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西 優勝美地 大峽谷(南峽/西峽） 拉斯維加斯 迪士尼 

/或聖地牙哥) 環球影城 7 天 

第一天 : 灣區 Bay Area – 優勝美地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弗雷斯諾 Fresno 
遊覽美西最負盛名的優山美地國家公園，一路怪石嶙峋，懸崖峭壁，千丈飛瀑，萬里峰巒，彷彿置身世外；公園內著名景致

區以次如下：新娘面紗瀑布，船長巨岩，昆仲斜岩石，金沙江，觀瀑橋，半球巨岩，斷層飛瀑，南眺景等。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Park Inn by Radisson Fresno 或同級 
 
第二天 : 弗雷斯諾 Fresno –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直駛世界第一大賭城拉斯維加斯，有興趣可到希爾頓，米高梅，凱撒宮，金銀島，金字塔，馬戲團，海市蜃樓等巨型賭場內

一試運氣，並欣賞彩色繽紛的神奇夜景，猶如天上人間，更可自費觀賞舉世知名的豪華歌舞表演。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Excalibur Hotel and Casino 或同級 
 
第三天 : 可選擇參加『 南峽谷國家公園』團 或 西峽谷 『玻璃橋』團 
A. (南峽)拉斯維加斯  - 大峽谷 – 拉斯維加斯 
上午驅車經過全美最高的胡佛水壩，接著前往世界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大峽谷曾 多次被旅遊雜誌票選為您一

生不可不去的景點，成立於 1919 年的大峽谷國家公園位於亞利桑那州北邊，占地約 1904 平方英哩。大峽谷東西長 277 哩，

寬 18 哩，深將近 1 哩，並在 1979 年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單，幾乎每個到大峽谷的旅客，都會不約而同的

被其所震撼。著名的胡佛水壩更是必遊景 點，到大峽谷，望著深不見底的山谷，顏色千變萬化的山壁，偶而看見幾隻老鷹

在谷中遨翔，瞭解到人的渺小。黃昏時的峽谷更美，閃爍的金光，灑在滿山遍野的橙 紅上，有如火紅的炭，在爐中散發著

熱力。大峽谷是美國史前及自然歷史的寶藏，也是數百萬遊客眼中一個獨特壯觀的景色。在此您除了可以欣賞到人工無法斧

鑿的 大峽谷外，您並可將大峽谷隨著陽光及雲影變幻的美景收到你的相機中，帶回家細細回味。夜宿拉斯維加斯。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Excalibur Hotel and Casino 或同級 
 
(西峽)B. 拉斯維加斯 – 胡佛水壩 – 西大峽谷玻璃橋『天空步道』 – 拉斯維加斯 
早晨，專車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 大峽谷曾多次被旅遊雜誌票選為您一生不可不去的景點，成立

於 1919 年的大峽谷國家公園位於亞利桑那州北邊，占地約 1904 平方英哩。 大峽谷東西長 277 哩，寬 18 哩，深將近 1 哩，

並在 1979 年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單，幾乎每個到大峽谷的旅客，都會不約而同的被其所震撼。 著名的胡

佛水壩更是必遊景點，到大峽谷，望著深不見底的山谷，顏色千變萬化的山壁，偶而看見幾隻老鷹在谷中遨翔，瞭解到人的

渺小。 黃昏時的峽谷更美，閃爍的金光，灑在滿山遍野的橙紅上，有如火紅的炭，在爐中散發著熱力。 大峽谷是美國史前

及自然歷史的寶藏，也是數百萬遊客眼中一個獨特壯觀的景色。 在此您除了可以欣賞到人工無法斧鑿的大峽谷外，您並可

將大峽谷隨著陽光及雲影變幻的美景收到你的相機中，帶回家細細回味。大峽谷西緣屬於 Hualapai 印第安保留區。華人 
David Jin 在此建設透明的玻璃橋；懸空 4,000 多呎，能支撐 71 架波音 747 的重量；團友可自費踏步於『天空步道』上；

並可參加「海空原始之旅」，乘搭直昇機空中鳥瞰這鬼斧神工的大峽谷，以飛鷹的角度環視大峽谷的天然奇景，並降落於谷

底科羅拉多河畔，再轉乘遊船暢遊科羅拉多河。此外，還有機會欣賞到印第安人的跳舞表演，讓您這個大自然之旅更見充實。 
【大峽谷 玻璃步道】耗資千萬美元，每次最多只能容納 120 人，步道兩端就是遊樂中心，為美國西部最新的觀光景點。 遊
客們可以站在半空中，將腳下的大峽谷風光一覽無遺，是目前人氣最旺的全新行程。 
 
必須支付門票：  
$ 80－西峽之門票及午餐 
建議之活動項目及收費（如客人有興趣參加，請於團上直接付款給導遊，由導遊統計人數及登記）： 
$ 35－天空步道 Skywalk 



$200『海空原始之旅』直昇機＋遊船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Excalibur Hotel and Casino 或同級 
 
第四天 : 拉斯維加斯 – 洛杉磯 (市區觀光) 
本日驅車前往加州第一大都市洛杉磯, 停留好萊塢星光大道、中國戲院、柯達中心。 晚餐後返回酒店。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Holiday Inn Select – La Mirada 或同級 
第五天 : 迪士尼樂園 或 聖地牙哥 
早餐後，全天遊覽位於加州洛杉磯橘郡的【迪士尼樂園】，不只是洛杉磯吸引觀光客的據點而 已，它更是美國人夢想的一

部份，自 1955 年開幕以來，是世界各地主題樂園仿傚的標準，”世界上最歡樂的地方” 是人們送給她的代名詞，園內分

為八大主題區，包括『美國小鎮大街』、『探險世界』、『幻想世界』、『明日世界』、『邊域世界』、『動物天地』、

『紐奧良廣 場』以及『米奇卡通城』，每個主題區都令您驚奇，魔幻的迪士尼將帶給您無限歡樂。 
或 
選擇參加聖地牙哥一日遊 - 另外支付大人$68, 小孩$58(2-12 歲) 
上午從酒店出發沿太平洋驅車到加利福尼亞州第二大城市聖地牙哥。這是美國太平洋艦隊海軍基地, 數量龐大的各型戰艦停

泊在海灣之中。我們跨過聖地牙哥港海灣大橋, 進入美麗而寧靜的科羅納多島, 在島上的渡船中心不但可以欣賞當地的建築

庭園, 遠眺隔海的聖地牙哥市中心更是氣象萬千。繼續開車前往聖地牙哥市中心, 車上欣賞美麗的白沙灘及高貴的古蹟-德爾

科羅納多酒店, 這是一所豪華典型飯店建於 1888 年, 是總統和外國皇室經常訪問的地方。午餐後, 前往市中心的海軍紀念公

園, 參觀美麗的園景及航空母艦前拍照留念, 若想登上那艘航母參觀則另行自費買票。再往婚紗照聖地-巴爾博亞公園參觀植

物園和歐洲巴洛克式建築。最後到達加州的發祥地-舊城, 那裡有墨西哥及美國西部風格的街道及建築等古蹟, 見證了加州的

早期歷史。夜宿洛杉磯。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Holiday Inn Select – La Mirada 或同級 
 
第六天 : 環球影城 
早晨，前往【環球影城】，讓您一探電影拍攝的奧祕，環球影城是洛杉磯目前最受歡迎的景 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影製

片廠和電視攝影棚。首先建議您可參加「遊園車之旅」，您將目睹回到未來的鐘塔廣場、大金剛在紐約市肆虐、大白鯊向您

攻擊，您也 將親身體驗八點三級大地震及親眼看到紅海的海水，如何從中分開….，當您穿過音效舞台、背景街道、神奇的

電影製作和驚人的特效展示時，說不定您看到的 就是明日賣座電影的實際製作過程。另外還可坐上「回到未來」的光速車、

「侏儸紀公園」中大小恐龍環繞的刺激、「浴火赤子情」體驗 10,000 度高溫煙火的 驚心動魄、「水世界」中的水上大戰、

「魔鬼終結者第二集」中的液化人就在眼前、還有最新的「神鬼傳奇」、「凡赫辛」及４Ｄ立體電影「史瑞克」….等精 彩
刺激的節目，是您非到不可的項目，保證讓您大呼過癮、回味無窮。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Holiday Inn Select – La Mirada 或同級 
 
第七天 : 洛杉磯 (Los Angeles) – Tejon 名牌工廠直銷店 (The Outlets at Tejon 
Ranch) – 灣區 (Bay Area) 
早上從洛杉磯出發, 順停位於洛杉磯與 Bakersfield 之間的名牌工廠直銷店 – The Outlets at Tejon Ranch， 面積為三十

二萬平方尺， 容納七十多家商鋪，各種名牌服裝、鞋帽、皮包任您挑選。下午直駛灣區。 
 餐食：早餐：自理 | 午餐：自理 | 晚餐：自理 
 住宿：返回甜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