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證入住美高梅集團～石中劍賭場飯店 Excalibur Hotel Casino 

          位在年會會場 美高梅大酒店 對面，參加活動、更衣、休憩，便利度滿分！ 



貴賓 好康 獨享： 

1. 參團貴賓 每房（每兩位） 加贈一台 WIFI 分享器，讓您隨時掌握全球訊息不中斷！ 

2. 個人導覽耳機，年會活動訊息不漏接、景點介紹更清晰 

3. 專屬台灣特色小物，讓您與國際獅友交流、交換，將台灣推上國際舞台 

4. 側拍活動花絮照片，設置公用雲端，讓每位團員自由取用，回味無窮 

 

最了解我們的國籍航空 長榮航空 EVA AIRWAYS 

參考航班  出發地點／時間  抵達地點／時間  

BR006 桃園國際機場／10:10 洛杉磯 LAX／07:10 

BR011 洛杉磯 LAX／00:50 桃園國際機場／05:10 

 

行程不止年會，旅遊更要留下難忘的體驗 

06/28（四）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 美國洛杉磯－墨西哥（蒂華納邊境小

鎮、中心廣場、革命大道）－聖地牙哥 
帶著興奮的心情，搭程豪華客機直飛美

國西岸最美麗的天使之城~洛杉磯，班機

於當日清晨抵達，領隊協助辦理安檢以

及入關手續後，隨即展開精彩的美西之

旅。 

專車前往位於美墨邊境的小鎮～蒂華

納，是購物於墨西哥美食天堂，給您視

覺與味覺雙重享受。沿著風景如畫的加

州海岸一路前行，越過美國邊境抵達墨

西哥城鎮。小鎮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

專車抵達小鎮中心後，您將有機會品嘗

墨西哥豐富美食、熱鬧的革命大道兩旁商店與精品店更是不可錯過的購物店，購物時也別忘了享受討

價還價的樂趣；參觀市區文化中心，感受墨西哥藝術與文化。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墨西哥風味餐 晚餐：中華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Sheraton San Diego Hotel 或同級  

 

06/29（五）第二天 聖地牙哥（歷史公園、19 世紀建築巡禮、Old Town）

－拉斯維加斯 
聖地牙哥市位南加州太平洋沿岸，緊鄰墨西哥邊境，為美國第八大城，加州第二大城。聖地牙哥為加

州的誕生地，並以其溫和全年氣候及天然的深水良港聞名。聖地牙哥港本身並為美國海軍基地，時常

可以看見海港邊停泊的軍艦。 

充滿懷舊氣氛、保存良好的聖地牙哥舊城州立歷史公園(San Diego Old town)，是聖地牙哥城市商業活

動的發源地。特殊的歷史背景，讓佔地廣大的聖地牙哥 old town

聚集了許多異國風味的墨西哥建築、餐廳及商店。來到聖地牙哥

old town，彷彿進入時光隧道，回到 1872 年的舊時時光。 

聖地牙哥舊城州立歷史公園 (Old Town San Diego State Historic 

Park)，是一座保存了 19 世紀建築的實境博物館。聖地牙哥 Old 

town 是聖地牙哥昔日商業、文化活動的中心。這座歷史悠久的

舊城區於 1968 年轉型為文化保護區，目的在於呈現並保存聖地

牙哥市中心的早期樣貌。佔地廣大的聖地牙哥 Old town，規劃非

常完善聚集了許多 19 世紀懷舊的墨西哥建築、餐廳及商店，更



有許多博物館可供參觀。午後續往內華達州夜夜笙歌、越夜越美麗的賭城～拉斯維加斯。白天的拉斯

維加斯像位 80 歲的老太婆，當華燈初上她就像施了魔法一般，蛻變成一位 18 歲美少女，如此不可

思議的城市，讓人們深深為它著迷！享用豐盛晚餐後，建議貴賓早點休息調整時差，讓您有更充沛的

體力迎接隔日的重頭戲～國際年會遊行。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聖地牙哥風味餐 晚餐：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石中劍酒店 EXCALIBUR HOTEL 或同等級 

 

06/30（六）第三天 年會國際大遊行（預計 08:30~12:00）－年會展廳參觀、

或自由行程－國際理事感恩餐會－賭城戶外燈光秀 
早餐後，換上最亮眼的服裝、拿出台灣精神，我們將代表寶島台灣在拉斯維加斯最熱鬧的大道上為國

爭光。眼花撩亂的國際遊行往往是國際年會中最吸引人的其中一個活動，相信各位貴賓們也都準備好，

在今天，拿出最抖擻的精神，將台灣推向國際。午後，您將有自由時間，可盡情遊覽年會各國展覽區、

與國際獅友交換特色小禮物、或是前往週邊賭場一擲千金、自由返回飯店休息等。 

今日，我們將安排與國際理事候選人黃廖全總監共享晚餐，藉由國際理事讓台灣的聲音讓世界聽見。 

晚間，帶您前往以各樣燈光、噴水池組合而成的賭城大道，欣賞特色賭場飯店最吸睛的戶外秀。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發放餐費 USD15 晚餐：中華海鮮晚宴 

住宿：石中劍酒店 EXCALIBUR HOTEL 或同等級 

 

07/01（日）第四天 年會開幕式－國際理事投票－賭城大秀～太陽馬戲團 O 

SHOW 
早餐後，優秀師友們整裝待發準備前往會場，參加 2018 國際年會隆重開幕式，經由國際總會的公益

宣傳與未來年度計畫，於此，您將深深感受身為獅友的榮耀。午後，更別忘了在國際理事項目中投下

神聖一票。 

晚間，特別安排賭城最著名大秀~太陽馬戲團 O SHOW，太陽劇團歷久彌新的作品「O」劇，編織一幅

出深具藝術性、超現實與劇場浪漫的水上錦繡畫。網羅世界一流特技演員組成的國際卡司，同步的泳

者、跳水者與劇中人物，於水中、水面與水上表演，在這充滿歐洲歌劇院風格的雄偉劇場，為觀眾呈

現讓人嘆為觀止的娛樂。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發放餐費 USD15 晚餐：義式風味自助餐 

住宿：石中劍酒店 EXCALIBUR HOTEL 或同等級 

 

07/02（一）第五天 拉斯維加斯－大峽谷國家公園（西峽＋天空步道）－拉



斯維加斯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過，一生中一定要來一趟美國大峽谷。《世界七大天然奇景之一》盛名的美國大

峽谷，1979 年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行列，1476 英呎深的峽谷景觀，鏤刻出令人嘆為觀

止的奇景，不論搭飛機從空中俯瞰或在河上泛舟，絕對都是很棒的體驗方式，尤其峽谷在一天內會因

陽光照射而轉換不同顏色，令人讚嘆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天空步道驚艷之旅：這座耗資 3000 萬美金打造的「玻璃天空步道」將以馬蹄型橫越大峽谷，玻璃步

道底部以鋼樑支撐，設計載重約為 32,650,000 公斤，而這條天空步道旨在讓遊客靠著徒步體驗大峽

谷的宏偉景觀。隨即乘車前往有千億萬年形成的老鷹岩與蝙蝠岩，及參觀印第安人村莊內特有的建築，

並於峽谷懸崖邊一邊欣賞峽谷風光，一邊品嚐富有原始風味的印地安人風味餐。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印第安人風味餐 晚餐：豪邁牛排餐 

住宿：石中劍酒店 EXCALIBUR HOTEL 或同等級 

 

07/03（二）第六天 拉斯維加斯－沙漠之丘 Premium Outlet－洛杉磯 

血拚族有句名言是：沒去過 Outlets 不算到過美國，

Outlets 雖是過季品商店，但品質和一般正品無異，

美國的 Outlets 裡有全球各名牌的衣服、鞋子、包包

和配飾等，以絕對低價吸引絡繹不絕的人前來朝聖，

逛到腳軟買到手軟還不肯離去。而幅員廣闊的美西，

更是擁有多家大型 Outlets，這些 Outlets 分布在加州

如洛杉磯、棕櫚泉等，此次安排前往其中最著名

DESERT HILL 暢貨商城，讓各位以最划算的價錢，

購入此次旅行戰利品。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IN-N-OUT 美式漢堡餐 晚餐：美式龍蝦餐 

住宿：Hilton Hotel Los Angles Airport 或同等級 

 

07/04（三）第七天 洛杉磯（好萊塢星光大道、中國戲院、比佛利山莊）－

洛杉磯國際機場 
洛杉磯是美國第二大城，是一座很具吸引力、媚力的城市，有人說她就像一塊大磁鐵，吸引世界各地

遊客的造訪。洛杉磯亦是好萊塢明星聚集的天堂。在這個南部第一大城裡，建築著許多夢想。成人兒

童皆宜的迪士尼樂園 、揭開許多幕後秘辛的環球影城、麻雀變鳳凰的比佛利山莊、星光閃閃的好萊



塢以及好萊塢大道。是一個娛樂與奢華集散的發源地。您準備好接

受完全性的明星旅程了嗎？ 

晚餐後，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台。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美式烤肋排餐 晚餐：中華料理（七

菜一湯） 

住宿：機上 

 

07/05（四）第八天 洛杉磯 桃園國際機場 
您可在機上觀賞精采的電影，更可以呼呼大睡，越過國際換日線，

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機上 

 

07/06（六） 第九天 桃園國際機場  
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搭配國際年會的難忘經驗，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 

記得，再忙也別忘了去旅行喔！好好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團費報價~20 人以上成團，全程兩人一室，每位團費新台幣 93,000 元整。 

團費報價已含： 團費報價未含： 

1. 兩地機場稅、燃料稅 

2. 旅遊業責任險（意外 200 萬＋醫療 10 萬） 

3. 旅遊平安保險（意外 500 萬＋醫療 20 萬） 

4. 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90 美元） 

1. 護照新辦費用，每位新台幣 1,400 元整 

2. 美電子簽 ESTA 費用，每位新台幣 500 元整 

3. 私人消費、電話費、床頭小費 

4. 年會註冊等相關費用 

新瑞旅行社 服務人員 王正志 0910-028354 

 
推薦自費活動： 

節目名稱 簡介 費用 備註 

V 秀 (V Show) 

V 代表 Variety(綜合的意思)，有空中

打鼓、魔術、特技、雜耍、搞笑、

變身、脫口...等各種表演，所有演出

者以他們最拿手的絕技，讓您享受

70 分鐘的高潮。 

美金   

大人 $80.00 

小孩 $80.00 

＊步行前往 

KA 秀 

此秀為太陽馬戲團 Cirque du Soleil 

於 MGM Grand 表演，它是用世界

雜技的形式來演繹一皇室雙胞胎的

冒險旅程及他們履行自己命運的真

實故事。突破性的演出令人嘆為觀

止。(時間約 1 小時 45 分鐘) 

美金 $200.00 

＊此秀一票難求，需

提早向領隊訂位(5 歲

以下不能觀賞) 

7:00/9:30 兩場 

Tue-Sat 

＊自費不含車資  

南峽谷「直升機」

體驗之旅 
體驗從高空下俯瞰大峽谷 

美金   

大人 $229.00 

小孩 $229.00 

若因時間或氣候狀況

等因素，無法搭乘

時，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