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著朝陽從溫哥華出發。穿越美加國境線，途經西雅
圖--美國華盛頓州的最大城市，也是美國太平洋西北
區的最大城市。隨後沿五號公路進入俄列崗州，
“woodburn outlet 購物”，夜宿尤金。

早上穿過景色優美的橡樹嶺森林區，午膳後途經加州
北部，抵達位於內華達州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小城”之稱
的雷諾市。

迎著朝陽，乘坐我們的豪華大巴，開始精彩的行程。
於下午抵達世界賭城—拉斯維加斯！晚餐後，您更可
以和我們一起欣賞一下賭城的迷人夜景（自費$35美金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的賭城是霓虹燈的海洋，五
彩繽紛的光影世界；這裡的建築更是融合了全世界的
精華，是當之無愧人類工程學上的奇跡！也是最具美
國特色城市！

清晨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壩，眺望北美最大的人工
湖-密德湖。在大峽谷國家公園走世界最高的空中步道
- “玻璃橋”，720度的欣賞大峽谷美景。

今天去到全世界聞名的迪士尼樂園或加州冒險樂園，
遊覽最新落成的「明日樂園」，暢遊「米老鼠的故鄉
」，您可以和米奇、米妮老鼠聊天，到「神話樂園」
與你喜愛的迪士尼人物合影。晚上可自費參加洛杉磯
夜遊(海鷗獨家)，體驗精彩刺激玻璃滑梯，俯瞰LA迷
人月夜 。  

清晨前往洛杉磯著名景點-好萊塢星光大道，星光大道
的起點是好萊塢著名的建築-中國戲院，隨後前往洛杉
磯最著名的主題公園-“環球影城”。好萊塢環球影城主
題公園是洛杉磯最為著名的旅遊景點。

三藩市被譽爲浪漫文化之都。她也是最受美國人歡迎
的城市，頂尖的科學技術人員雲集此地。著名的金門
大橋，九曲花街，漁人碼頭都讓人流連忘返；雙子峰
，市政廣場令人目不暇接。第一次來三藩市的朋友一
定要搭乘一下三藩市的海灣遊輪(自費約成人US$42/
小童5-12歲US$30,1.5小時 )。夜宿三藩市灣區北部。

啟程返回俄列崗州，欣賞宏偉的日晷橋，橋身由玻璃
搭建而成，橫跨於薩克拉門托河之上，秀麗挺拔，是
當之無愧的一件藝術品！夜宿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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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括

費用不包括

遊客須知 取消及退款辦法 責任問題

 • 華人導遊 • 豪華旅遊巴士 
 • 觀光行程 • 每晚住宿酒店

 • 每人只限大/小行李各一件,額外行李費為每件$35 
 • 為公平起見,每日更換座位一次.或付費預定巴士

前三排座位.
 • 三人或四人房間只設兩床,按消防條例規定,每房只
 可容納四人,酒店內不允許吸菸,否則罰款$300自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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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發前31天以上收手續費$50/人
• 出發前21-30天（含第30天）,扣除團費50%
• 出發前14~20天（含第20天）,扣除團費75%
• 出發前14天内（含第14天）,扣除全部費用。
•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弃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 如團员因簽證不獲批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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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機+領隊小費每日$10美金/人
 • 私人性質之費用,如電話費,收費電視等 
 • 行程內之膳食及門票(除註明外)

暢遊9日火車

BC. Wholesale Reg . 72647BC. Wholesale Reg . 72647

雙人房
TWIN

單人房加收
Single Occupancy Extra

加幣 $978/位 加幣 $450

賭城拉斯+舊金山賭城拉斯+舊金山

 環球影城 / 迪士尼  環球影城 / 迪士尼 

暢遊9日
  出團: 2018.12.22 /  2019.3.16 / 6.29 / 7.20 / 8.03 / 8.17

送早餐

送早餐

1
DAY

第     天

溫哥華 - 尤金 

2
DAY

第     天

尤金 -  雷諾 

DAY
第     天4

拉斯維加斯 - 西峽谷/玻璃橋

DAY
第     天3

雷諾 - 拉斯維加斯

Vancouver-Eugene

Eugene-Reno 

Las Vegas-Grand Canyon/Skywalk 

San Francisco City Tour

DAY
第     天8

舊金山 - 尤金

San Francisco-Eugene

DAY
第     天9

尤金 - 波特蘭 - 溫哥華 

Eugene-Portland-Vancouver 

Reno-Las Vegas

住宿: Comfort Suite Eugene  或同級

住宿:Harrah’s Casino, Reno 或同級

住宿: Courtyard by Marriott或同級

住宿:  Comfort Suite Eugene 或同級

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級

住宿:Hotel Fullerton或同級

住宿:Best Westen或同級

預訂巴士前三排坐位, 視野更廣闊, 另加 $90加币/人

DAY
第     天7

三藩市一日遊

送5餐
豐盛早餐
送5餐
豐盛早餐

第三\四位( 同房)
3rd \ 4th(share room) 

加幣 $518/位

06:00am   列治文   : 八佰伴商場正門口
                   (on No.3 Road)
06:15am  溫哥華西 :Cambie & 42nd Ave.
                   (On Cambie St., HSBC門口)        
06:35am   本那比   : 麗晶廣埸HSBC
07:00am   素里       : Cambell River Gas station
                   (790 176 St, Surrey, BC V3S 9S6)

集合地點

火車票

$299 $279

自費項目 (加幣) 成人 小童

$69

西峽谷門票

含車費+玻璃橋+午餐
$229 

小孩3~9歲 
且身高低于4’/122cm

大小同價

大小同價

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

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自費項目表

報名時需要預繳 享受预缴特惠价 · 加币结算

**如遇門票價格臨時調漲，恕不另行通知

Comfort Suite Eugene 或同級 Harrah’s Casino, Reno 或同級 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級 Hotel Fullerton或同級 Best Westen或同級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  Comfort Suite Eugene 或同級

第1晚 第2晚 第3晚 第6晚 第7晚 第8晚第4/5晚

送早餐

DAY
第     天5

迪斯尼樂園 / 加州冒險樂園

Disneyland/California Adventure

送早餐

DAY
第     天6

中國戲院 - 好萊塢環球影城

Chinese Theatre-Universal Studios-Bakersfield 

住宿:Hotel Fullerton或同級

送早餐

今天我們精心為您安排了公認最壯觀的列車線路，美
鐵公司Amtrak的觀景火車！觀景火車正在美國掀起熱
潮，這也是細細品味美國的最好方式。中午在波特蘭
市下車，之後返回溫哥華。 

DU9團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