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遨遊美西 10 日 

出發日:01/27   售價:69,900 元  

★★西峽谷印地安保留區～天空步道★★ 

人類向天比高的夢想，又有了最新突破！美國亞利桑納州大峽谷，高達 1158 公尺的玻璃天空步道，將打

破史上最高建築物的紀錄，也就是說它的高度比兩個台北 101 大樓疊起來還要高，讓民眾可以站在高空中

俯瞰大峽谷的宏偉風光。這座耗資近 3 千萬美金(約新台幣 9 億元)，打造的美國大峽谷玻璃天空步道不但

能帶您俯瞰亞利桑納州大峽谷，還能讓你到達只有鳥類才能翱翔的地方。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棲息於加州內華達山脈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其面積廣大約台灣的 1/11，約 1919 年設立為國家公園，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園區內盡由花崗岩組成的峭壁、巨石，以及瀑布和紅杉巨木等多種景

色圍繞優勝美地谷而成，其美麗景色吸引每年百萬數的遊客到此遊覽。我們將駐足此地多個景點欣賞這片

美麗山谷，以及高低差聞名世界優勝美地瀑布及新娘面沙瀑布，感受另一面加州的宜人景色。 



 

  

★★雙主題樂園★★ 

1.好萊塢環球影城 

儘管亞洲大型樂園逐一的興起，但其發源地美國仍是最具有原汁原味的！環球影城製片廠是洛杉磯目前最

有趣也是最受歡迎的景點，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影製片廠和電視攝影棚，有許多宛如電影場景重現的遊

樂項目，一踏進環球影城，立即享受視覺感官的強烈刺激；最受歡迎的環球影城遊園列車帶您認識電影製

作的幕後以及體驗結合電影的旅遊設施，如回到未來、鬼屋、侏羅紀公園、神鬼傳奇、３Ｄ變形金剛、史

瑞克４Ｄ歷險，以及水世界…等等，讓您樂而忘返。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於 2016 年 4 月 7 日盛大開幕，您將可以闖進這片魔法世界，一探霍格華茲城堡

的禁忌之旅。踏進園區內，蒸汽車頭映入眼簾，不知覺得踏入魔法的村莊─活米村 Hogsmeade，您可以幫

自己裝備一些魔法的裝備，做為前往挑戰霍格華茲城堡挑戰禁忌之旅 3D Forbidden Journey，又或搭乘驚險

刺激的鷹馬的飛行 Flight of the Hippogriff，絕對是麻瓜門造訪 2016 年造訪環球不可錯過的景點之一！  

 

  



2.加州迪士尼樂園：大人小孩的天堂 

位於安納罕 Anaheim 的迪士尼樂園於 1955 年開放，吸引了眾多小朋友和成年人。內有許多迪士尼人物，

如米奇老鼠，及迪士尼電影場景。園內設施也經常更換。原來在一個人工湖內，可以乘潛艇看到真人扮的

美人魚，但因扮演卡通人物的員工工作條件不適應長期在水下，所以後來改成了假的美人魚。園內曾一度

有座很高的假雪山，人們可以坐纜車從中間穿過，但也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1990 年代，又在同樣的地址，

擴建了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 Disney's California Adventure，而原本的迪士尼樂園，新設立的加州冒險樂園，

與周圍一系列相關設施（包括幾座配合樂園而設置的觀光旅館），則共同組成迪士尼渡假區 Disneyland 

Resort。 

 

  

★★越夜越美麗~ 拉斯維加斯★★ 

1.【M&M 巧克力 WORLD】 

少不了的童年的回憶。在全世界只有五間分店，分別位於拉斯維加斯、紐約、奧蘭多、倫敦以及上海。 

 

  

2.【可口可樂世界】 

世上最大的可樂瓶，但其實他的真實身份是電梯，可以讓你穿梭在可樂瓶之中喔。 



 

  

★★雙交通工具體驗★★ 

1.【金門灣遊船】 

讓您欣賞這美麗的港灣景色，您並可看到神秘的惡魔島及天使島。註：遊船時間約 1 小時。 

 



  

2.【噹噹車】 

不只因為他可愛的復古外型，還有穿梭於高低起伏的舊金山市區時，那悠閒的車速，似乎在提醒著人們，

別忘了放慢腳步、偶爾看看這座迷人的城市。  

 

  

★★OUTLETS Shopping★★ 
名牌精品，瘋狂血拼：OUTLET 是美國購物的常見型態，您可以用平實的價格購買平時要等到週年慶才會

下手買商品。常見的美式休閒服飾、運動用品或是運動鞋，在這裡可以用意想不到的價格買到，更是到美

國不過錯過的行程之一！ 

  

   

★★品嚐獨特 當地特別料理★★ 

★日式海鮮風味餐：各式各樣的海鮮料理，口味眾多，任君挑選。 



★韓式豆腐煲+鐵板燒 

★ IN-N-OUT 美式漢堡：享有《全美最好吃的漢堡》稱號，標榜不開放加盟，曾來過台灣開快閃店，造成

排隊風潮，食材也是當日新鮮現做，不用冷凍食材，是您到加州人不可錯過的道地美食。 

★賭場飯店自助餐：世界各國風味匯集於此，百種美食任君挑選。 

★西式自助餐：中西式料理搭配，口味多樣化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9-01-27(日) BR028 桃園機場 23:30 舊金山 19:40 

2 2019-02-03(日) BR011 洛杉磯 23:05 桃園機場 05:4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機場 / 舊金山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門票景點 

今於桃園機場集合，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起

飛， 經國際換日線飛往美國西岸城市─三藩市，曾經是懷有

美國掏金夢的地方，現已搖身一變成高樓及住宅區林立的港灣

城市，出關後隨即前往飯店休息調整時差，準備好好暢遊這個

不一樣的美國西岸國度。 

溫馨提醒：護照自帶的旅客，別忘了攜帶您的護照及 ESTA

唷！  

時差：比台灣晚 16 小時(夏季日光節約時間晚 15 小時)，建議您在機上充分的補充睡眠，迎接到來的旅

程。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Newark - Fremont 

第 2 天 舊金山【市政廳、藝術宮、金門大橋、漁人碼頭、九曲花街、噹噹車、金門灣遊船】 



●【金門大橋】東岸有紐約的自由女神，西岸則是舊金山的金

門大橋，朱紅的橋身，配上當寒流碰上暖流常起的霧，成就了

一張張美麗的圖案。 

●【九曲花街】位於俄羅斯山上，它是全美國最彎曲的一條街

道，短短一段路上一共有八個急彎，只允許往下坡方向的單向

通行，這段奇陡的街道原本是直線通行的，但考慮到行車安

全，1923 年被改成目前的彎曲迂迴，利用長度換取空間減緩沿

線的坡度大小，並且用磚塊鋪設路面，增加摩擦力，如今竟也成了舊金山另一個特殊景觀。 

★【噹噹車】噹噹車是舊金山的地標之一，由於舊金山由四十二座山丘組成，市內陡峭的地形使噹噹

車不但在十九世紀末，為市區不可或缺的大眾運輸工具，至今仍為舊金山遊客觀光的熱門景點及交通

工具。當車子開動時，噹噹聲不絕於耳，熱鬧又有趣！ 

●【市政廳】此乃模仿羅馬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所建，被公認是全美最美麗的公共建築物之一。 

●【漁人碼頭】遊客只要尋著螃蟹的標誌就可來到漁人碼頭，她是同時可吃海鮮和逛街的好去處。 

●【藝術宮】位於舊金山港灣區，原為萬國博覽展示藝術品會，於 1915 年建造，其主體建築被修復後

保留至今，並增加了草地與湖泊，已成為當地旅遊休憩必去景點之一。 

★【金門灣遊船】讓您欣賞這美麗的港灣景色，您並可看到神秘的惡魔島及天使島。總之舊金山是美

和浪漫的代名詞，值得您慢慢的細細品味。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 日式海鮮風味餐 

夜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Newark - Fremont 

第 3 天 舊金山─300km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100km 弗雷斯諾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1984 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內華達山

脈國家公園，也是第一個受到美國聯邦政府保護的自然區前往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路上，同時以怪石嶙峋，懸崖峭壁，千丈飛

瀑，萬里峰巒聞名。因其高聳壯闊的山景，園內奇石嶙峋古木

參天，每年超過百萬的遊客前往一賭期造物者在這片公園的美

作。我們將園區內參觀下列景點： 

◆【船長岩 El Capitan】冰河時期形成的巨岩，位於國家公園溪

邊入口處，高約 1100 公尺，其垂直的岩壁是世界攀岩好手嚮往征服的聖地，此岩石號稱為地球上最大

的一塊石頭。 

◆【新娘面紗瀑布 Bridalveil Falls】瀑布高約 189 公尺，印地安族群稱這個瀑布為「微風的精靈」(spirit 

of the puffing wind)。巨大的水幕牆，隨風搖曳著，有如新娘面紗一般飄逸，給人帶來些許含蓄的美感。 

●【優勝美地瀑布 Yosemite Falls】此瀑布為山中下三層結構所組成的瀑布，高度落差約 739 公尺，坐

落於內華達山脈，是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最大的瀑布，同時也是世界第五大落差的瀑布，壯觀之美不言

而喻，也此公園內最受歡迎的景觀。 



●【隧道觀景點 Tunnel View】鳥瞰整個優勝美地典型的Ｕ字形冰河谷地，讓您讚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

能力。 

(註 1)若遇天候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園區關閉，將以 17 哩海岸(17 miles)作為替代行程。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 西式自助餐 

夜宿  WYNDHAM GARDEN FRESNO AIRPORT 

第 4 天 弗雷斯諾－380km 巴斯托－260km 拉斯維加斯【M&M 巧克力與可口可樂世界】 

今日早餐後將途經拉斯維加斯的樞紐點─巴斯托。傍晚我們將

抵達最大賭城─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與雷諾 Reno、拉芙琳

Laughlin 並稱為內華達州三大賭城。白天的拉斯維加斯像極一

位 80 歲的老太婆，當華燈初上她就像施了魔法一般，即蛻變

成一位 18 歲美麗的少女，它就是個如此不可思議的城市，讓

您深深為它著迷！ 

◎【M&M 巧克力與可口可樂世界】M&M World and Coca-Cola 

World 位於拉斯維加斯大街上，醒目的曲線瓶以及 M&M 公仔讓人一眼就可以認出來。廣告標語～只溶

你口，不溶你手正昰對 M&M 美味的行容，M&M 世界裡可發現更多造型的 M&M 公仔，繽紛色彩的巧

可力，另外您也可以在可口可樂世界中探索可口可樂的由以及相關介紹等。 

晚餐後您可以【自費】參加最燦爛、最經典的「夜遊」，不論是金殿的「人造火山爆發」，還是威尼

斯人的「嘆息橋、鐘樓以及 gondola」，我們都將帶領您飽覽無疑，還有賭城中最神秘的百樂宮，其壯

觀迷人的「芭蕾水舞」，令人盪氣迴腸；舊城的大型「天幕秀」，精彩剌激，五彩繽紛的街景盡入眼

簾，今晚我們將時空化為人工的奇景，讓您在有限的時間裡，達到無限的歡樂與喜悅。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IN-N-OUT 美式漢堡 

晚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夜宿  PARK MGM LASVEGAS 

第 5 天 拉斯維加斯─205km 西峽谷天空步道─160km 拉芙琳(水上賭城) 

早餐後，今日的重頭戲觀 ★【西峽谷天空步道超 High 體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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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50,000 公斤，而這條天空步道旨在讓遊客靠著徒步，無須

乘直升機或船隻，即可在半空中俯瞰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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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餐。傍晚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大峽谷前往水上賭城拉芙琳。 

(註 1)若不走天空步道 Sky Walk 之旅客，敬請於出發前 7 天告知，每人可退費 NTD 800，大峽谷其他行

程不受影響；若無告知恕不退費。  

餐點 早 中式稀飯餐盒 



中 印地安風味餐 

晚 飯店內用自助餐 

夜宿  Harrah's Laughlin Casino & Hotel 

第 6 天 拉芙琳－320km 棕櫚泉【Desert Hill's 名牌大賣場】－140km 洛杉磯 

今日享用完早飯後，安排專車前往全世界觀光客最愛前往的

◎Desert hills Premium 名牌折扣中心展開一場精品品牌的瞎拼

之旅。大約有 180 家名店聚集在此，有美國必買的品牌包、熱

門的服飾品牌、熱銷的運動商品、不可不買的美妝及保養

品…，如：ABERICAN EAGLE、BANANA REPUBLIC、

BURBERRY、COACH、DOLCE & GABBANA、ESCADA、

GAP、GUCCI、KATE SPADE、MICHAEL KORS、NIKE、

UNDER ARMOUR、PAUL SMITH、POLO RALPH LAUREN、

SKECHERS 等，可以讓您以最平價的價格，買到各種知名的品牌，你看到眼酸，買到手軟。充份享受

購物的樂趣。  

血拼完後，帶著滿滿的戰利品，我們將驅車前往洛杉磯。Los Angeleas 在西班牙語中為「天使之城」的

意思，人口數僅次於紐約市。因地理位置緊鄰太平洋，受季風調節氣候宜人。這塊土地歷經多次文化

融合，現已成為南加州匯集人文、藝術以及商業發展的重地。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 韓式豆腐煲+鐵板燒 

夜宿  The Hotel Fullerton 

第 7 天 洛杉磯－加州【迪士尼樂園】 

◎【加州迪士尼樂園 Disneyland】 

加州迪士尼樂園共分兩個主題園區：《迪士尼親子樂園 

Disneyland Park》以及《加州冒險樂園 Diseny 

California Adventure Park》 ，是世界第一個專為“孩子”設計的

主題遊樂園，堪稱是「全世界兒童夢寐以求的歡樂天堂」。迪

士尼樂園於 1955 年 7 月 17 日正式對外開放，共有八個主題遊

樂區，包括仿 19 世紀美國古典風貌且可以逛大街血拼的「美

國大街」、專為小朋友所設計的「米奇卡通城」、有白雪公主

及睡美人等童話故事場景的「幻想世界」、印第安部落及美西拓荒風情的「邊域世界」、具有加勒比

海鮮豔建築與異國風味的「紐奧良廣場」、熱帶叢林風格的「冒險世界」、欣賞慶典遊行與動物同樂

的「動物王國」及在 1998 年興建完成，可暢遊世界及吸收科技新知的「明日世界」。代表歡樂，科

技，富裕，冒險的迪士尼樂園作全日遊；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而且是老少咸宜的悠閒遊樂天地，此外

還有大廣場、美國商店街，更有花草樹木遍佈各角落。同時參觀驚心動魄的<鬼屋>、栩栩如生的<加勒

比海海盜船>，緊張刺激的森林歷險或置身於世界最大的<３６０度銀幕>中，迪士尼是您實現夢想

DREAMS COME TRUE 的代名詞。 

 如果您想要來點刺激的，也可以選擇位於迪士尼樂園隔壁的《加州冒險樂園》,也是隸屬於迪士尼公司. 

不過加州冒險樂園除了以加州為遊樂園的主題, 以加州文化與歷史作為背景, 園內的遊樂設施也是以年

齡層較大的遊客為對象, 有較多刺激度較高的遊樂設施. 加州冒險樂園內的遊樂區包括了布耶那維斯塔



大道, 樂園碼頭, 灰熊激流,好萊塢世界,蟲蟲世界, 太平洋碼頭,和最新開幕的汽車世界。 

 

(註 1)迪士尼樂園門票為一日票券，您可於當日決定前往親子樂園，或加州冒險樂園(二擇一)，並可於

當日閉園前自由進出遊玩。 

(註 2)若今日不去迪士尼樂園之旅客，請於出發 7 日前告知，每人可退門票+晚餐費用 NT$2,200；若於 7

日前或當天臨時決定不去將視為自動放棄行程，恕不退費。 

(註 3)迪士尼煙火施放排程，以迪士尼官網公告為主，若遇其他因素導致煙火停止施放，敬請見諒。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夜宿  The Hotel Fullerton 

第 8 天 洛杉磯 【好萊塢環球影城～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市區觀光】 

早餐後展開洛杉磯市區觀光，帶您找尋明星的足跡，●【中國

戲院】前的廣場，有著中國之名遂因她是明朝寺院的建築外

觀，於１９２７年５月開幕，來洛杉磯旅遊，很少人可錯過這

個景點。庭外就是●【星光大道】，踩在充滿星星的星光大道

上逛逛也是一種蠻特別的經驗，而旁邊的●【杜比劇院】，之

所以名馳海內外，係因自２００２年開始，她就是每年奧斯卡

金像獎的頒獎地。 

之後專車前往好萊塢★【環球影城製片廠】，是洛杉磯目前最有趣也是最受歡迎的景點，它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電影製片廠和電視攝影棚，有許多宛如電影場景重現的遊樂項目，一踏進環球影城，立即享

受視覺感官的強烈刺激。首先安排搭乘最受歡迎的環球影城遊園列車，讓您走進電影製作的幕後，我

們將為您介紹全新搭建的 13 條佈景街道；此外您將搭乘由彼得．傑克遜創作的金剛 360 度 3D 之旅，

體驗世界上最壯觀的 3D 體驗。 

全新景點夢工場劇院呈獻「功夫熊貓：帝王任務」。該景點內容取材於轟動全球的系列大片，帶領遊

客踏上驚心動魄的旅程，既享受扣人心弦的故事，又領略頂級視覺盛宴，每每令遊客流連忘返。這是

首次在洛杉磯好萊塢環球影城加入「夢工廠」遊戲設施。劇院首創新技術，觀眾不用配戴 3D 眼鏡，採

用「室內投影集成」體驗更真實，再加上戲院一排排簇新座椅，隨著場景內容前後左右搖晃，非常動

感。備 180 度視覺效果，加上 360 度環迴立體聲及多感官體驗，使觀眾有如親歷其境。 

3D 變形金剛，透過效果逼真的立體媒介，精彩演繹 12 個電影場景，打造前所未有的感官享受，戴上

超視覺的眼鏡，搭乘 EVAC 特種戰鬥車穿越到「變形金剛」的科幻國度，與「汽車人」聯手，穿梭於

地下隧道及街區、跨越天台近距離地感受著擎天柱、大黃蜂等變形金剛和與邪惡派「霸天虎」間逼真

驚險的激鬥，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但驚心動魄的全感官體驗絕對讓人畢生難忘。此外還有侏羅紀公

園水上探險、水世界、神鬼傳奇及最新的遊樂設施～辛普森家庭，園內並有許多穿著戲服的演員，還

會趁您不注意時，從旁嚇您，總之好萊塢本身就是一個神話，今天將帶給您驚奇連連。另外影城外的

商店街 (City Walk)有販賣各式各樣電影週邊商品及主題餐廳，您也可利用時間好好逛逛。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於 2016 年 4 月 7 日盛大開幕，您將可以闖進這片魔法世界，一探霍格華茲城

堡的禁忌之旅。一踏進園區內，蒸汽車頭映入眼簾，不知覺得踏入魔法的村莊─活米村 Hogsmeade，您

可以幫自己著裝一些魔法的裝備，做為前往挑戰霍格華茲城堡挑戰禁忌之旅 3D Forbidden Journey，又



或搭乘驚險刺激的鷹馬的飛行 Flight of the Hippogriff，絕對是麻瓜門造訪 2016 年造訪環球不可錯過的景

點之一！  

(註 1)若今日環球影城之旅客，請於團體出發 7 日前告知，每人可退門票+晚餐費用 NT$2,000；若於 7

日前或當天臨時決定不去將視為自動放棄行程，恕不退費。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9 天 洛杉磯/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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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國際換日線後返回台北。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機上享用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10 天 桃園機場 

航班於今日飛抵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愉快的結束此次多彩多姿

的美西之旅，期望與您再次相遇。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甜蜜的家 

自費活動參考 

活動名稱 費用 

拉斯維加斯夜遊 USD 35 

欣賞拉斯維加斯迷人的夜景，包括威尼斯人水道橋、Mirage 火山爆發、Bellagio 水舞、舊城的天幕秀...

等。 

※活動時間：約 3 小時 

※費用包含：車資、導遊、拉斯維加斯夜間觀光 



自費活動參考 

活動名稱 費用 

※活動進行時間：晚餐後配合團體行程 

太陽劇團「O 秀」 USD 215~250 

此秀為水中表演，又名為水秀，為加拿大與法國馬戲團聯合演出，空中飛人加上水中表演，舞台佈景

快速變換，令人眼花撩亂，三度立體的設計令人驚豔，是拉斯維加斯最熱鬧的秀之一。§ 每星期三~日

演出，每天兩場/ 需即早向領隊預訂(含門票及車資) 

※活動時間：90 分鐘 

※費用包含：交通.門票 (票價依座位區域而不同) 

※營業時間：19:30 及 22:00 二場，星期一及星期二休息(依訂到的時間為主) 

※年齡限制：需滿 5 歲 

大峽谷(西緣)直昇機+科羅拉多河遊艇 USD 229 

於大峽谷(西緣)搭乘最新型的“A 星”直升機於空中鳥瞰那鬼斧神工，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

谷」。直升機飛入谷底，降落在科羅拉多河之旁，在谷底乘坐遊艇在大峽谷中遊覽北美洲第二長的河

“科羅拉多河”，仰望峽谷雄偉的風光。 

※活動時間：1 小時 

※費用包含：直昇機機票.船票 

※特別說明：若因氣候因素或預訂已滿狀況下，而無法自費搭乘時，敬請見諒！ 

太陽劇團「KA 秀」 USD130~200 

KA 秀結合了雜技、京劇、武術及煙火效果的秀，因為使用了很多火的元素，所以又被稱為火秀。這是

一部史詩英雄傳奇，講述兩位雙生兒被命的安排，踏上了一次危險的旅途。KA 秀使用了影院的視覺技

術來製造出現場的耀眼效果，是一部史無前例的戲劇表演。 

※活動時間：90 分鐘 

※費用包含：交通.門票 (票價依座位區域而不同) 

※營業時間：19:00 及 21:30 二場，星期四及星期五休息(依訂到的時間為主) 

※年齡限制：需滿 5 歲 

注意事項 

寒假春節期間 2/1-2/4 此階段，一經開票後無退票價值，若取消會收取全額票款，敬請留意。  

 本團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含領隊)，人數為 21(含)將派 30 或 33 人座中型巴士；若超過 21

人則派 56 人座大型巴士。 

 最多為 48 人以下(含領隊)，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若人數未達 20 人以上，本公司

有權利與其他優質同業聯合出團。 

 本行程所使用門票票種為團體票，所有年齡旅客皆以同一票額計價，無退差價空間，敬請見

諒。 

 團體房皆以雙人房為主(2 張標準床 Queen Size)，每房入住人數為 2 人，請配合以二人一室為分

房。單數(單人)報名者若不指定單間，本公司將安排同性旅客或領隊同房。  

 旅客若仍需三人同房，本公司將以雙人房方式安排，並不退任何費用。 (美加地區因消防法規

定，大多數房型依法不得加床)。 

 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座位區域是依照航空公司內部作業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

如靠窗、靠走道或是同行者全數安排坐在一起等，敬請貴賓見諒! 

 行李：國籍航空以二件托運行李各不超過 23 公斤〈超重費依航空公司所規定〉及手提行李一小



件不超過 7 公斤為原則。 

 服務費：出國旅遊服務費的給予不僅是禮貌，更是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由於旅遊途中

大多數的服務業從業人員為無底薪制，因此，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當您

接受過他們周到的服務後，請給予適當的「報酬」，這不僅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

鼓勵與讚許；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  9 天團 美金 90               

         * 10 天團 美金 100               

         * 11 天團 美金 110                 

         * 以此類推           

         1.房間清潔工：每房美金一元，置於枕頭上。             

         2.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美金一元。            

         3.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 

 重要提醒：美加地區現行法規規定室內全面禁煙。入住飯店時，請勿在飯店房間內(包括陽台在內)及室內場所吸

煙。美加地區法規對室內吸煙的罰款嚴重，各家飯店對房間內及室內吸煙者之罰金規定不同，最低金額 200 美金

起，請旅客特別注意！ 

 因應美國安檢新規定，自 6 月 30 日起，飛美班機旅客攜帶粉狀物質，除了經檢查確認非屬危險或危安物品的藥

粉、嬰兒配方奶粉、人類骨灰，其他大於或等於 350 毫升之粉狀物，均不可攜帶進入客艙。請旅客配合將大於或

等於 350 毫升之粉狀物提前放置於託運行李。 

 國家公園等地區飯店，因隸屬自然景觀環境保護區，部分飯店無提供電梯，敬請見諒!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

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

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

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美加地區，大部份城市之自來水(冷水)皆符合當地生飲標準可直接飲用。如您不習慣水質口感或有其他疑慮，建議

您可自行攜帶保溫瓶或於當地購買瓶裝礦泉水。 

 電 壓：美國地區：110V，50Hz。 

 攜帶用品：盥洗用具(牙膏、牙刷)、個人習慣藥品、雨傘、相機、底片、吹風機、太陽眼鏡、帽子、防曬油、拖鞋

等。 

 本行程每日住宿所列可能入住飯店皆以同等級使用，並非代表等級差異或是選用順序，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

下，將依飯店確認回覆的結果，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依最

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