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搶 GO～超值美西雙城、大峽谷奇景、OUTLET 購物七日
(含稅)
出發日期：2018

年 11 月 4.11.18.20.25 號
12 月 2.4

現金優惠價：29888

元/人 起 (不含美簽)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本行程不含美國簽證費用，每人需另付 NT$500。

行程介紹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被旅遊雜誌票選為您一生不可不去的景點。一輩子應該要去一
次。雖然看看旅遊書、照片、別人的描述，已經夠讓你驚豔，但是親眼看到的震撼，卻不是方寸大的平面所
能傳達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這十七公里寬，兩三千公尺深，一路延伸到天邊的無限曲
折起伏，才發覺鬼斧神工一詞，只是勉強描述這無法形容的天然奇景所用的遁詞....
造訪迷人海濱小鎮～聖塔莫尼卡-您可儘情享受藍天、碧海、椰林及購物的樂趣。
血拼無罪，敗家有理～特別安排名牌大賣場(Outlets)-好好滿足購物慾。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1/04
〔星期日〕
2018/11/08
〔星期四〕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024

台北(桃園)

安大略

18:10

13:50

CI023

安大略

台北(桃園)

22:50

05:25+2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洛杉磯(安大略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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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贈送】
★本團贈送行李束帶每人乙個。
註：以上物品將另行於機場集合出發時發送予各位貴賓。

餐食 :早餐 : 自理

午餐 : 自理

晚餐 : 中式自助餐 或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 Ontario Airport 或 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Hotel Fullerton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名牌大賣場(Premium Outlets North)～拉斯維加斯
今日早餐後離開洛杉磯前往夜夜笙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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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前往位於拉斯維加斯北邊的名牌大賣場(Premium Outlets Nor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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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家的美國名牌
商店，例如 Armani Exchange、Banana Republic 、Burberry、Calvin Klein、Coach、Cole Haan、DKNY、Dolce &
Gabbana、Gap、Guess、Hugo Boss、Kate Spade、Kenneth Cole、Levi's、Michael Kors、Nautica 、Polo Ralph
Lauren、Timberland 、Tommy Hilfiger....等等，各種美國品牌應有盡有，保證讓您滿載而歸。註：為了方便您
購物，今日午餐敬請自理，建議您可在 Outlet 內自費享用美式速食或中式簡餐。Outlet 購物停留時間約 3 小
時，購物時間有限，敬請把握！
晚餐後各位可以自費參加最燦爛、最經典的賭城夜遊，不論是金殿的《人造火山爆發》，還有凱撒宮的《雕
像秀》，我們都將帶領您飽覽無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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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 The Orleans 或 Circus Circus 或 Stratosphere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拉斯維加斯(今日自由活動)
今天整日自由活動或是參加我們為您安排的自費活動。
【自費活動】大峽谷西緣天空步道一日遊(自費$160 美金，含導遊、車資、門票及午餐)
今日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西緣及體驗全新企劃的天空步道超 High 之旅：當今全球熱門
的景點，位在大峽谷國家公園西緣(Grand Canyon West)，懸掛於離地 1,219 公尺的半空，凌空伸出絕壁達
21.34 公尺的天空步道(Skywalk)，登臨其上，彷彿翱翔天空的飛鷹一般，在徐徐的上昇氣流中，睥睨這道地
球的絕美裂隙，透過玻璃橋面，三度空間的峽谷地形一覽無遺，腳下深邃的岩壁一路迤邐而下，直至峽底的
科羅拉多河谷，比起台北 101 大樓(高度為 508 公尺)，天空步道的高度足足多出了一倍之多，您可欣賞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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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嚐印地安風味餐。
晚上您可自費欣賞聞名全世界的太陽劇團《KA 秀》。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自由活動,敬請自理
晚餐 : 自由活動,敬請自理
住宿 : The Orleans 或 Circus Circus 或 Stratosphere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拉斯維加斯～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拉芙林
今日一早專車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南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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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安排位於大峽谷口的 Canyon Plaza Resort 享用美式自助餐。
欣賞完壯麗的大峽谷美景後，隨後驅車前往內華達州的另一個賭城～拉芙林。拉芙林是一個小賭城，因為傍
著科羅拉多河，所以有《水上賭城》之稱，這裡的光線顯得柔和，在河邊閃著點點燈光。若說拉斯維加斯是
大家閨秀，那麼拉芙林就是小家碧玉了。
今晚夜宿於水上賭城－拉芙林，晚餐安排於旅館內享用美式自助餐。
晚餐 : 旅館美式自助餐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美式自助餐
住宿 : Aquarius 或 Harrah's 或 Edgewater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拉芙林～洛杉磯(中國戲院、星光大道、杜比劇院、聖塔莫尼卡)～機場
今日離開水上賭城驅車返回洛杉磯。午餐安排享用獨特風味的韓式鐵板燒(牛小排、豬肉、雞肉三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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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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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前往大洛杉磯相當受歡迎的濱海城市～聖塔莫尼卡，只要到洛杉磯，您就絕對不可以錯過聖塔莫尼卡這
個地方。聖塔莫尼卡位於洛杉磯機場北方約８英哩，雖然三面由洛杉磯這世界級大都會所環繞，卻是遠離塵
囂，自成一格；這裡有冬暖夏涼的絕佳氣候、充滿歡樂的碼頭、多采多姿的行人步道、沙灘上的俊男美女、
西班牙風格的住宅、世界級美食、藝術文化，以及琳瑯滿目的高級購物區，有購物慾的人來到聖塔莫尼卡，
千萬不要忘了逛這裡最熱鬧的第三街，保證不會讓您空手而回。註：今日晚餐自理，建議您可在聖塔莫尼卡
選擇您所喜歡的餐廳自費享用。
晚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韓式鐵板燒+海鮮嫩豆腐煲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六天 洛杉磯(安大略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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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機上套餐
午餐 : 自理
晚餐 : 自理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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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機上套餐
午餐 : 自理
晚餐 : 自理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