等等。著名二戰結束雕塑“勝利之吻”也坐落於此。
中途島號航空母艦（自費）— 曾參加過二戰及海灣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戰艦。登上這艘美軍服役年
限最長的戰艦，可依次參觀機庫、飛行甲板和艦島，在飛行甲板上還可見到各種艦載機。
必付費用$110/人, 包海景火車豪華艙車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聖地亞哥市區一日遊

聖地亞哥海灣遊輪 — 乘坐海灣遊輪可以飽覽整個美麗的海灣，更可目睹美軍的各種艦艇，包括航母、
驅逐艦、護衛艦、醫療船等等。著名二戰結束雕塑“勝利之吻”也坐落於此。
中途島號航空母艦 — 曾參加過二戰及海灣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戰艦。登上這艘美軍服役年限最長的
戰艦，可依次參觀機庫、飛行甲板和艦島，在飛行甲板上還可見到各種艦載機。
巴波亞公園 — 是美國植物最美的都市公園之一。公園內有許多博物館，整體建築呈西班牙殖民復興風，
充滿了歷史的風韻。
聖地亞哥老城— 是一個美麗的歷史古城，城區內遍布著古老的西班牙建築、教堂、博物館及地道的墨
西哥餐館。漫步街頭，欣賞著街道兩旁的特色小店及身著民俗服飾的的當地居民猶如置身於 19 世紀的
墨西哥小鎮。
必付費用$110/人，包軍港海灣遊輪、中途島航空母艦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聖地亞哥海洋世界一日遊
聖地亞哥— 加州最美麗的海港城市之一，也是美國西海岸最優良的天然港灣之一。短暫的市區遊後，
來到美麗的海灣，可自費($25)坐遊船遊覽海濱風光，途中更是可以目睹中途島號航母的風采。
海洋世界（園內停留 5 小時) — 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海洋主題公園之一，自 1964 年開業以來，已有超過
一億三千萬遊客來這裡探訪海洋的奧秘。海洋世界位於風景優美的米遜灣，公園裡有各種精彩的動物表
演，遊樂設施。遊客來海洋公園一定要做好全身濕透的準備，可自備雨衣。遊樂設施裡面最有名的是海
洋過山車和空中之塔, 搭乘海邊空中纜車，更可以讓您領略到米遜灣的全景。
海豚、企鵝、海獅 — 海洋世界有四個主要的海洋動物秀及二十個展出項目，其中以小動物雜技秀、野
生北極、藍色地平綫及精彩的海獅表演秀,精彩無比的演出將給您留下終身難忘的經歷！
必付費用$130/人,包含海洋世界公園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好萊塢環球影城精彩一日遊
好萊塢星光大道 （20 分鐘）好萊塢大道的地上有 2400 多顆刻著影視明星姓名的星形徽章，好萊塢金
像獎的頒發地，杜比劇院、中國大劇院都坐落於此。 中國大劇院的門前還有各明星的手印腳印。
環球影城（園內停留 7 小時）
環球電影公司成立於 1915 年，被視為美國最大的電影公司總部，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和電視劇產地。
園內眾多原版電影場景設施讓您身臨經典電影的拍攝之中。
旅程將帶您遊歷城裡的好萊塢大片的拍攝場景，如: 山洪爆發，大白鯊, 地震驚魂等等。最新推出的金

剛 3D 電影和變形金剛 4D 是世界上最大最令人緊張的體驗，可以讓您領略到電影裡的真實場景。栩栩
如生的造型讓您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而在未來水世界，木乃伊歸來，侏羅紀公園和怪物史瑞克裏又
會有令人畏懼和神經緊張的感受。
必付費用$130/人，包含環球影城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迪斯尼冒險樂園歡樂一日遊
加州冒險樂園 （園內停留 7 小時）
加州冒險樂園主題圍繞著為“加州”和“冒險”展開，樂園內的設施很多都是縮比例複製了加州知名的地標
性景點:天堂碼頭（Paradise Pier）以各類刺激的遊樂設施為主，過山車、跳樓機、太陽轉輪、穆赫蘭道
急速駕駛，都叫人大呼過癮。
好萊塢外景片廠: 則是一番典型的造夢經歷了，遊客可以親自體驗拍攝電影電視的樂趣，還有機會與知
名的迪士尼動畫人物親密接觸。
黃金之州： 帶你認識加利福尼亞的富饒，從西班牙殖民時期到華人懇荒時期，全面瞭解加州，就請來
黃金之州。
而“冒險”元素無疑就是樂園的外在表達了，23 種刺激豐富的遊玩專案肯定能讓你感受到有別於迪士尼
樂園的那份競技快感。此外，樂園還新建造了一座名為“小美人魚的海底世界”的維多利亞式宮殿，對刺
激的活動不感興趣的遊客可以在此坐上貝殼狀的遊覽車，開始一次海底的新奇旅行。
必付費用$150/人， 包含迪斯尼冒險樂園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迪斯尼主題樂園歡樂一日遊
迪士尼主題樂園 (園內停留 7 小時）
全球第一所迪士尼主題樂園，園內共有八個主題區，『美國主街』上的蒸汽火車、單軌電車，讓人回到
早期美國小鎮的淳樸生活；
『未來世界』裡，高速旋轉飛車載著您在宇宙星體中遨遊；
『新奧爾良廣場』，
重現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的迷人風光； 『探險樂園』佈滿原始森林與沼澤，印地安那瓊斯吉普車是
遊客的最愛，在『米老鼠的故鄉』 ，您可以和米奇、米妮聊天，『西部樂園』裡，汽船與礦車讓您體
驗昔日西部瘋狂激情，搭乘小木筏去拜訪湯姆.索耶的荒島，到『神話樂園』與白雪公主、小木偶、唐
老鴨、小飛象以及其他你喜愛的迪士尼人物合影，和小飛俠一起翱翔天空，與愛麗絲攜手夢遊僊境。最
新落成的『明日樂園』吸引了更多的遊客，讓人流連忘返。
必付費用$150/人， 包含迪斯尼主題樂園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主題專案 10 選 1
迪斯尼主題樂園歡樂一日遊
迪士尼主題樂園 (園內停留 7 小時）
全球第一所迪士尼主題樂園，園內共有八個主題區，『美國主街』上的蒸汽火車、單軌電車，讓人回到
早期美國小鎮的淳樸生活；
『未來世界』裡，高速旋轉飛車載著您在宇宙星體中遨遊；
『新奧爾良廣場』，
重現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的迷人風光； 『探險樂園』佈滿原始森林與沼澤，印地安那瓊斯吉普車是
遊客的最愛，在『米老鼠的故鄉』 ，您可以和米奇、米妮聊天，『西部樂園』裡，汽船與礦車讓您體
驗昔日西部瘋狂激情，搭乘小木筏去拜訪湯姆.索耶的荒島，到『神話樂園』與白雪公主、小木偶、唐
老鴨、小飛象以及其他你喜愛的迪士尼人物合影，和小飛俠一起翱翔天空，與愛麗絲攜手夢遊僊境。最
新落成的『明日樂園』吸引了更多的遊客，讓人流連忘返。
必付費用$150/人， 包含迪斯尼主題樂園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迪斯尼冒險樂園歡樂一日遊
第3天

加州冒險樂園 （園內停留 7 小時）
加州冒險樂園主題圍繞著為“加州”和“冒險”展開，樂園內的設施很多都是縮比例複製了加州知名的地標
性景點:天堂碼頭（Paradise Pier）以各類刺激的遊樂設施為主，過山車、跳樓機、太陽轉輪、穆赫蘭道
急速駕駛，都叫人大呼過癮。
好萊塢外景片廠: 則是一番典型的造夢經歷了，遊客可以親自體驗拍攝電影電視的樂趣，還有機會與知
名的迪士尼動畫人物親密接觸。
黃金之州： 帶你認識加利福尼亞的富饒，從西班牙殖民時期到華人懇荒時期，全面瞭解加州，就請來
黃金之州。
而“冒險”元素無疑就是樂園的外在表達了，23 種刺激豐富的遊玩專案肯定能讓你感受到有別於迪士尼
樂園的那份競技快感。此外，樂園還新建造了一座名為“小美人魚的海底世界”的維多利亞式宮殿，對刺
激的活動不感興趣的遊客可以在此坐上貝殼狀的遊覽車，開始一次海底的新奇旅行。
必付費用$150/人， 包含迪斯尼冒險樂園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好萊塢環球影城精彩一日遊
好萊塢星光大道 （20 分鐘）好萊塢大道的地上有 2400 多顆刻著影視明星姓名的星形徽章，好萊塢金

像獎的頒發地，杜比劇院、中國大劇院都坐落於此。 中國大劇院的門前還有各明星的手印腳印。
環球影城（園內停留 7 小時）
環球電影公司成立於 1915 年，被視為美國最大的電影公司總部，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和電視劇產地。
園內眾多原版電影場景設施讓您身臨經典電影的拍攝之中。
旅程將帶您遊歷城裡的好萊塢大片的拍攝場景，如: 山洪爆發，大白鯊, 地震驚魂等等。最新推出的金
剛 3D 電影和變形金剛 4D 是世界上最大最令人緊張的體驗，可以讓您領略到電影裡的真實場景。栩栩
如生的造型讓您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而在未來水世界，木乃伊歸來，侏羅紀公園和怪物史瑞克裏又
會有令人畏懼和神經緊張的感受。
必付費用$130/人，包含環球影城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聖地亞哥海洋世界一日遊
聖地亞哥— 加州最美麗的海港城市之一，也是美國西海岸最優良的天然港灣之一。短暫的市區遊後，
來到美麗的海灣，可自費($25)坐遊船遊覽海濱風光，途中更是可以目睹中途島號航母的風采。
海洋世界（園內停留 5 小時) — 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海洋主題公園之一，自 1964 年開業以來，已有超過
一億三千萬遊客來這裡探訪海洋的奧秘。海洋世界位於風景優美的米遜灣，公園裡有各種精彩的動物表
演，遊樂設施。遊客來海洋公園一定要做好全身濕透的準備，可自備雨衣。遊樂設施裡面最有名的是海
洋過山車和空中之塔, 搭乘海邊空中纜車，更可以讓您領略到米遜灣的全景。
海豚、企鵝、海獅 — 海洋世界有四個主要的海洋動物秀及二十個展出項目，其中以小動物雜技秀、野
生北極、藍色地平綫及精彩的海獅表演秀,精彩無比的演出將給您留下終身難忘的經歷！
必付費用$130/人,包含海洋世界公園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聖地亞哥市區一日遊
聖地亞哥海灣遊輪 — 乘坐海灣遊輪可以飽覽整個美麗的海灣，更可目睹美軍的各種艦艇，包括航母、
驅逐艦、護衛艦、醫療船等等。著名二戰結束雕塑“勝利之吻”也坐落於此。
中途島號航空母艦 — 曾參加過二戰及海灣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戰艦。登上這艘美軍服役年限最長的
戰艦，可依次參觀機庫、飛行甲板和艦島，在飛行甲板上還可見到各種艦載機。
巴波亞公園 — 是美國植物最美的都市公園之一。公園內有許多博物館，整體建築呈西班牙殖民復興風，
充滿了歷史的風韻。
聖地亞哥老城— 是一個美麗的歷史古城，城區內遍布著古老的西班牙建築、教堂、博物館及地道的墨

西哥餐館。漫步街頭，欣賞著街道兩旁的特色小店及身著民俗服飾的的當地居民猶如置身於 19 世紀的
墨西哥小鎮。
必付費用$110/人，包軍港海灣遊輪、中途島航空母艦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聖地亞哥海景火車一日遊
聖地亞哥 — 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太平洋沿岸城市。位於美國本土的極端西南角，是聖地亞哥縣
的首府，以氣候溫暖和沙灘眾多而著名。美軍在聖地亞哥市設有多處軍事基地，以美國海軍，美國海軍
陸戰隊，和美國海岸防衛隊為主。
一號公路（途徑）— 沿著著名的加州 1 號公路南下，抵達知名的美西海濱城市聖地亞哥，回程搭乘海
景觀光火車，飽覽加州無敵的海景風光。
海景火車— 搭乘海岸星光號雙層列車，獨家包含上層豪華艙的車票，舒服程度堪比飛機的商務艙！火
車沿著海岸線行駛，沿路欣賞海浪、棕櫚、沙灘、懸崖，飽覽加州太平洋海岸的無敵風景。
聖地亞哥海灣遊輪（自費） — 乘坐海灣遊輪可以飽覽整個美麗的海灣，更可目睹美軍的各種艦艇，包
括航母、驅逐艦、護衛艦、醫療船等等。著名二戰結束雕塑“勝利之吻”也坐落於此。
中途島號航空母艦（自費）— 曾參加過二戰及海灣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戰艦。登上這艘美軍服役年
限最長的戰艦，可依次參觀機庫、飛行甲板和艦島，在飛行甲板上還可見到各種艦載機。
必付費用$110/人, 包海景火車豪華艙車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洛杉磯市區精華一日遊
早上出發，前往洛杉磯市中心，途經洛杉磯政府大樓、金融中心後，到達洛杉磯地標建築-迪士尼音樂
廳，它的其獨特的外觀，讓你留下深刻印象。隨後前往洛杉磯最高的露天觀景平台-Skyspace，觀看全城。
中午在中央美食廣場享用洛杉磯地道美食，下午乘坐著名的天使公路，懷舊當地風光。之後在參觀世界
有名的微軟廣場和 NBA 斯坦普斯中心。最後到達加州科學中心，了解美國高科技技術。
微軟廣場 Microsoft Square 位於 L.A. LIVE 中心。 40,000 平方英尺 露天廣場舉辦特別活動，社區聚會，文
化節和現場表演。其現代的設計引人駐足。
加利福尼亞科學中心參觀奮進號航天飛機，它執行過包括維護哈勃望遠鏡在內的共 26 次航天任務，退
役後永久性落戶於加州科學中心。
斯坦普斯中心號稱“世界體育和娛樂中心”，是洛杉磯的湖人、快艇、火花、國王隊的共同的主場，最大
容量 2 萬人，也是 NBA 唯一被兩支球隊公用的場館。

迪士尼音樂廳強烈的蓋瑞金屬片狀屋頂風格，是洛杉磯愛樂與合唱團的本部。其獨特的外觀，使其成為
洛杉磯市中心的地標性建築。
中央美食廣場 Grand Central Market 是當地人和遊客週末最愛邊逛逛邊嚐遍美食攤位的好地方。這個市
場其實從 1917 年就有了，但近年來琳瑯滿目的精選美食攤位為中央市場添加了不少摩登氣息。這裡有
許多來自洛杉磯本地的攤位，用新鮮的當地食材為大家變化出風格獨特的特色美食。
天使公路 Angels Flight Railway 是位於美國加州洛杉磯邦克山市中心的纜索鐵路，是當地的著名地標之
一；天使鐵路全長 99 米，它被列入為美國國家史蹟名錄之外，也是世界最短的纜索鐵路。因大熱的歌
舞影片《LALA LAND》成為現今又一熱門網紅打卡地。
洛杉磯 Skyspace 坐落在洛杉磯市中心，位於距地面超過 1,000 英尺。 OUE Skyspace 觀景平台是加州最
高的露天觀景平台。登上這裡的遊客將以前所未有的獨到視角盡情欣賞從聖蓋博山到太平洋的絕佳景
緻，當然還包括道奇體育場、卡塔利娜島在內眾多標誌性景點。
途徑南加州大學
必付費用$90/人,包科學中心門票、天使公路車票、Skyspace 門票、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棕櫚泉廠家直銷店購物一日遊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奧特萊斯內停留 6 小時）
美國西南部規模最大的奧特萊斯，名牌大賣場。位于加州的棕櫚泉，距離洛杉磯兩個小時車程，沿途還
可以欣賞到美國西部的沙漠風景。
品牌最齊全：Burberry , Gucci, Giorgio Armani, Prada, Dior, Dolce 等世界一線品牌，到 Gap，Levis, Polo, CK,
Timberland 等大眾級品牌應有盡有，保您買到爽！
銀聯卡消費：約一半以上的品牌可以使用銀聯借記卡消費，還有多數店家接受銀聯信用卡消費。
貴賓折扣券：凡參加購物團的朋友均可享有貴賓折扣券之優惠。
必付費用$60/人， 包含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新港海灘-玻璃教堂-南海岸廣場一日遊
新港海灘有著地中海式氣候。和洛杉磯和奧蘭治縣的許多沿海城市一樣，相比距離海洋幾英里的內陸城
市，新港海灘在晝夜和季節，呈現較弱的溫度變化。受太平洋的影响，新港海灘的氣候冬季氣溫較暖和
夏季氣溫較冷，是美國當地居民非常喜愛的週末休閒娛樂聖地。傳說中球星科比的海邊別墅就在紐波特
比奇的海邊。

南海灣廣場購物中心（South Coast Plaza）是一家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科斯塔梅薩的販賣高端奢侈品
的購物廣場。購物廣場內有 250 家各色門店，年銷售額超過 15 億美元，是美國西海岸規模最大的購物
中心。
玻璃大教堂建於 1980 年，是由美國設計師學會金獎獲得者非利普約翰遜和他的助手約翰共同設計的。
巨大和明亮的空間使所有教堂望塵莫及。大教堂有 10,000 多盞柔和的銀色玻璃窗，使室內更顯明亮寬
敞。聖堂可容納 2890 人就座，並可滿足一千多名歌手和樂器演奏家在 185 尺長的高壇上進行表演。禮
拜活動可通過超大屏幕的室內索尼（SONY）“超大屏幕”電視屏幕，以及在大教堂室外的 NIT-星直接轉
播給開車來的禮拜者.
必付費用$60/人， 包含車費。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好萊塢，比弗利山莊一日遊一日遊
早上出發，前往洛杉磯北邊的好萊塢，遊覽中國戲院、星光大道。隨後乘坐獨家安排的比佛利敞蓬車，
進入比佛利山莊高雅社區，觀賞明星和美國富豪的豪宅。中午前往洛杉磯著名景點-農夫市場午餐，這??
有各種世界美食餐廳和琳瑯滿目的紀念品店。下午途經日落大道，參觀洛杉磯網紅拍攝地城市之光和格
里菲斯天文台。
比弗利明星豪宅遊洛杉磯富人和名流之士的家園，這裏的商店聚集了世界聞名的品牌，坐上敞篷小巴，
帶領您觀賞名人的豪宅，感受美國的高端社區街路園林，真正領略美國富人的生活。
洛杉磯農夫市場擁有近百年的歷史，適擁有食品攤，獨立餐館，農貿食品供應商等於一體的綜合區域。
豐富的食物種類，和新鮮的食材深受熱愛美食的旅客喜愛。
好莱坞星光大道近 2300 個明星在這裡留下名字，每顆星星都表達了對電影，廣播，電視，話劇和錄音
行業做出巨大貢獻藝術傢的敬意。
城市之光位於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的 Wilshire Boulevard 入口處。 這些路燈多為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點亮過南加街道的“退休”路燈。如今是洛杉磯有名的網紅打卡地
格里菲斯天文台世界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位於美國洛杉磯城中心西北方向的山上，與好萊塢 Hollywood
Hills 遙遙相對。它是洛杉磯的標誌性建築，是大熱電影《LA LA LAND》《霹靂嬌娃 2》和《黃金眼》的
外景地，以及出現在遊戲《俠盜獵車手 5》中，深受眾人喜愛。
途徑日落大道
必付費用$90/人，包明星豪宅遊车票、车费。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Quality Inn 或 Bokai Hotel 或同級
第4天

洛杉磯-奥特莱斯-拉斯维加斯

早上沿 15 號公路穿過北美最大的莫哈維沙漠到達奧特萊斯午餐並購物，下午抵達拉斯維加斯入住雲霄
高塔酒店，晚上可自費参加拉斯維加斯精彩夜游。夜宿拉斯維加斯。
莫哈維沙漠：北美最大沙漠，面積跨越 4 個州，其獨特的植物約書亞樹是沙漠里特有的樹種，橫貫東西
的太平洋鐵路如一條經濟動脈穿過沙漠連接內陸。沙漠中的鬼鎮沒落於淘金時期為這裡點綴了神秘的色
彩，世界最大太陽能發電站也是沙漠中的亮點。
賭城夜遊：全程導遊帶領，參觀威尼斯人酒店的人造天空，人造運河；夢幻酒店門前欣賞精彩火山爆發；
觀看百樂宮前的巨型音樂噴泉，欣賞世界最大的玻璃花作品。穿行著名的 LINQ 商業界，沿途品嚐各色
美國當地小吃，最後抵達世界最高的摩天輪。整晚全程四小時，盡情體驗不夜城魅力。
酒店：Stratosphere Hotel 或同級
羚羊彩穴-馬蹄灣-包偉湖
早上前往美國唯一的沙漠高原——科羅拉多高原，身臨其境體驗由大自然勾勒出的地貌奇觀。而科羅拉
多河及其支流貫穿整個高原，億萬年來不停的沖刷侵蝕著岩縫，從而形成了眾多世界級的峽谷奇景。全
球攝影愛好者神往奇景—羚羊彩穴和馬蹄灣，就在這片夢幻高原之地上。午後前往格蘭水壩，遊覽美國
境內第二大人工湖——包偉湖，包偉湖被喻為科羅拉多高原上的挪威峽灣，紅巖襯托下，赤壁雄偉，波
光如鏡，整個湖仿若火紅高原上劈砍出的璀璨玉石，耀眼奪目。遊客更可自費乘坐包偉湖的遊船，從各
個不同角度來欣賞陽光與峽谷形成的無與倫比的奇景，配以冬日暖阳，蓝天苍穹，是冬日里不可多得的
温暖体验。夜宿包伟湖。

第5天

馬蹄灣：科羅拉多河圍繞著馬蹄狀岩石蜿蜒流淌出的 U 型彎道，其獨特的藍綠色河水如綢緞般熠熠生
輝。 站在峭壁邊屏息靜氣俯瞰千丈石壁下的馬蹄灣，磅礴大氣的科羅拉多河在紅色高崖下靜靜流淌，
讓人無法不醉心沈迷於碧水紅岩鉤畫出的驚心動癿之美。
羚羊彩穴（自費）：世界七大地質攝影奇景之一的羚羊彩穴是非常著名的狹縫型峽谷，百萬年來河道經
變窄，大風及湍急的河水沖刷石壁，加上自然界的風化和侵蝕，最終形成了奇幻的峽谷景觀。其岩壁柔
美溫和猶如凝固的海浪，岩石涵蓋的礦物質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呈現多重色彩猶如絢麗的油畫，身臨此境
皆感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奇幻奧妙。
包偉湖：格蘭水壩的落成孕育了包偉湖，也界定了大峽谷的起點。包偉湖是全美第二大人工淡水湖，從
上俯瞰，如同一塊溫潤的碧玉鑲嵌在赤橙色的科羅拉多高原上。讓人稱奇的是，湖的四周是桔紅色的沙
灘和各種形狀的彩色絕壁和山崖，與藍色的湖水形成鮮明的對照，彷彿被大自然一雙高手精心塗畫過。
酒店：Lake Powell Resort & Marinas 或同級
紀念碑山谷-拱門國家公園-印第安保護區

第6天

清晨即起， 面對神聖靜謚的包偉湖欣賞日出，捕捉每一分每一秒晨曦與湖水的微妙變化，霞光與峽谷
壁形成的獨一無二的罕見美景。之後出發前往印地安人的寶藏之地-紀念碑山谷，這裡是全美最大的印
地安保護區，解讀現代印地安人生存境況，隨而眼中浮現出的壯觀岩石，大漠蒼茫，牛仔身影，歷歷在

目，遊客更可自費乘坐吉普車欣賞紀念碑山谷的巍峨。午餐後前往世界上最大的砂岩拱門集中地——拱
門國家公園，佔地七萬三仟英畝的國家公園裏，擁有超過六百座天然拱形石橋散佈四處，各有特色，它
們結合了風和水的侵蝕力量，讓您大開眼界。夜宿印第安賭場酒店，體驗印第安部落文化。
紀念碑山谷：科羅拉多高原縮影，納瓦霍砂岩矗立，猶如置身一個真實的牛仔世界和一幅波瀾壯闊的西
部風情畫中。因其獨有的蒼茫，好萊塢多部西部片均在此取景，如電影《阿甘正傳》《末路狂花》《變
形金剛》等等。
拱門國家公園：地底深處的巨大鹽床和歲月的侵蝕雕刻出拱門獨特的地貌，這裏有著全世界最集中的天
然拱門。平衡石，三公石，羊石等怪石林立。赫赫有名的南窗和北窗兩個拱門連成一線，彷彿是蒼穹下
一對晶瑩剔透眼睛，在紅褐色的石壁上分外閃耀。
酒店：UTE Mountain Casino 或 同級
四角地紀念碑-蓋普洛-熱氣球博物館-阿拉莫戈多
早上前往四角地紀念碑參觀這個全美唯一的四州交界點，置身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和
猶他州四個州的交界處，盡覽科羅拉多高原美景。上午前往新墨西哥州的蓋洛普，此地被稱為“印第安

第7天

人中心”的城市，也是美國 66 號歷史公路上的重鎮，此地所產的綠松石是世界稀有礦石，身處其中您將
深入體驗印第安文化風情。 午餐後前往世界熱氣球之都-阿爾伯克基，這裏每年都會舉辦全球最大的熱
氣球集會。我們將帶您參觀熱氣球博物館，了解各種功能的熱氣球、飛行器以及欣賞熱氣球 3D 電影。
夜宿阿拉莫戈多。
蓋洛普：它自稱為“印第安人中心”，因為它處在納瓦荷人，以及普韋布洛族的祖尼人、霍皮人等印第安
部落保留地的中心位置。鮑比·特魯普在《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在 66 號公路上找樂子》）裡
都特意提到過這裡。
熱氣球博物館：阿爾伯克基是全球地理環境和氣候環境中最適合熱氣球活動的城市。博物館中展示了自
1783 年以來熱氣球的歷史和發展及近況。
酒店：Quality Inn & Suites 或 同級
白沙國家公園-飛機博物館-大教堂-圖桑

第8天

早上前往美麗的白沙國家公園，登上山丘，極目四野，白浪滾滾，天地茫茫，會不由自主的感嘆大自然
的偉大。午後前往全球著名飛機墳場, 佔地 2600 英畝，保存 4200 架各類型號的軍事及民用飛機博物館。
我們將帶您進入世界最大的航空博物館（門票自費），乘坐專車參觀館內，鼎鼎有名的 F-14 戰機、A-10
雷霆地面攻擊機、運輸機等著名軍事及民用飛機拍照留念。之後前往聖澤維爾北團大教堂，擁有三百年
歷史的教堂是美國西南部保存最好的最古老教堂，擁有美國最具代表性的西班牙式建築風格，白色的主
體建築在沙漠裏分外耀眼。傍晚抵達美國距離墨西哥最近的城市－圖桑。夜宿圖桑。
白沙國家公園：位於美國新墨西哥州，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奇觀之一。在這裡，巨大的波浪狀石膏沙丘
覆蓋了大約 300 平方英里的沙漠地區。沙丘一直在不斷地反複變化，從生長、達到頂點，然後塌落，

沙漠在不斷地推進，覆蓋它前進路上的一切東西。
飛機博物館(自費) : 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博物馆。 拥有从怀特飞行器到 787 梦幻客机的超过 300 余架
各色飞机。这座占地 80 英亩的博物馆于 1976 年 5 月向公众开放，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博物馆逐渐壮
大，时至今日该博物馆不仅囊括了五个室内展示机库，其中包括效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戰機。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或 同級
卡奇納鐘乳石溶洞-巨人柱國家公園-沙漠博物馆-鳳凰城
早上驅車前往亞利桑那州最著名的天然奇境-卡奇納鐘乳石溶洞，石洞裡各式各樣的鐘乳奇峰萬景，時
闊時狹，迂迴曲折，都會讓你由衷的感嘆大自然的妙不可言。午後前往巨人柱國家公園就是為了保護仙
人掌所設，園中有多達 1000 多種來自世界各地不一的仙人掌，仙人掌呈綠，站在曠野裡，就像千萬支
擎天巨臂，十分壯觀。之後前往沙漠博物館（門票自費），佔地 98 英畝，是一個融合體驗：動物園，
植物園，藝術畫廊，自然歷史博物館和水族館。傍晚前往被譽為“太陽之都”的鳳凰城。

第9天

鐘乳石洞公園：被《美國今日讀者選擇》選為美國最美的洞穴。這座鐘乳石溶洞於 1974 年被世人發現，
至今形態完好，未受到一絲破壞，洞內景觀更是令人稱奇。洞內有國家公園專業人員介紹鐘乳石洞的各
項特色及奇觀。
巨人柱國家公園: 命名來自於索諾拉沙漠的代表性植物，巨柱仙人掌。這種仙人掌可以長到超過 20 公尺
的長度，但是期生長過程非常緩慢，多半要 75 年才會長第一個分叉。巨柱仙人掌的壽命約 200 年。通
常在四月或五月的夜晚集體開花，並由蝙蝠來傳播花粉。
沙漠博物館（自費）: 世界範圍內被廣泛認可，用於展示和推廣生態展覽中的本土植物和動物。博物館
經常被列為世界十大動物園之一，它以其獨特的方式詮釋了單一地區的完整自然歷史。
酒店：Holiday Inn & Suite Phoenix Airport North 或同級
鳳凰城-陽光之鄉-棕櫚泉購物-洛杉磯
早餐後我們將驅車前往鳳凰城市區遊，參觀亞利桑那州州府大樓。之後前往因中美首腦會晤“奧習會”
聲名大噪的度假莊園-陽光之鄉。這座面積達 200 英畝的沙漠度假地幾經擴建，現已成為美國最為著名
的建築與文化遺產的公共空間。歷史上曾有多位美國總統在此和外國政要舉行會晤等活動。我們將在訪
客中心參觀和拍照留念。午後前往棕櫚泉奧特萊斯，這裡有“沙漠中的血拼聖地”之名。傍晚返回洛杉磯。

第 10 天

鳳凰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府及最大城市。是美国最大的州府，人口超过其他州首府及美国首都华盛
顿特区，也是是美国第九大城市，也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鳳凰城气候干燥，年平均温度居全美
主要城市之首，享有“太阳的峡谷”美称，是有名的旅游胜地和避寒地。
陽光之鄉：也稱安納伯格莊園，是美國最為著名的國際會議中心，更被稱為是美國的“西部戴維營”。陽
光之鄉曾接待過許多重要人物，包括 7 位美國總統、英國女王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莊園包括主建築、
會客區、3 座客居別墅、1 個私人的 9 洞高爾夫球場和 11 個人工湖。主建築中有安納伯格家族收集的

藝術品展覽，其中包括 50 幅畢加索、梵高、安德魯·懷斯和莫奈的作品。
棕櫚泉奥特莱斯：南加州最大的奧特萊斯，有超過 120 家世界一級奢侈名牌打折、工廠直銷的專門店，
你能想到的大牌，基本全會出現在你眼前，如 Burberry，Coach，A /X，Calvin Klein，Diesel, Christine Dior，
DKNY，D&G，Polo，Giorgio Armani，Gucci，Hugo Boss，Levis，Tommy Hilfiger 等。全場低至 3 到 5 折
的優惠吸引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顧客前往血拼。
特殊说明
-凡因氣候、路況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為保障旅客的安全與權益，本公司保留調整行程和酒店的權利。
-由於出發日期不同, 行程的前後順序會有調整。
-免團費者如出團當日不出現罰款$150，此違約金由團上導遊直接收取，拒付違約金者，本社有權中止服務，並不退還
團費。客人自行承擔一切相關費用和損失。 行程內的必付費用屬於客人上团后必须繳納的部分團费。若客人拒絕繳納
相關必付費用，本社有權終止相關服務並不退團費。因终止服务而引起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客人自行承担。
-洛杉磯離團：行程最後一天請安排晚上 20:30 以後在洛杉磯國際機場(LAX)起飛的美、加地區的航班；或晚上 21:30 以
後起飛的國際航班。
-必付費用$100/人：馬蹄灣，紀念碑山谷，包偉湖，拱門國家公園，四角地紀念碑，熱氣球博物館，白沙國家公園，
巨人柱國家公園，卡奇納鐘乳石洞及燃油附加費。
接客地点
代號

地點

上車地點

LAX-B

國際航班請於國際航站樓(Terminal B) 洛杉磯國際機場 (LAX)
的外匯兌換處 (Currency Exchange)旁
邊等待導遊。 Terminal B Currency
exchange at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8:30 AM-21:30 PM

LAX-A

美國國內和加拿大航班請於各航站樓 洛杉磯國際機場 (LAX)
的行李提取處等待。Terminal Baggage
Claim area for US/CANADA domestic
flights.

8:30 AM-22:30 PM

LAX-22

15000 Hawthorne Blvd, Lawndale, CA
90260

Best Western Plus South Bay
Hotel LAX

Self check in

LAX-23

5250 W El Segundo Blvd, Hawthorne,
CA 90250

Ramada Plaza Hotel Inn LAX

Self check in

费用说明

時間一

時間二

费用包含

專業雙語導遊，地面交通
9 晚酒店（標準間），專業雙語導遊服務，地面交通
LAX 送機服務
LAX 接機服務

費用不包含

機票，餐飲，個人費用等等
自費項目
必付費用
服务費 (建議导游小費每人每天 10 美元，接機小費每人每次 10 美元，羚羊彩穴導遊小費每人 4 美元)
自费项目
專案名稱

價格

沙漠博物館

22.00/人

飛機博物館

22.00/人

包偉湖遊船

50.00/人

羚羊彩穴

51.00/人

紀念碑谷吉普車

50.00/人

Le Reve 夢幻水舞秀

176.00/人

太陽馬戲團 KA 秀

129.00/人

Vegas 經典歌舞秀

92.00/人

終極無限魔幻 V 秀

78.00/人

拉斯維加斯摩天輪

40.00/人

賭城夜遊

35.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