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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一：洛杉矶市区深度一日游(CT) 
 

【圣塔莫尼卡】 

早晨出发前往加州最吸引人的海滨城市圣塔莫尼卡，这是一个繁华都

市和自然美景共存、冬暖夏凉的度假胜地。爱海的朋友可以徜徉在碧

蓝的海洋旁、苍翠的椰子树下、洁白的沙滩上，阵阵海风迎面吹拂，

轻吻骄阳。岸边林立着大大小小的酒店、商场、电影院和餐馆。热爱

购物和享受美食的朋友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盖蒂博物馆】 

继续往西，沿着 405 号州际高速公路不远就可以看到：绵延不断的圣

塔莫尼卡山脉的山崖上，矗立着一群奇特的建筑，就是闻名遐迩的洛

杉矶盖蒂中心，她是一座集匠心独具的建筑、园艺、绘画、雕刻和摄

影艺术品为一体的私人博物馆，总耗资达十亿美元。 

 

【比佛利山庄】 

随后途经人杰地灵的著名学府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转

往比佛利山庄。这是财富、名利的代表和象征，是全世界最尊贵的住

宅区之一。而逛一趟城中的罗迪欧大道更是全球游客最感兴趣的活动

之一。这里以名店为主，包含了南加州最名贵的品牌店，每家店面都

布置的金碧辉煌，耀眼夺目。即便没有购买到物品，也会得到极高的

视觉享受，运气好还会遇到您所喜欢的好莱坞明星。 

 

【洛杉矶古城】 

下午前往洛杉矶古城 — EL PUEBLO DE LOS ANANGELES 

HISTRORIC MONUMENT。这里是洛杉矶的诞生地，不仅是洛杉矶早

期历史的写照，更是 1818 年到 1826 年美国社会生活的最佳缩影。随

着都市的发展，繁荣渐向南移，古城也逐渐被淡忘废弃。在有心人士

的努力下，1953 年洛杉矶古城周围 44 英里被划立历史公园。这里的欧

维拉街是最老最短的街道，不用去墨西哥，在这条街上你就可以享用

地道的墨西哥食物，买到传统的墨西哥产品。 

 

全部行程结束。将客人送抵洛杉矶/圣地亚哥。 

http://www.bravotravel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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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二：好莱坞-环球影城畅怀一日游 (US) 
 

清晨由圣地亚哥/洛杉矶出发前往洛杉矶著名景点 — 好莱坞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是由南加州艺术家奥立佛·威斯慕拉于 1958 年建造，上面有

2400 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

业的贡献。星光大道的起点是好莱坞著名的建筑-中国戏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re），奥斯卡金像奖在 1944 至 1946 年间于此颁发，2001

年开始转移到旁边的柯达剧院举行。除了奥斯卡金像奖之外，许多好

莱坞电影的首映也多在此举行。而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杜莎夫人蜡像

馆好莱坞分馆（自费）。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重要的文化意

义，一直也是游客大热之选。随后前往洛杉矶最著名的主题公园 — 环

球影城，环球电影公司成立于 1915 年，被视为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总

部，当时米高梅(MGM)、哥伦比亚、派拉蒙、20 世纪福斯和联美等制

片厂都还尚未成立。六十年代初期因电视的掘起，电影市场一度萧

条，环球电影公司于 1964 年 7 月 4 日开始对外开放，每年吸引上百万

的观光客至此观光，并成为片厂最大的一笔收入。环球电影公司坐落

在美国电影工业重镇好莱坞，占地 525 英亩，占据了整座好莱坞山。

它由 48 个电影制片厂组成，其中有 32 个致力于影片的拍摄。环球电

影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和电视剧产地，而好莱坞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是洛杉矶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这次旅程将带您游历城里的恐怖片拍

摄场景，如: 鬼屋, 山洪爆发，大白鯊, 金刚咆哮等等。最新推出的金刚

3D 电影是世界上最大最令人紧张的 3D 体验，可以让您领略到电影里

的真实场景。您也可以感受终结者 2 的 3D，4D 的立体影片。栩栩如

生的造型让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在未来水世界，木乃伊归

来，侏罗纪公园和怪物史瑞克里又会有令人畏惧和神经紧张的感受。

在这里您可以充分的体验场面宏大的表演和动物秀，以及幽默滑稽的

儿童节目。 

 

全部行程结束。将客人送抵洛杉矶/圣地亚哥。 

http://www.bravotravel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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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三：迪斯尼乐园欢乐一日游(DL)或迪士尼冒险乐园一日

游(DA) 
 

迪斯尼乐园欢乐一日游(DL)：清晨由圣地亚哥/洛杉矶出发沿 5 号州际

高速公路向南到达橙县，去到全世界闻名的迪斯尼乐园 — 世界上最快

乐的地方。整个游乐园占地 230 英亩，园内处处体现了迪斯尼先生要

使每一个到公园来玩的人都感觉自己到了快乐天堂的构想。迪斯尼乐

园永远不会被认为已全部建造完成，它要不断地扩建，不断地改造，

使之达到更加完美的境界。园内共有 8 个主题区，「美国主街」上的

蒸汽火车、单轨电车，让人回到早期美国小镇的淳朴生活；「未来世

界」里，高速旋转飞车载著您在宇宙星体中遨游；「新奥尔良广

场」，重现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迷人风光；「探险乐园」布满原

始森林与沼泽，印地安那琼斯列车是游客的最爱，在「米老鼠的故

乡」，您可以和米奇、米妮老鼠聊天，「西部乐园」里，汽船与矿车

让您体验昔日西部疯狂激情，搭乘小木筏去拜访汤姆.索耶的荒岛，到

「神话乐园」与白雪公主、小木偶、唐老鸭、小飞象以及其它你喜爱

的迪士尼人物合影，和小飞侠一起翱翔天空，与爱丽丝携手梦游仙

境。最新落成的「明日乐园」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让人流连忘返。迪

斯尼乐园堪称“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特别是近年陆续推出的“神奇游

行”、“天空传奇”、“玩具总动员 2”、“泰山”等新的表演节目吸引了许

多游客。 

 

或迪士尼冒险乐园一日游(DA)：清晨从圣地亚哥/洛杉矶前往景点 — 

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是华特迪士尼公司于美国

安纳海姆市所建立的一个主题公园，与隔邻的加州士尼乐园及其周遭

一些相关设施共同组成迪士尼度假区。如同其命名一般，加州冒险乐

园是以「加州」作为整个乐园的主题，园内除了设置项加州知名地标

的缩比复制品之外，也有不少以该州文化与历史作为主轴的设定。与

隔邻的迪士尼乐园主要是以温馨梦幻的儿童客户为对象之风格不同，

加州冒险乐园是以年龄层较大的成人客户作为锁定对象，因此园内虽

然不乏各项适合阖家老小同乐的游戏项目，但相比之下也拥有较多刺

激度较高的游乐设施，是此乐园与其他大部分迪士尼体系的主题乐园

较为不相同之处。 

 

全部行程结束。将客人送抵洛杉矶/圣地亚哥。 

http://www.bravotravel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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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四：太平洋水族馆---赏鲸---爱荷华号战舰（WW) 

早上从圣地亚哥/ 洛杉矶出发，我们充实而有趣的海洋之旅将会从造访

位於长滩的太平洋水族馆开始。全美第四，加州第一大的太平洋水族

馆佔地面积约為 20,000 平方米，馆内展示超过 12000 海洋生物，超过

500 个不同物种，并设有三大太平洋海洋生物展览区。从海底隧道走

过，凶猛的鲨鱼，五彩缤纷的珊瑚和热带鱼，以及各种奇异的水母可

谓无奇不有！在水族馆游览约两小时后，我们出馆上船，出海赏鲸

（约 2.5 小时）！南加州海域温暖，鲸鱼群常会在此出现，赏鲸船劈风

斩浪，一路前往浩瀚太平洋，到鲸鱼常出没的海域，船会减小马力让

游客可以探寻鲸鱼踪跡。我们不仅有机会看到灰鲸，蓝鲸，座头鲸，

还有机会看到成群结伴的虎鲸（逆戟鲸）！太平洋的蓝纯净无暇，船

驶进太平洋鲸鱼活跃的区域，船长会关掉引擎。整个世界立刻安静下

来，只听到海浪声、鲸鱼喷水的呼气声和远处海鸥的鸣叫。赏鲸之旅

持续两个半小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将庞大的鲸鱼和可爱的海豚一一

拍下来！下了船，我们会登上另一艘船——爱荷华军舰(BB-61)。爱荷

华军舰可谓战绩辉煌，曾在二战中作為主舰参战，是世界最后一级战

列舰的首舰，也是接待了最多美国总统的军舰。它吃水深，火力大，

其炮塔可乘搭 2,000 吨弹药，射程為 23.64 英里，是海上作战的最强弹

道武器。别名為“大棒”的爱荷华号曾在 1943 年护送罗斯福总统穿过太

平洋战场，进入北非，也是接待过最多美国总统的军舰。歷史本身就

是最有力量的事，站在服役了二战的甲板上，仿佛看到当年保家卫国

的卫士浴血奋战的情景，这裡的每块木板、每颗零件，船桅上飘扬的

旗帜，船舱里精密的装置，都见证了二战反法西斯革命的征程。约傍

晚 5 点结束我们一天精彩快乐的行程, 将客人送抵洛杉矶/圣地亚哥。 

 

行程五：棕榈泉名品奥特莱斯购物一日游(PS) 
 

上午从圣地亚哥/ 洛杉矶出发，沿着十号公路东行直往加州最著名度假

区棕榈泉，到达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工厂直销广场,这里集中了世界各地

品牌 110 多家,每一年吸引上百万购物客。到达后导游会安排大约 6 小

时停留购物及享用午餐。这里不但有流行的大众品牌,更有 Burberry、

Coach、A/X、Calvin Klein、Diesel、Christine Dior、DKNY、D&G、

Polo、Giorgio Armani、Gucci、Hugo Boss、Levis、Tommy Hilfiger 等

一线高端品牌在此聚集，规模之大，品牌之全堪称美西之最。下午结

束一天的疯狂购物之后，将客人送抵洛杉矶/圣地亚哥。 

http://www.bravotravel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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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天天出发  

费         用: 行程 （含主题公园门票） 成人 3-9 岁 

儿童 

左欄報價是以自行在洛

杉磯上下車!如果從聖

地牙哥出發需三人成團

或有接送安排的日期預

訂,聖地牙哥與洛杉磯

之間的接送需加$50/

程; 如果參加 2 日游以

上,需另加酒店預訂约

每晚$110/间！  （*需

定導遊免費接送的酒店

2-3 星*） 

洛杉矶市区深度一日游(CT) $90/人 $85/人 

好莱坞-环球影城畅怀一日游 (US) $150/人 $145/人 

迪斯尼乐园欢乐一日游(DL)或 

迪士尼冒险乐园一日游(DA) 

$150/人 $145/人 

太平洋水族馆-赏鲸-爱荷华号战舰(WW) $150/人 $145/人 

棕榈泉名品奥特莱斯购物一日游(PS) $90/人 $85/人 

 

費用包含 巴士、導遊、行程中所含景点首道大门票 

費用不含 巴士司機和導遊小費 ($8/人/日) 、聖地牙哥住返洛杉磯萬象接送小費( $5/程)、

如果参团日早上需到家接送( $10/程) 、餐費及自費项目 

  

注意事項: 

 

 

* * 客人如自行在洛杉磯上車、 在預訂之前需要向我社工作人員瞭解並清楚決定

在洛杉磯哪裡上下車點自行上下車、 並在參團規定時間前到達上車點上車、 如

若遲到視同自動放棄行程、 無法退款、 後果需自負!!* *  

 

* * 客人如從聖地牙哥出發，我們的司機會準時將您送達指定地點上車 ， 行程結

束將您接回聖地牙哥* * 
 

 

 

 

 

 

 

 

*為維護行程之順暢，本公司保有改變行程之權利。* 

** For all customers' safety,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program.** 
 

 

 

http://www.bravotravels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