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賴 佳   禾  02-2563-4633 

 

【美西】暑假親子遊~夏日三大主題樂園、迪士尼早餐會、聖地牙哥

海景火車、OUTLET 瘋購物七日(含稅)   
出發日期: 報價 

7/27(長榮航空) NT:65,300 元/人 

8/21(長榮航空) NT:57,300 元/人 

*以上報價皆含稅，不含小費、簽證**~機位有限請洽詢專員~* 

行程特色 

***行程費用不含美簽 ESTA$14 美金(約台幣$500)，需額外支付，敬請注意！***  

【親子貼心企劃】  

1.特別安排與迪士尼卡通人物共用早餐，與米妮、高菲.布魯托...一起歡度快樂的早餐時光。 

 
 

2.12 歲以下兒童特別加贈：米奇或米妮玩偶乙隻於迪士尼樂園贈送。 

 



3.參加此行程，並完成付款獨家贈送迪士尼袋子乙個。 

 

 

【三大主題樂園】  

1.大人、小孩永遠的快樂天堂～迪士尼樂園。(您也可選擇遊玩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 

 

 

2.加州最受歡迎的主題樂園～好萊塢環球影城+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題園區。 

 



3.美國最大海洋生物主題樂園～聖地牙哥海洋世界。 

 

 

【五大精采玩法】  

1.一次暢遊美國西岸兩大名城： 

★《天使之城》洛杉磯。 

★加州第三大城市～聖地牙哥。 

 

2.體驗當地人的玩法，特別安排體驗一段海景火車(Coaster)，欣賞海天美景。 

 



3.聖地牙哥安排登上中途島號航空母艦，您可體驗走在航空母艦甲板上的驚奇。 

 

4.葛瑞菲斯天文台：電影《樂來越愛你》拍攝場景及看到著名地標 HOLLYWOOD 的最佳地點。 

 

5.血拼無罪，敗家有理～特別安排名牌大賣場(Citadel Outlets)。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洛杉磯～海景火車～聖地牙哥(中途島號航空母艦、勝利之吻雕像、舊

城區) 
今日收拾起簡單的行囊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來到機場，想想在機上看它個幾部電影再小睡一會兒，

就可抵達從小夢寐以求的美國，不由得嘴角泛起一絲絲的笑意。因飛越換日線，班機於當天抵達美國

西岸第一大城及全美第二大城～洛杉磯，不僅是《天使之城》，更是《未來之城》，也是世界娛樂的首

善之都及美西最具現代化的都市。 

 

海景火車(Coaster)：沿著海岸線曲折盤桓，臨高眺望海天美景，令人心曠神怡。然後專車前往美國加

州第二大城市～聖地牙哥。此地的氣候冬暖夏涼，全年副屬熱帶地中海氣候，舒適宜人。雖是大城市，

卻予人小鎮的愉悅感受，因有花園般的城市面貌，而贏得《美國最理想城市》的美譽。  

特別安排登上中途島號航空母艦，中途島號曾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成了美國最大的航母博物館；

您並可踏上此艦，一窺海軍生活的點滴，艦上還展示當年立下大功的戰鬥機。隨後前往位於中途島號

旁的 Tuna Harbor 公園，您可與著名的勝利之吻雕像合照留影。 

 

到了聖地牙哥，一定不能錯過充滿墨西哥風情的舊城區。古樸的歷史城市中隱隱流露一股放蕩不羈的

氣息，令置身其中的遊客有種自我放逐的莫名悸動；您並可漫步於販賣石器、蠟燭與銀器工藝品的雅

緻小店。 

【貼心贈送】 

★本團贈送行李束帶每人乙個。 

★本團贈送迪士尼袋子乙個。 

註：以上物品將另行於機場集合出發時發送予各位貴賓。 

 

★12 歲以下兒童特別贈送米奇或米妮玩偶乙隻。 

註：以上物品將另行於迪士尼樂園贈送。 

早餐：X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宿：Holiday Inn 或 同級旅館 

 

第 02 天  聖地牙哥(海洋世界)～洛杉磯  
聖地牙哥海洋世界：園區內有多數個表演舞台及數個展覽館，間雜著各項表演秀、水族館、海洋生態

館、遊樂設施等，如殺人鯨、海豚、海狗、海豹等表演，以及精彩的音樂噴泉，噴泉隨著七彩燈光，

伴著美妙音樂節奏高低起伏，煞是好看，亦可使用園內各項遊樂設施；這裡有好玩的遊樂設施，各種

展覽與生態教育，寓教於樂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傍晚專車返回洛杉磯。晚餐特別安排於美國著名的聯鎖餐廳 Tony Roma's 享用鮮嫩多汁的美式碳烤豬

肋排餐，並搭配洋蔥磚及冰淇淋和飲料，讓您讚不絕口。  

【美食安排～Tony Roma's 美式碳烤豬肋排餐】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長榮航空 BR006 桃園 10:10 洛杉磯 07:40 
長榮航空 BR011 洛杉磯 00:50 桃園 05:10+1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方便遊完，敬請自理     晚餐： 美式碳烤豬肋排餐 

宿：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Hotel Fullerton 或 同級旅館 

 

第 03 天 渡假村內活動(沙灘排球、沙灘足球、印度瑜珈、腳踏車、撐船、獨木舟、各

類風帆)→晚間現場樂團表演→夜遊沙灘熱情火把秀之夜 
好萊塢環球影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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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將體驗彼得．傑克遜創作的 360 度金剛 3D 歷險及最新的玩命關頭 3D 之旅，體驗

世界上最壯觀、最驚心動魄的 3D 冒險。 

【特別企劃】2016 年 4 月 7 日開幕～《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題園區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主題園區將忠實於小說和電影，以 J.K 羅琳筆下的人物做為故事與角色的藍本，

未來將會在園區內完整呈現原著中的場景、人物。另外，景點中絕不容錯過的「霍格華茲城堡」不僅

代表哈利波特的魔法精神，更是哈利波特迷必到訪的景點之一。不僅如此，園區內無論是靄靄白雪的

屋頂到舖滿鵝卵石的街道都比照原著，原汁原味逼真呈現，更能藉此一覽老英國的面貌。進入園區，

穿過拱門，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矗立於園區內的霍格華茲，古老的村落風采隨處可見；商人叫賣、列

車站長迎接乘客上車，酒吧裡飢腸轆轆的老主顧，此外還有令遊客歡呼，想要全部體驗的設施，其中

包括園區內指標性雲霄飛車遊樂設施「哈利波特禁忌之旅」以及奇幻家庭雲霄飛車「鷹馬的飛行」。  

此外，還有 3D 變形金剛、神偷奶爸 3D 電影、辛普森家庭、史瑞克 4D 歷險、神鬼傳奇、侏羅紀公園、

水世界等，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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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今日若不前往環球影城，請務必於團體出發前 7 天告知，每人可退費 NT$2500(門票+晚餐)，若於

出發後臨時決定不去，視同自動放棄，恕不退費！ 

晚餐安排享用獨特風味的韓式鐵板燒(三選一)+海鮮嫩豆腐煲，其中海鮮嫩豆腐鍋是以嫩豆腐、蛤蠣、

牡蠣、鮮蝦精燉的海鮮盅，熱騰騰上桌時，海鮮盅裡打個新鮮雞蛋，拌佐白飯食用，每口飯都有夾雜

濃郁海鮮味及滑蛋香，鮮嫩的豆腐更有飽足的海鮮精華。 

【美食推薦～韓式鐵板燒(三選一)+海鮮嫩豆腐煲】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韓式鐵板燒+海鮮嫩豆腐煲 

宿：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Hotel Fullerton 或 同級旅館 

 

第 04 天 洛杉磯(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 二選一)～今日特別安排與迪士

尼卡通人物共用早餐 



今日特別安排與迪士尼卡通人物共用早餐，享用完歡樂的早餐後，隨即展開歡樂的一天。  

迪士尼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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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八個主題遊樂區，包括仿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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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興建完成，可暢遊世界及吸收科技新知的明日世界。 

或是您也可選擇遊玩位於迪士尼樂園對面的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它是以迪士尼的方式來慶祝加州的

娛樂與探險，其中三個主題園區內充滿了刺激、驚險和難忘的經驗等待您來體會。還記得皮克斯動畫

《汽車總動員》嗎？閃電麥昆和他的汽車朋友們如今將和觀眾見面！汽車總動員主題樂園將帶人們親

身走進電影情節中，不僅能到片中可愛的油車水小鎮去瞧瞧，還能體會坐過山車在山谷中飆車的快感。  

註 1：此門票為一日一樂園券，您可自由選擇迪士尼樂園或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二選一)，此票無法

一日遊玩兩個樂園喔！如果您想一天內遊玩兩個樂園，必需自費購買另一個樂園的門票。 

註 2：若您是選擇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則必需自行遊玩，務必記好與領隊約好的集合時間和地點。 

註 3：今日安排搭乘旅館接駁車前往迪士尼樂園，隨身重要物品務必自行保管，切勿留在接駁車上。 

註 4：今日若不前往迪士尼樂園，請務必於團體出發前 7天告知，每人可退費 NT$2500(門票)，若於出

發後臨時決定不去，視同自動放棄，恕不退費！ 

註 5：迪士尼樂園晚間煙火秀表演時間，以園區公告時間為主，若遇煙火停止施放無法觀賞時，敬請

見諒！ 

註 6：為了讓您盡情遊玩迪士尼樂園，今日午、晚餐敬請自理！ 

早餐：與卡通人物共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宿：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Hotel Fullerton 或 同級旅館 
 

 

第 05 天 洛杉磯～名牌大賣場(Citadel Outlets)～洛杉磯(葛瑞菲斯天文台、市區觀

光)～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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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安排前往有城堡獨特外觀的名牌大賣場(Citadel Outlets)，是洛杉磯市唯一的名牌大賣場，對喜

歡 Shopping 的人來說，來這裡絕對不會讓您失望，今天就好好當個 Shopping King 或 Shopping Queen

吧！這裡有將近 130 家的美國名牌商店，各式各樣的美國品牌應有盡有，保證讓您滿載而歸。註：Outlet

購物停留時間約 3.5-4 小時，購物時間有限，敬請把握！(為了方便購物，今日午餐敬請自理)  

午後前往全美最大的市內公園－葛瑞菲斯公園，位於洛杉磯是西北邊，而開幕於 1935 年的葛瑞菲斯天

文台則是其中最著名的景點，除了他本身建築造型相當獨特，又因為坐落於好萊塢的山頂上，視野相

當寬闊，因此吸引多部電影與電視影集在這裡拍攝，電影變形金剛就是其中一部。在這您可遠眺整個

洛杉磯，市景盡收眼底；在這您也可清楚的看到另一個著名地標好萊塢 HOLLYWOOD 九個白色大字母。  

滿足了購物慾之後，隨後展開市區觀光：中國戲院建立於 1927 年，是全球最受人矚目的電影院，也是

觀光客來到洛杉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在中國戲院門前的水泥道上，還留著一百多個歷屆影壇巨星

的手印腳印和親筆簽名。還有全球獨一無二的星光大道，這條街因為有了好萊塢巨星的名字雋鑄於上，

因而顯得星光耀眼。杜比劇院緊接於中國戲院旁，造價九千萬元美金，擁有一千三百多個座位，是奧

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永久會場。  

晚餐特別安排享用豐盛的中日式海鮮自助餐，數十種中、日式佳餚美食，讓您食指大動。晚餐後帶著

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  

 

晚餐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  

【美食安排～Vegas SeafoodBuffet 中日式海鮮自助餐】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方便購物，敬請自理       晚餐：中日式海鮮自助餐 

宿：機上 

 

第 06 天 洛杉磯／桃園 
因為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彩的電影，更可

以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機上餐食    

宿：機上 

 

第 07 天 桃園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一年的

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記得，再忙也要去旅行喔！好好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x                     晚餐：x 

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簽證說明  ★美國免簽證計劃從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 

美國於 2012 年 10 月 2 日宣布台灣加入免簽證計劃(簡稱 VWP)。從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符合資格之台

灣護照持有人，若滿足特定條件，即可赴美從事觀光或商務達 90 天，無需辦理美簽。 

 

一、資格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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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需在出發日當日起算有效期六個月以上) 

2.旅客前往美國洽商或觀光，並且停留不超過 90 天。(過境美國通常也適用) 

3.倘以飛機或船舶入境，須為核准之運輸業者(檢視核准之運輸業者名單)，並且有前往他國目的地之

回程票。 

4.旅客已透過旅行許可電子系統(ESTA)取得以 VWP 入境之授權許可。 

註：以下職業工作者及申請者，不得申請 ESTA 以 VMP 方式入境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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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不包含申請 ESTA 費用$14

美金(需$500 台幣)。旅客只需填寫中文表格(向業務人員索取)及提供護照影本。 若是由我們為您代

為申請 ESTA，若沒被核准，您則需自行支付$4 美金處理費。 曾被拒絕 ESTA 授權許可，或有其他違反



移民法事項者，也不得申請 VMP 方式入境美國。 

 

註 1：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

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註 2：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未滿 20 歲設立

戶籍後首次出國，應先向外交部申請含有國民身分證字號之我國護照，始可持憑出國。  

美國國土安全部於 2009 年 1 月 12 日開始實施「旅行許可電子系統」(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 ESTA)的登錄方案。旅行許可電子系統是一個國土安全部新設的線上系統，也是入境

美國免簽證專案 (Visa Waiver Program, VWP) 裏的一項基本要件。 

所有以免簽證專案赴美的會員國國民或公民必須在登機或登船前往美國之前取得一份核准的 ESTA。 

新加入免簽證專案的會員國則自加入免簽證專案當天起就適用 ESTA 的規定。 

 

二、下列旅客不適用 VWP，而必須申請非移民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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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欲在美國求學（F簽證）或參加交換訪客計劃者（J簽

證）。 以私家飛機或私人遊艇入境美國者。 美國依據《2015 年改善免簽證計畫暨防範恐怖份子旅行

法案》(此法)實施新規定。 

適用免簽計畫 38 個國家國民，★曾在 2011 年 3 月 1 日以後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

索馬利亞或葉門國籍或旅行，或在此七個國家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其中一國，不再有免

簽資格(自 2016 年 1 月 21 日起其 ESTA 旅行許可將自動失效)，上述類別旅客仍可依照一般簽證程序在

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赴美簽證。 

 

旅遊許可電子系統(ESTA)線上說明(Q&A)  

★美國即日起依據《2015 年改善免簽證計畫暨防範恐怖份子旅行法案》適用美國免簽計劃 38 個國家

公民，曾在 2011 年 3 月 1 日以後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或葉門國籍或旅

行或在此七國國家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不包括為了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因外交或軍事

目的赴以上七國之旅行)。上述類別的旅客仍然可以依照一般簽證程序在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赴美

簽證。 

 

若 ESTA 沒被核准，則必須透過面試方式另外辦理【美國觀光簽證】： 費用(下列費用以 AIT 網站公告

為主) 

1.美國非移民簽證費用(依美國在台協會網站公告) 

調整後的台幣費率(2012 年 4 月 13 日起生效)，新台幣$4,960 元(恕不退費) 

戶名:(依美國在台協會網站公告) 

註：AIT 費用說明內會註明當時換算成新台幣的費用。(因美金匯率而做上下調整) 

2.面談好後，護照證件由快遞公司送還，再另行自付新台幣 220 元快捷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