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 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夏威夷＋美西『天空步道、雙國家公園』環球影城 12 天

《密蘇里艦博物館、愛之船、莎莎麗多遊船、優勝美地、西峽谷、棕櫚泉 360 度纜車、OUTLET、環球影城》

「阿囉哈州」於 1959 年成為美國的第 50 個州，但夏威夷的歷史早在幾個世紀前就揭開了序幕。
大約 1500 年前，來自馬克薩斯群島的波利尼西亞人最早登陸夏威夷大島。
在星辰的指引下，他們划著獨木舟奇跡般的航行了 2000 多英哩，來到夏威夷群島。
花香四溢的新鮮空氣讓您活力十足；溫暖平靜的海水使您恢復精力～
島上令人嘆為觀止的自然美景讓您精神倍增！縱觀四海...世上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夏威夷。
無論您是首次來訪還是舊地重遊，這裏均可為所有旅客提供與眾不同的體驗。
當 1492 年美洲新大陸被發現的那一天起，這片土地就充滿了無數的感動～
璀璨的國家公園...精湛的賭場世界...歡樂的主題樂園...就像阿甘正傳裏的阿甘說：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會知道吃到什麼口味？今天連歐巴馬都當選美國總統了，
這是一個什麼歡樂都可能發生的國家，請準備好歡樂的心情與我們一同出發吧！

行程特色：

★夏威夷環島觀光：途經鑽石頭山、高級住宅區、噴泉口、大風口。
★夏威夷市區觀光：國王銅像、途經依歐拉尼皇宮、夏威夷州長官邸、州議會、中國城。
★珍珠港岸上觀光：密蘇里號戰艦博物館。
★創新安排莎莎麗多:『浪漫遊船』
，在富有情調氛圍中體驗舊金山獨特的旅遊風情。
★世界文化遺產：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卡利哥鬼鎮：歷史與舊式建築設備，恍若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置身西部牛仔時代！
★賭場夜秀： O SHOW 太陽馬戲團唯一推出水上表演。
★舉世聞名：前往「西峽天谷空步道』，從 1,200 公尺高的玻璃橋上俯瞰科羅拉多河的湍急水流。
★親臨聖加西圖山:乘坐『360 度觀景纜車』讓您將每個角度的美景都盡收眼底。
★貼心為您安排: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號稱全美最大 OUTLET)。
★中途島航母：帶您登上航空母艦，參觀跑道及控制室等深入了解其設施和裝置。
★遊樂天堂：安排宛如電影場景重現的「環球影城』，體驗最新的 3D 變形金剛及 4D 金鋼等設施。

※付費方式～凡持 VISA.MASTER.JCB 信用卡:刷卡不加價※
出發日期：2015 年 9 月 03 日(星期四)
參考航班：（CI）中華航空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去程

台北／東京(經停)／夏威夷

中華航空 CI-018

回程

洛杉磯／台北

中華航空 CI-007

時
14:40～18:55

間
20:10～08:35

01:05～06:00+1

第 一 天

台北4夏威夷(約 12H,直飛約 10H)（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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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假勝地夏威夷！不由得嘴角泛起一絲絲的笑意！在辦理出境手續後一句
ALOHA 的問候中，為您揭開藍色夏威夷迷人浪漫之旅的序幕！迷情的市區觀光...
「中國城」歐胡島的中國城容納了許多不同族群的人們，與美國其他城市的 China Town 大異其趣。
「依歐拉尼皇宮 IOLANI」建築外觀相當典雅，此皇宮建於 1882 年，是美國領土上唯一一個出現過國王
的地方。
「卡美哈美哈國王銅像」矗立於最高法院前，披著金黃色外袍的，是夏威夷最偉大的英雄人物。
「州議會」夏威夷近代政治權力的象徵，和被濃密樹蔭包圍的白色建築物「夏威夷州長官邸」。
「密蘇里號戰艦博物館」因二次世界大戰投降甲板而聞名。密蘇里戰艦為美國第三艘阿華級戰艦，姐妹
號為愛荷華號，新澤西號和威斯康號，也是美國自二戰以來到波斯灣戰爭中最後一艘退役的現代戰艦。
微風徐徐晚上穿著合適的夏威夷襯杉參加夏威夷最新最大的【愛之船】，船的長度約為 150 呎，可搭載
1500 名乘客，讓你擁有巨星般的享受，特選腓力牛排、大王蟹晚餐，浪漫的情歌演奏和精彩的波利尼
西亞歌舞秀，令你留下難忘美好的回憶。
◎下車參觀及行車經過：珍珠港、中國城、依歐拉尼皇宮、卡美哈美哈國王銅像、州長官邸、州政府。
☆門票安排：密蘇里號戰艦博物館
早餐：飛機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US$12-15 晚餐：豪華愛之船晚宴 US$113

住宿：4★Hilton Hawaiian Village Waikiki Beach Resort (RAINBOW TOWER HARBOR/OCEAN VIEW)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第 二 天

夏威夷（環島風光＋WAIKIKI 海灘自由行）

悠閒的早餐時光後，我們將帶領各位前往歐胡島最令人讚嘆的美麗東海岸風光，沿途您可看到「鑽石頭
山 DIMOND HEAD」
、「卡哈拉 KAHALA 高級住宅區」。之後續往著名的:
「白沙灣 SANDY BEACH」是海灘遊俠李麥克拍片場景之一，
「噴泉口」處處是海浪、岩岸及沙灘把島嶼的輪廓雕琢的千變萬化，天空的藍與光影映照出海面的透明
色彩，讓海底的礁石忽隱忽現像看著瞬息萬變的萬花筒。
午餐後您可以自由徜徉在美麗的威基基海灘上，看著雙雙儷影與海天爭奇鬥豔；或是自行前往國際商場
及皇家購物中心自由的採購，享受一下這難得的悠閒時光。
至於晚上的威基基海灘，情調氣氛更是一流，尤其是海灘邊林立著各式酒吧，洋溢著悠揚的音樂，輕風
徐徐吹來，海水拍打海岸發出輕柔的旋律，在搖曳的月光下，不妨點一杯當地最美味香醇的夏威夷雞尾
酒，讓自己沉醉在這美麗的夜色中。
下車參觀及行車經過：鑽石頭山，大風口，卡哈拉 KAHALA 高級住宅區，噴泉口，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US$15

晚餐：夏威夷式風味 Hardrock

cheese cake factory

or
us$35

住宿：4★Hilton Hawaiian Village Waikiki Beach Resort (RAINBOW TOWER HARBOR/OCEAN VIEW)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第 三 天

夏威夷4舊金山 參考航班 UA 1730 1255/2100(約 5H)

渡假永遠是件美好的事，尤其來到這美麗的度假海島，不用趕著起床，也不怕趕不上車。吃頓早餐，再
來想想今天要去哪裡逛逛...。或前往舉世聞名的「威基基海灘」
，踏著浪花，一對對浪漫的愛侶或是歡樂
的家庭，在此盡情的享受美好的假期。
爾後搭機前往美國西岸大城『舊金山』。舊金山（英語：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簡稱舊
金山（英語：San Francisco），亦有別名“金門城市”、“灣邊之城”、“霧城”），是加州唯一市縣合一的
行政區。舊金山位於北加州，舊金山半島北端，東臨舊金山灣，西臨太平洋，人口統計為加州的第四大

城。南邊與聖馬刁縣為鄰、南灣的聖荷西和矽谷地區，加上東灣奧克蘭、柏克萊以及北邊的馬林縣和納
帕縣合稱舊金山灣區。舊金山住有很多藝術家，作家和演員，在 20 世紀及 21 世紀初一直是美國嘻皮文
化和近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中心之一。有人說：“舊金山是美國最前衛，開放、自由、無拘無束的城
市”，擁有濱海山城的優美景色和豐富多采的風情，人工控制的古舊纜車穿梭在道路中間，熱鬧的漁人碼
頭常擠得水泄不通、Haight-Ashbury(嬉皮區)的怪異商店、同性戀社區卡斯特羅區(Castro)的壁畫和四處
飄揚的彩虹旗、以及遼闊的金門公園，還有一段平面夾角 40 多度的馬路上，有九個“S”形大彎的九曲花
街，融合成為舊金山獨一無二的特殊氣質。正是這座城市，給了我們“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反體制，
反戰，追求迷幻藥，性開放)革命、同性戀的示威，還有“雅皮士”(Yuppies，工作者)。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US$15

住宿：4★HILTON 或 4★MARRIOTT 或 4★SHERATON

第 四 天

晚餐：機上簡餐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舊金山（浪漫遊船。莎莎麗多藝術碼頭）

早餐後展開霧都風情之旅，保證會讓您愛上這個城市。我們特別安排搭乘
「浪漫遊船」除了遨遊迷濛多變的金門灣欣賞港都景色，並一賭金門橋長虹臥波的雄姿外，並前往馬林
郡的浪漫碼頭『莎莎麗多 Sausalito』，這裡的風景獨特且優美，吸引了很多藝術家來此，讓您在富有
情調的餐廳、海濱別墅、遊艇碼頭的氛圍中，體驗舊金山的另一種旅遊風情，亦可以在此欣賞媲美紐
約曼哈頓的美麗天際線，以及舊金山起伏的丘陵地形，構成一幅和協的圖畫，只有在此才能讓您大飽
視覺之福，真正感受旅遊的樂趣。
『藝術宮』有著羅馬式的圓頂搭配上玫瑰紅的科林斯石柱，圓頂面上是一幅幅精細的浮雕，圓頂亭後一
列列的石柱長廊，這是騷人墨客最喜愛的舊金山名勝，園頂、迴廊和湖光倒影，交織出浪漫氣息。
『雙子峰』市區最高點，俯瞰整個舊金山市全景，並前往於 1937 年完工通車的『金門大橋』是舊金山
的重要地標，是遊客必到景點，座落在舊金山的北端，橫跨舊金山灣，是世界最長的單孔橋之一。
『金門公園』位於舊金山的綠色心臟，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公園，與紐約的中央公園並立為美國東西岸
最具代表性的兩大公園。
『九曲花街』是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有八個急轉彎，因為有 40 度的斜坡，且彎曲像Ｚ字形，著點綴
的花團錦簇，在花街高處還可遠眺海灣大橋和科伊特塔，以及精品及豪華飯店林立的『聯合廣場』
。
『漁人碼頭』是舊金山最令人感到快樂的地方！因為這裡不但有得吃、有得玩及有得看外，更重耍的是
它還有得瞎拼！因此不僅觀光客愛到此處一遊，就連當地人也愛到這閒逛，可說是全年鬧熱滾滾。
晚餐安排於著名的月星宮餐廳享用中日式海鮮自助餐，日式壽司、生魚片、蟹腳、小龍蝦及各式海鮮及
燒烤等數十種中港日美食任您享用。
◎下車參觀：金門大橋＆公園、雙子峰、漁人碼頭、九曲花街、聯合廣場、藝術宮
莎莎麗多碼頭。
☆門票安排：莎莎麗多浪漫遊船
《真情告白》將自己放逐在『浪漫碼頭莎莎麗多』，走走歇歇～自在又愜意
於十八世紀時探險家 亞耀拉 Juan Manual de Ayala 發現了海岸線成片的蓊鬱後，同時還能欣賞最具活
力的當地藝術。當年黎明與張曼玉主演的「一見鍾情」
，就是在 Sausalito 小鎮拍的喔！上岸後我們將一
同漫步在 Bridgeway 上，在此將看到維多利亞式古樸建築，據說是 傑克 所著小說「海狼」的故事背景...
敘述著書中主角乘坐一艘渡輪在舊金山海灣失事沈沒，在被救上「魔鬼號」後，由綽號「海狼」的船長
賴生指揮，結果展開動人心弦的生死搏鬥，我們隨時都能尋找到不同的驚喜！
午餐：（每人一隻）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晚餐：月星宮中日式海鮮自助餐 US$25
老饕嚴選螃蟹大餐 us45
住宿：4★HILTON 或 4★MARRIOTT 或 4★SHERATON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第 五 天

舊金山－(約 3H)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看盡一切美好事物的起點）－(約 2H)佛雷斯諾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遊覽美西最負盛名的國家公園，優勝美地美如其名，位於加州中部內華達山脈，
面積約 3,081 平方公里，是美國西部最美麗、造訪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之一，與大峽谷、黃石國家公
園齊名，聯合國已列入為世界自然遺產之一。它也是第一個受到美國聯邦政府保護的自然區，耀眼亮
麗的翡翠森林，無所不在花崗石，閃爍的銀色湖泊，形形色色的花草樹木，尖細起伏不定的山脊和高
聳的懸崖，交叉形成優勝美地令人驚豔的美景。首先我們從國家公園的南口進入，第一個遊覽的景點
就是『隧道觀景點』，您可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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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園裡最熱門的攝影景點。隨後映入眼簾的是冰河期時期形成的『船長巨岩』，此岩石號稱為
地球上之最，在地質學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因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塊花崗岩聳立於谷地；然後您可
看到『新娘面紗瀑布』，走近瀑布腳下，享受透心涼的泉水洗禮，讓人大呼過癮。中午抵達優勝美地
山谷，隨後散步進入著名的優勝美地瀑布，壯觀之美不言而喻。還有在國家公園內多處均可觀賞到的
『半圓頂』，也因光線轉移變化萬千，是優勝美地家喻戶曉的標誌。在此自由自在的尋幽訪勝，總之
宛如仙境的優勝美地需要你慢慢的發掘和探索，體悟造物主的賜予，將大自然和身心靈相結合，感恩
這所有的一切和美好。
午後專車前往南加州著名的農產重鎮『佛雷斯諾』，沿途您可欣賞加州的田園風光
◎下車參觀：隧道觀景點、船長巨岩、新娘面紗瀑布、半圓頂。
☆門票安排：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世界文化遺產）
《真情告白》瀑布～湖泊～山岩的『優勝美地』，是看盡一切美好事物的起點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幅員遼闊，位於加州內華達山脈的西麓，與大峽谷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齊
名，名字源自印地安語中灰熊的意思，蜿延的小河及起伏的小坵，轉變成目前雄偉壯觀的地形，為了要
保護公園的原貌，美國總統 林肯 於 1864 年 6 月 30 日將優勝美地谷蝴蝶林內，其中的美洲衫巨木林
設立為美國國家的第一個州立公園。園內的巨木森林與高山湖泊非常可觀，有著花崗岩峭壁以及高山瀑
布，圍繞周圍的幾乎都是大型的花崗岩峭壁，近幾年由地質學家研究而發現，優勝美地之所以會呈現如
此雄偉獨特的山林風貌，是由於地球表面不斷的地質變化和冰川等活動，而切割了巨大的花崗岩河床所
造成。
而園內的新娘面紗瀑布，從花崗岩頂如細絲般的垂懸於岩壁間，雖無萬馬奔騰般的氣勢，卻有銀瀑從天
而降似的壯麗之景，處處都可看見飛瀑凌空的美景，對於喜愛自然風光的您來說，山谷裡鍾靈毓秀美得
像似仙境！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於園區內自行享用

晚餐：US$25

住宿：4★RADISSON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或 4★HOLIDAY INN EXPRESS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第 六 天

佛雷斯諾－(約 5H)卡利哥鬼鎮－(約 2.5H)拉斯維加斯 ARIA RESORT & CASINO

好心情如同今日將驅車前往的地區...夜夜笙歌、越夜越美麗的賭城『拉斯維加斯』
，白天像極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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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將帶您造訪:
『卡利哥鬼鎮』，位於南加州聖伯納蒂諾縣的沙漠地區，在一百多年前為一座盛產銀礦的小鎮，由於銀
的價值崩跌，此區的銀礦已經在 1890 年停止開採，鎮上仍然留下許多當時的建築，午餐安排享用好吃
的 IN＆OUT 美式漢堡，是您來美西絕不可錯過的道地美食。
晚上觀賞飯店夜秀術表演 O SHOW，是 太 陽 馬 戲 團 唯 一 推 出 的 水 上 表 演。
「 O「 源 於 法 文 」水「 的
音 而 來 ， 通 過 "O" 這 部 永 恆 之 作 。 據說是拉斯維加斯限定，被稱為拉斯維加斯 TOP1 的 SHOW！
『摩天輪』它是拉斯維加斯的地標之一，高 168 公尺，每個座艙可容納 30-40 人.繞一圈約 30 分。

《真情告白》當『卡利哥鬼鎮』遇上『IN＆OUT 美式漢堡』的秘密菜單
從拉斯維加斯前往洛杉磯的 15 號高速公路，中途一定都會行經需門票入內的『鬼鎮』
，都還到這附近了
豈能錯過！卡利哥之所以稱為鬼鎮並不是鬧鬼的關係，而是因為當時住在卡利哥的鎮民，本都以採礦為
主要生計，但後來礦區結束營業不再開採，而這些鎮民也就紛紛離開了，導致鎮上幾乎不再有任何人居
住，因此稱之為鬼鎮。其實美國還有非常多知名的鬼鎮，其中就以南加州的卡利哥最為出名。親臨此地
彷彿回到未來，過去的舊式建築與設備，恍若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置身於美國西部牛仔時代！還有具歷
史意義的蒸氣火車頭以及用來採礦的車輛，讓您見證歷史的變遷。
午餐我們特別安排超級好吃的 IN＆OUT 美式漢堡，並且選用市場首創的秘密菜單（動物風格 vs 3x3）...
炒洋蔥+起司+特製醬料的獨家配方薯條，搭配 100％純牛煎烤的三層漢堡肉，搭配新鮮的生菜及番茄圍
繞，以及那讓您又愛又恨的三片特選美國起司...保證讓您口水直流！若想選擇較不油膩的餐點，還有蛋
白質飲食風格～任君挑選！
☆門票安排：卡利哥鬼鎮、O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SHOW

B 區、摩天輪免排隊夜間票券

午餐：IN＆OUT 美式漢堡 US$10 晚餐：賭場飯店 BUFFET US$45

住宿：5★ ARIA RESORT & CASINO 豪華城市景觀客房、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第 七 天

拉斯維加斯－(約 2H)大峽谷(西峽谷+天空步道)－(約 3H)拉芙琳

話說來拉斯維加斯旅遊，除了欣賞各有主題特色的拉斯維加斯飯店，玩玩令人興奮的 CASINO，欣賞世
界頂級秀之外，位於附近的《大峽谷》，亦不能缺少。早餐後前往 1919 年 02 月 26 日被聯合國指定為
世界自然遺產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峽谷長 277 英哩，寬 18 英哩，深近一英哩，在科羅拉多高原眾峽谷
中最大，故名「大峽谷」，其乃科羅拉多河及其支流鬼斧神工的傑作，是美國史前及 自然歷史的寶藏，
也是數百萬旅客眼中一個獨特壯觀的景色。在此您除了可以 欣賞到人工無法斧鑿的大峽谷外，您並可
將大峽谷隨著陽光及雲影變幻的美景留在心版上。
「西峽谷+天空步道」天空步道又名空中玻璃走廊由出身上海的美籍華裔商人金鵡所構思，結合來自拉
斯維加斯的工程設計團隊於 2004 年 3 月開始興建，2007 年年初完工，耗資約 4000 萬美元。天空步
道為 BOT 建案，所有權歸瓦拉派部族，出資興建的業者有 25 年的營運權。天空步道向外伸展的主體
結構為 U 字形鋼柱，固定兩腳打入石灰岩壁的基樁約 14 公尺深，總共耗費 100 多萬磅（約 450 公噸）
的鋼材。走廊鋪設有厚達 10.2 公分的透明玻璃作為地板與兩側圍欄。結構強度可承受時速 160 公里
的八面強風及發生於 80 公里內的芮氏規模 8.0 的地震。不過為了安全與觀光品質，業者規定的上限
只允許同時 120 人進入，而且會發給每個遊客特殊的鞋套，以避免遊客滑倒及刮傷透明玻璃。
隨後專車前往位於莫哈夫湖旁，當時因建造大威思水壩而建立，有小拉斯維加斯之稱的城市「拉芙琳」。
此地因屬內華達及亞歷桑那州的邊境，所以一邊可蓋賭場，一邊不行。在越夜越美麗的夜晚，期待明日
的到來！
☆門票安排：大峽谷（西峽谷+天空步道）
早餐：中式稀飯

午餐：(西峽谷內)
含西式風味餐

晚餐：（水岸賭場飯店）
西式自助饗宴 US$25

住宿：4★AQUARIUS CASINO RESORT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第 八 天

拉芙琳－(約 3.5H)棕梠泉（360 度景觀纜車 ＆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 購物管家帶路）

今日將是另一波高潮，我們將前往美國富豪、明星最常齊聚的度假勝地『棕櫚泉 Palm Springs』，這裡
一年有 330 天的充沛陽光，再加上道路兩旁由一排排的棕櫚樹點綴，充分洋溢出加勒比海式的度假風
情，
『高空旋轉纜車 Aerial Tramway』
，登上『聖加西圖山 Mt. San Jacito』
，此纜車是全球最長的單纜電
纜車，更被稱為世界工程第八奇，媲美阿爾卑斯山纜車，此纜車全長 2.5 哩，每車可坐 80 人，還可 360
度旋轉，棕櫚泉美景全部盡入眼簾。
午後將讓您享受一下購物樂趣，『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這裡有 Ferragamo、Tommy
Hilfiger、TAGHeuer、Guess、Nike、Gap、Versace、Gucci、Escada、Burberry、Donna Karan、Coach、
A/X、D & G、MAX MARA...等，各種歐美名牌應有盡有，讓您暢快享受購物樂趣。
◎下車參觀：PALM SPRINGS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名牌大賣場。
☆門票安排：聖加西圖山（360 度觀景纜車）
《真情告白》棕梠泉『聖加西圖高山景觀纜車』，360 度夢幻體驗
風車～纜車～溫泉…是 Palm Springs 的象徵！位於洛杉磯東側四周雖被沙漠所環繞，但此地卻聚集了
三處水源，有著山泉水、科羅拉多的河水及地底溫泉，因而發展出沙漠中的綠洲，可說是有錢人度假和
退休的首選之地，就連好萊塢傳奇人物 Elvis Presley 貓王和 Frank Sinatra 法蘭克辛納區也曾居住過。
而著名的 PGA West 高爾夫球大賽，和每年美西最頂級的 Pacific Life Open 網球大賽就是在此舉辦。當
我們快到棕梠泉時，您就可發現遠方山頭豎立著一根根的白色巨柱，由於地處空曠而且風力強盛，因此
設立了三千多座風力發電機，是美國最大的風力發電區之一。除了安排在棕梠泉住宿一晚外，我們特別
規劃了最具特色的 360 度高中景觀纜車（Palm Springs Aerial Tramway），是世界最長的單纜電纜車，
全長 2.5 哩，纜車將帶您攀升至 8,516 呎的聖加西圖山（San Jacinto），被稱為世界第八工程奇觀，原
因就在於冬天時山上雪地遍野，山下則是熱帶景象。其 360 度的轉動能將每個角度的美景都欣賞到，是
全球僅三處旋轉纜車之一，其他分別在瑞士的鐵力士山及南非桌山，約 15 分鐘左右的時間抵達頂端，
可悠閒將美景盡收眼底。
《真情告白》貼心為您安排『OUTLET 購物管家』
，讓您有頭緒，盡善規劃血拼路線
無論您是情侶～夫妻～單身～同好還是家庭，無論是想體恤爸媽！慰勞自己！幫忙代購！毫無頭緒？不
知從何而來由哪下手？… 就讓我們所安排的購物管家，為您貼心地盡善客制規劃出 OUTLET 路線… 由
購物習慣至年齡或目的導向… 從鞋子、服飾、包包、飾品、居家還是歐美重點品牌… 有 Armani、Banana
Republic Factory、Calvin Klein、Dolce & Gabbana、Ermenegildo Zegna、Guess、Joe's Jeans、Polo
Ralph Lauren、Prada、Burberry、Converse、Gucci、Lacoste、Michael Kors、Nike Factory、Versace、
Levi's、Gap Factory、DKNY、Tommy、Chico's、Diesel、Hugo Boss ...等，讓您不在眼花撩亂，在有
限的時間內盡可能完成購物目標！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獨特景致）
山頂風味料理 US$35

住宿：4★THE SAGUARO PALM SPRINGS

第 九 天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US$20
如不用餐每人發 US$20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棕梠泉－(約 2H)聖地牙哥（中途島號航空母艦）－(約 2H)洛杉磯（葛瑞菲斯
天文台、市區觀光）

上午前往距離墨西哥僅 25 公里的『聖地牙哥』
，又有被西班牙統治過的歷史背景，瀰漫著濃濃的異國風
情，氣候溫和，蔚藍的天空、燦爛的陽光、風光明媚的海岸線，總是讓每個訪客深深著迷。
『海港村 Seaport Village』有著散步、海灣及風箏天堂的號稱，您可一邊欣賞現場演奏，一邊漫步在
木板走道上。

『中途島號航空母艦』
，此戰艦剛好於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開始服役，一直到了 1991 年除役，結束
了長達 47 年的任務，是當代最大的航空母艦和許多第一的紀錄保持者，曾參與過越戰及支援波斯灣
戰爭的沙漠之盾行動，同時也歷經了當時的台海危機。
「聖塔摩尼卡」它是洛杉磯相當受歡迎的濱海城市，只要到洛杉磯，您就絕對不可以錯過這個地方。超
過百年歷史的聖塔蒙摩卡碼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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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１２項設施的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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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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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瑞菲斯天文台」位於葛瑞菲斯公園內最著名的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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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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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柯達戲院)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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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參觀及行車經過：海港村、聖塔摩尼卡（第三街）、葛瑞菲斯天文台、中國戲院、杜比劇院。
☆門票安排：中途島號航空母艦
《真情告白》當歷史悄悄圍繞著，『中途島號航空母艦』絕對讓您身歷其境
還記得～當時由日本主動發動的中途島海戰，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戰役，不僅終結了日本海軍
在太平洋區域的優勢，更是太平洋戰爭的重大轉折點。為了紀念這場戰爭，美國將 1945 年下水的航空
母艦，以中途島此戰役來命名！中途島號是美國的第五艘航空母艦，也是當時噸位最大的一艘，先後參
加了韓戰、越戰及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歷年在該艦服役的美國海軍官兵多達二十萬人，艦長 295 公
尺，寬 41.5 公尺，航速 33 節而滿載時排水量為 60,000 噸，可搭載 102 架戰鬥機，艦上裝有 14 門 127mm
炮、21 座 4 聯 40mm 高炮及 28 座 20mm 高炮。我們將登上航母參觀跑道、駕駛艙、主控制室、艦長
室、廚房及餐廳等等，帶您深入了解鑑上設施及各項裝置。
《真情告白》獨創窯烤界的鼎泰豐！色味俱佳垂涎欲滴的正宗『巴西窯烤』餐廳
巴西窯烤源自於南部草原的 GAUCHO 高卓牛仔的營地燒烤，精髓在於以不醃製及不添加調味料，僅塗
抹少許的大蒜及粗鹽慢烤。我們首創此極富盛名的正宗巴西窯烤餐廳，除了開胃小點像鬆軟可口的乳酪
麵包＆香甜不膩的玉米糕，還有許多歐美式特色冷盤，如火腿及新鮮的生菜...等，最讓人瘋狂的是...您
可自由選擇多達２１種以上，不同部位及口感的牛、羊、雞肉！無論是紐約客 Striploin、沙朗牛排 Top
Sirloin、牛小排 Beef Ribs、獨特的烤雞心 Hicken heart、腰脊肉排 Top Sirloin、肋眼 Rib Eyes、牛背
肉 Hump、烤犢牛 Baby Beef，以及羊小排 Lamb 或雞肉串...等，還有少見稱作為白蟻窩的 Cupim 牛頸
肉，就是牛脖子上隆起的那塊油脂較多肥美的駝峰肉！更以源自當地特色的服務方式，入座後您將會看
到桌上放有兩張一紅一綠的卡片，如果希望繼續有服務人員前來上窯烤，就把寫著「Yes Please」的綠
色卡片那面朝上，若吃肉的速度跟不上上菜的速度的話...就可暫時將卡片翻去另一面的紅色，想體驗口
感嫩中帶勁～三分五分或近熟的肥美嫩肉嗎？！
午餐：（Fogo De Chao）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晚餐：日式海鮮自助料理 US$25
正宗巴西窯烤餐廳 US$65
住宿：4★DOUBLETREE BY HILTON AT ONTARIO 4★RED LION 房間樓層以飯店樓層的 1/2 以上

第 十 天

洛杉磯（環球影城免排隊票券）

「環球影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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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搭乘遊
園列車親身體驗各項拍片的佈景，您將目睹大金剛在紐約市肆虐、大白鯊向您攻擊，您也將親身體驗
八點三級大地震及親眼看到紅海的海水，如何從中分開！當您穿過音效舞台、背景街道、神奇的電影
製作和驚人的特效展示時，說不定您看到的就是明日賣座電影的實際製作過程。在這裡，你將能乘坐
去年才推出的全新「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 The Ride 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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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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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準備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台北。
☆門票安排：環球影城(免排隊票券)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韓式鐵板燒＆嫩豆腐鍋 US$20-25

住宿：機上

第 十一 天

第 十二 天

洛杉磯4台北(約 13-1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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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觀賞精采的
電影，更可以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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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備註：每餐請另安排茹素者等同餐標之菜色或不食用者予以退費★
▲機票、國外食宿、交通、門票、綜合旅行業責任險 500 萬元/意外險附加醫療 20 萬元
包含項目

▲包含團險，國內外機場稅，500 萬履約
▲含隨團服務領隊/當地導遊/當地司機/行李服務生上、下大行李小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