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哥華 ～ 春田市  

           Vancouver ~ Springfield
集合後專車從溫哥華出發，經過華盛頓州,進入俄

列崗州。之後前往Woodburn Outlet(視乎過關及路況

而定)。
住宿:Quality Hotel, Springfield或同級  

      春田市 ～ 李糯 

      Springfield ~ Reno
早上穿過景色優美的橡樹嶺森林區，午膳後途經

加州北部，抵達位於內華達州世界最大的小城市"

李糯"。
住宿:Circus Circus Reno或同級

      李糯 ～ 拉斯維加斯 

      Reno ~ Las Vegas
暫別李糯，向世界聞名之賭城拉斯維加斯進發，

午膳於以開採銀礦出名之東奴笆市。傍晚抵達繁

華熱鬧之不夜城拉斯維加斯。團友可自費欣賞各

式大型歌舞表演或觀賞免費之火山爆發及音樂噴

泉等各適其式。
住宿:Planet Hollywood / Paris, Las Vegas或同

級
      拉斯維加斯/大峽谷 ～ 洛杉磯
      Las Vegas ~ Grand Canyon ~ Los Angeles
是日團友可隨意繼續參觀各賭場，或可由領隊安

排自費前往遊覽世界十大天然奇景之大峽谷及玻

璃橋，但見氣勢磅礡，無與倫比。之後離開拉斯

維加斯前往洛杉磯，途中小休於十九世紀時以礦產

出名之巴斯圖市。
住宿:Ayres Suite, Diamond Bar或同級
      
      
      迪士尼樂園 / 加州冒險樂園 
      Disneyland / California Adventure 
漫遊及參觀迪士尼樂園或加州冒險樂園，遊覽最

新裝修完成之"明日世界"，暢遊老小適宜有趣之

玩意及緊張刺激之"奪寶奇兵"、星球之旅、小小

世界、驚心動魄之鬼屋、森林探險、及米奇老鼠

卡通城等(可幫助升級至一日兩園，倍添樂趣)。
住宿:Ayres Suite, Diamond Bar或同級

       
      星光大道 ～ 中國戲院 ～ 
      奧斯卡頒獎戲院  ～ 環球影城
      Hollywood Blvd. ~ Chinese Theatre 

      ~ Dolby Theatre ~ Universal Studios 
參觀戲院之王"中國戲院,無數大明星曾在門前留

下掌印或腳印，故稱星光大道。隨後前往環球影

城親身體驗:盜墓迷城、侏羅紀世界及新增的變形

金剛及哈利波特等。並體驗山洪暴發、大白鯊、

大地震等驚險場面，未來水世界及未來戰士，使

人大開眼界。
住宿: Duniya Hotel, Bakersfield或同級

      三藩市 ～ 漁人碼頭 ～ 
      海灣遊船 ～ 市內觀光
      Fisherman ' s  Wharf ~ Bay Cruise 
      ~ San Francisco city tour 
早上前往三藩市，抵達後首先參觀富有歷史性之

漁人碼頭，團友更可自費乘坐遊船:成人US$36/小

童(6-11歲)US$26,遊覽三藩市海灣、天使島及驚

世罪犯之島愛加撒(Alcatraz)等。隨後參觀工程

浩大之金門橋， 增遊藝術皇宮，晚膳於唐人街。
住宿: Crown Plaza, Concord或同級

      三藩市 ～ 日晷橋 ～ 
      免稅電子商店 ～ 春田市
      San Francisco ~ Springfield  
啟程返回俄列崗州，前往藝術與歷史的結合，美

國橋樑史上之瑰寶"日晷橋" (Sundial Bridge)。

其後可自行到免稅電子商店購買電子產品。
住宿: Quality Inn, Springfield或同級 

      春田市 ～ 溫哥華
    Springfield ~ Outlet~Duty Free Vancouver 
返回温哥华，中午旅遊車稍停到邊境Outlet及免

稅店购物後返回溫哥華。

特約旅行社

九天之旅

06:00am 高貴林  1301 Lougheed Highway (Superstore)

06:20am 本拿比  麗晶廣場HSBC門口 

06:55am 溫哥華  6311 Cambie Street & 48th Ave.

07:10am 列治文  八佰伴商埸正門前 (on No.3 Road)

集合時間及地點

      

團費 (價格每位以加元計)

单人房

CAD2328

第三、四位（同房）

(所有自費景點門票收費, 開放日期及時間
,

成人

門票

小童

迪士尼 + 環球片埸特價

大峽谷 + 玻璃橋

$359

$229

$345

$229

 

小童:3 -9歲及身高
低於4尺 /122cm

包車費/午餐含稅
及地陪小費

自費項目門票 CAD

預訂巴士前五排座位,僅需附加費 $90 /位  

如因美金匯率波動,本公司保留門票需另收附加費之權利,報名時請查詢詳情 )

送酒店
早餐

團號: 09DS

 保證使用56座豪華大巴士 

 送5天豐富酒店自助早餐

 提供車上免費WIFI

出團日期: 2022年8月13日只此一团

迪士尼 拉斯維加斯
環球影城 三藩市

FREE WiFi

送酒店
早餐

送酒店
早餐

送酒店
早餐

送酒店
早餐

責任問題: 

本公司當盡可能使舉辦之一切行程節目依照章程內完成。

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罷工，路況，壞車，證件遺失及

當地酒店突告客滿等，而導致旅行團之全部或部份行程有

所延遲，更改或取消，而非本公司能力範圍所能控制時，

本公司概不負責任何賠償，但本公司將盡力提供與行程表

所列類似或同級酒店及其他有關服務，如因行程改變而導

致費用增加，參加者須自行繳交額外之費用。本公司舉辦

之旅行團,其採用之交通運輸公司，倘其運作上有危及旅客

安全，導致行李或其他財務損失時，當根據各不同機構所

訂立之條例作為全部解決之根據，概與本公司無涉。客人

於所住的酒店，巴士或途中有遣失任何物品概與本公司無

關，如有懷疑物品被盗竊本公司可協助報警處理。

團費包括: 
☆ 華人領隊隨團照顧
☆ 乘設有空調之旅遊客車
☆ 觀光行程
☆ 八晚住宿酒店及五天酒店早餐

團費不包括: 
☆ 司機及領隊服務費每位客人US$12/天 
☆ 私人性質之費用 
☆ 行程內之膳食及門票,燃油附加费

遊客須知: 
☆ 每人只限小行李一件，額外行李費為每件$35 
☆ 酒店房間只設兩床，按消防條例規定,每房只可容納四人

，酒店內不允許吸煙，否則罰款US$300
☆ 請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所付費用恕不

退還，建議客人自行購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 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於出發

前更改或取消旅行團之權利，如數退還已繳付之費用，本
公司不負任何其他責任，團員不可藉故要求賠償。

☆ 過境美國必須持有效美國簽證及需六個月以上有效期護照
,持美國簽証客人必須自行預先在網上註冊EVUS

☆ 未滿19歲客人獨自參團，於報名時必須提交監護人有效同
意書(英文)。

☆ 凡因證件問題不能入境者，一概與本公司無關，所繳費用
亦不獲退款。20人起成团。

取消及退款辦法: 
☆ 出發前31天以上，收手續費$50/人
☆ 出發前21-30天，扣除團費50%
☆ 出發前8-20天，扣除團費75%
☆ 出發前7天內，扣除全部費用(包括門票及餐費)
☆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如團員因簽證不獲批准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獨家EXCL
USIV

E 超過15年帶領迪士尼經驗的資深導遊全程園內領玩迪士尼及環球影城, 

充足逗留時間至晚上，觀賞震撼激光秀及煙花匯演，值回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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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房

CAD1478 CAD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