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西索爾凡丹麥村.AMTRAK海景觀光火車 

.美西大峽谷國家公園.百年酒莊 八 日 

 

 

 



 

 

 
★搭乘香港航空經香港轉機飛往美國西岸大城‧洛杉磯。飛行時間長，經香港轉機，下來走走，讓自己旅

遊更輕鬆。 



 



 

 
█【美景特色】 

★安排造訪美國不可錯過的 Barstow Outlet 名牌購物城及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North Premium Outlets，盡

情享受低價購買名牌的樂趣。 

★造訪加州渡假小鎮～聖塔芭芭拉及比丹麥還丹麥的風情小鎮～丹麥村。 

█【團費包含】 

1）航空公司來回團體機票+機場稅+安檢稅+燃油附加費。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 



2）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車資+門票等費用。 

3）500 萬旅約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 

1）小費每人每天 10 美金。 

2）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及其他個別費用。 

3）線上申請美國電子許可 ESTA，手續費 USD14。 

█推薦自費│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洛杉磯國際機場】〜洛杉磯【LosAngele】
～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格里菲斯天文臺【Griffith Observatory】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經轉機飛往美國西岸最大的城市【洛杉磯】，是加州 

的第一大城，擁有超過 400 萬人口，也是美國的第二大城，僅次於紐約市。 
【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是所有洛杉磯眾多海灘中最有名的海灘，每到風和日麗的週末，處處飄
滿爆米花與棉花糖香味，隨處可見到釣魚、散扛步、騎腳踏車、溜冰等從事戶外休閒活動的民眾。第三
街徒步區還有曲多知名品牌商店: Adidas、Old Navy、Victoria's Secret、ZARA、A&F、GAP、H&M、Kiston、
Nike…等等，是個逛街放鬆兩相宜的好地方。 

【格里菲斯天文臺│Griffith Observatory】位於洛杉磯市中心西北方向的山頂上，是洛杉磯的指標性的
建築物，同時也是洛杉磯的文化象徵，與好萊塢山上遙遙相對。站在格里菲斯天文臺山頂，既可以看見
好萊塢山上的”Hollywood”標誌也可以遠眺洛杉磯的高樓大廈，欣賞洛杉磯的市景。格里菲斯天文臺是
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臺之一，於 1933 年建成。天文臺展廳內有許多天文物理的知識及圖片，天文臺頂
上還有一座加州最大的 12 寸巨型天文望遠鏡供民眾和遊客免費探索群星的奧秘。 

http://www.hellola.cn/experience-detail/the-griffith-observatory-the-story-of-an-la-icon


 

餐食│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中式料理 USD8   晚餐／中式料理 USD9 

住宿：RAMADA PALMDALE 或 BEST WESTERN AIRPORT 或同級  

第二天 洛杉磯～（150 公里／2.5 h）索爾凡丹麥村【Solvang City】～（34 公里／1 h）聖塔
芭芭拉【Santa Barbara】-奧克斯納德【OXNARD (美國國鐵 AMTRAK 海景火車體驗】
～（95 公里／1.5 h）洛杉磯 

【索爾凡丹麥村│Solvang City】，市區內的建築幾乎全是歐式建築，所以大家就稱它為丹麥村！Solvang

這個字的丹麥文原意為「陽光燦爛的美麗原野」，確實，這個位於美國南加州，四季都有燦爛陽光的丹
麥村，是個很多元化，也很現代化的都市，除了歐式建築、風車、馬車等象徵性的特色外，還有不少精
緻的特色餐廳，而各式各樣有趣的禮品小鋪和手工藝品店，更是讓人流連忘返，盡情享受發掘寶貝的樂
趣時，一個不小心，就就會讓人荷包大失血哩！還有，幾家以傳統丹麥麵包為訴求的糕餅店，也是不能
錯過的喔！漫步在這個充滿北歐風情的小鎮上時，隨處可以感受到那濃鬱的異國情調。 

【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這裡有美麗的海灘、令人屏息的懸崖絕景、美味的餐廳、世界級的飯
店以及朝氣蓬勃的藝術社群，聖塔芭芭拉市區內有著名的聖塔巴巴拉修道院(外觀)、立法院(外觀)、古色
古香的西班牙式城堡建築群以及商店，整個城市的建築與現代細節相融合，使它擁有一種休閒優雅的氣
質，這正是其與加州的許多其他海灘城鎮相異之處。(聖塔芭芭拉市區觀光，如時間不夠，午餐後即直接
前往搭乘火車，不再進市區觀光。) 

【搭乘 AMTRAK 海景火車】從【聖塔芭芭拉】到【奧克斯納德】約一小時的車程中, 火車緊鄰貫穿南
北的 1 號太平洋海岸風景公路，沿著海岸線曲折盤桓，臨高眺望海天美景。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北歐風味餐 USD13    晚餐／中式料理 USD9 

住宿：RAMADA PALMDALE 或 BEST WESTERN AIRPORT 或同級 

第三天  洛杉磯～（80 公里／1.5 h） Barstow Outlets～（172 公里／3 h）拉芙琳【Laughlin】 

【Barstow Outlets│名牌大賣場】American Eagle、Bally、Banana Republic 、Bass、Calvin Klein、Coach、
Gap、Guess、Kenneth Cole、Nautica、Nine West 、Old Navy、Polo Ralph Lauren、 Reebok、Timberland、
Tommy Hilfige 等各種美國名牌應有盡有，讓您暢快享受購物樂趣。有水上賭城之稱的～【拉芙琳】位
於加州南端接連加州及亞利桑那州，是內華達州第三大賭城，有別於拉斯維加斯的奢華，這裡呈現出另
一番樸素的媚力，一家家賭場依河而建，您可來個小賭怡情，抑或散步於河邊，聆聽潺潺水流，欣賞科
羅拉多河邊迷人的黃昏景色，亦是另一番旅遊的享受。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IN&OUT 美式自助餐 USD8 晚餐／★酒店內西式自助餐 

住宿：EDGEWATER HOTEL 或 同級 

第四天 拉芙琳～（200 公里／3.5 h）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Grand Canyon South Rim】～（255

公里／4.5 h）拉斯維加斯 

【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Grand Canyon South Rim】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也是世界享譽盛名的大峽谷，
是由科羅拉多河流經並切割亞利桑那州，所形成 1476 英尺深的溪谷景觀，大峽谷山石多為橘紅色，從
谷底至頂部分佈各時期的岩層，層次清晰可見，並且含有各地質年代的生物化石，彷彿是一處大自然的
地理教室，1979 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行列。大峽谷全區長度約 277 英哩，深度達 1 英
里，形成的主因是蜿蜒曲折的科羅拉多河向下切割，鏤刻出令人嘆為觀止的世界奇景！大峽谷兩岸都是
橘紅色的巨岩斷層，大自然利用鬼斧神工的創造力鐫刻得岩層嶙峋，夾著一條深不見底的巨谷，更顯的
無比壯麗。神奇的是，一天之內，隨著太陽光線的強弱，峽谷岩石色彩轉換不同顏色，時而深藍色、時
而棕灰色、時而又是赤橘色，不禁令人讚嘆大自然造物力量，真是太神奇了呀！ 

【瑪莎展望點│Mather Point】，是以大峽谷國家公園的創立者也是第一任國家公園處長 Stephen Mather

來命名，是南峽最受歡迎的展望點，也是參觀大峽谷不可錯過的景觀，站在此處剛好距離北峽 10 英里，
距離科羅拉多河谷一英里深，在此感受大峽谷的壯闊，令人屏氣凝神，讚嘆不已，同時亦可以感受石灰
岩、砂岩，片岩受到光線照射所呈現出多采多姿的色彩變化!  

【拉斯維加斯】源自西班牙語，意思為“肥沃的青草地”，因為拉斯維加斯是周圍荒涼的沙漠和半沙漠地
帶唯一有泉水的綠洲。自從內華達州發現金、銀礦後，大量淘金者湧入，拉斯維加斯也就此開始繁榮，
市區的賭場紛紛成立，“賭城”之名也就此傳開。入夜後的夜景，五彩霓虹，尖端科技的特效噱頭令人讚
嘆神奇。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西式自助餐 USD13  晚餐／中式自助餐 USD9 

住宿：STRATOSPHERE 或 同級 

第五天  拉斯維加斯【Las Vegas】～Las Vegas North Premium Outlets～（285 公里／4.5 h）洛杉磯 

【Las Vegas North Premium Outlets】擁有將近 180 間店，各種名牌應有盡有，包括：Armani Exchange、

Banana Republic 、Burberry、Calvin Klein、Coach、Dolce & Gabbana、Levi's、Polo Ralph Lauren、Salvatore 

Ferragamo、Fossil、J.Crew、Kenneth Cole、Under Armour 等，到此的遊客，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滿滿的

笑容，不管逛幾個小時都嫌不夠呢!!對於血拼族來說，真是購物的天堂呢!! 

網址：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58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58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簡餐 USD8 晚餐／★韓式豆腐鍋 USD14 

住宿：BEST WESTERN AIRPORT 或 同級 

第六天  洛杉磯～好萊塢星光大道～聖安東尼奧百年酒莊～蓋帝中心 

【好萊塢星光大道】是條沿著美國好萊塢大道與藤街伸展的人行道，上面有 2000 多顆鑲有好萊塢商會
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獎章，以紀念他們對娛樂業的貢獻。每顆星皆由一顆水磨石製成，將其製成粉色五
角星形並鑲上青銅然後嵌入深灰色的方塊中，青銅上刻有授獎者名字，下面則為一環狀標誌，代表受獎
人領取星星的領域。 
【中國戲院】以中國明朝的寺院建築外觀得名，吸引無數遊客。必定造訪的是「戲院前庭」，擁有 170
多位明星或導演所留下的足跡和手印，遊客不是忙著拍攝偶像腳印的照片，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手
印上，好好比對一番。 
【杜比劇院】造價將近美金 9000 萬元，擁有 3500 個座位，2002 年之後，便成為奧斯卡金像獎典禮固定
的頒獎所在地。每年奧斯卡獎典禮時，可見超級巨星、導演和電影從業人員盛裝打扮，走過紅地毯，接
受全世界影迷們的注目，成為世界一大盛事！ 

【聖安東尼奧酒莊│ San Antonio Winery】聖安東尼奧酒莊位於洛杉磯市中心，創建於 1917 年，至今
已一百年了，是洛杉磯市文化歷史地標。釀酒廠附設有傳頌已久的義大利及美式餐廳，和深受歡迎的宴
會廳，品酒室內更展示了數以百款本地及進口名酒，本公司特別為各位貴賓準備甜酒或酸酒(二選一)品
嚐。 

【蓋帝中心】是由石油鉅子保羅‧蓋帝(Jean Paul Getty，1892-1976)所創立的基金會聘請當代的建築大師
理查．邁爾(Richard Meier)規劃設計，於 1997 年落成開幕。館內所有的珍藏品都是原版例如 20 世紀前
歐洲有名的油畫、素描、手稿和雕塑等等，，絕無贗品！ 

 

餐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料理 USD8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USD9 
住宿：BEST WESTERN AIRPORT 或 同級 

第七天 【溫哥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航班參考: HX69 10:45/18:20+1 
    於飯店用完早餐之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您可以於機上盡
情享用娛樂設施，不論是最新的院線片電影、或是採購機上的免稅商品、又或點上一盞閱讀燈細細回味
此次旅途的點點滴滴。航班將再越過國際換日線後於香港轉機。 

餐食│早／旅館內用 午／機上簡餐 晚／機上簡餐 
住宿：機上 

第八天  【香港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航班參考: HX284 21:55/00:05+1 
航班因越過國際換日線.於 16:50 抵達香港。在香港機場稍事休息後再飛返桃園。於凌晨抵達桃園國際
機場..回到溫暖的家。 

餐食│早／機上簡餐 午／機上簡餐 晚／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或其他不可抗
拒因素，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見諒。 
◎美國所有的酒店倡導綠色消費環保政策，不無償提供一次性用品，請賓客自帶。 

 

 
【團費包含】： 
1）航空公司來回團體機票+機場稅+安檢稅+燃油附加費。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 

2）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車資+門票等費用。 

3）500 萬旅約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 

1）小費每人每天 10 美金。 

2）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及其他個別費用。 

3）線上申請美國電子許可 ESTA，手續費 USD14。 

＊美國簽證說明：  

2012/11/1 起台灣加入美國免簽證計劃後相關規定 

◎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出發日)，台灣護照持有人可不需美簽赴美，但須符合以下條件並完成必要手續:  

►旅客持有之台灣護照為 2008 年 12 月 29 日當日或以後核發之生物辨識電子護照 (晶片護照)，且具備
國民身分證號碼。  

►旅客前往美國洽商或觀光 (B 訪客簽證適用的旅行目的) 並且停留不超過 90 天。  

►旅客具備足夠資金供在美期間支出。  

►旅客已透過旅行授權電子系統 (ESTA) 取得以 VWP 入境之授權許可，嬰幼兒不分年齡皆需申請，操
作步驟如下 (需至少在旅行前 72 小時送出申請)：  

1. 至 旅行授權電子系統 (ESTA) 中文版，填寫個人資料並回答問題，取得申請認證碼。  

2. 線上提供信用卡資料 (無論是否申請通過，均需收取$4 美元的受理費；若申請通過，將從信用卡再扣
除$10 美元核准費；若申請被拒，除了$4 美元受理費，不會收取額外費用)。  

3. ESTA 會在 72 小時內回覆是否通過免簽申請，您可用申請認證碼線上檢查進度。  

4. 若線上申請被拒，仍可依舊流程前往 AIT 當面辦理，但須負擔$5200 元台幣簽證費。  

 

◎若您赴美目的非 B1/B2 簽證所允許的洽商或觀光，將不適用免簽，包含以下目的者:  

►欲在美國工作者（無論有給職或無給職），包括新聞與媒體工作者、寄宿幫傭、實習生、音樂家、以
及其他特定職種。  

►欲在美國求學（F 簽證）或參加交換訪客計劃者（J 簽證）。  

►前往其他國家而途中需要過境美國的空勤或航海組員(C1/D 簽證) 。  

►以私家飛機或私人遊艇入境美國者。  

►欲在美洽商或觀光超過 90 日者。  

►曾被拒絕 ESTA 授權許可，或有其他違反移民法事項者。  

 

◎詳細規定請參考美國在台協會官網 
【護照及出入境說明】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懇請；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1、《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應持有滿半年以上效期，始可入境其它國家》。  
2、 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3、 役男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4、接近役齡男子者→出國必須蓋一種章，即為【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5、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