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美 西 22 日        (2019 年) 

（加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猶他州、南達克達州、懷俄明州、內華達州……） 

＊行程特色: 

1. 不浪費時間採購的大美西天天玩賞大自然的處處奇景，出國暢遊就是不必再花錢！ 

2. 感受無比壯麗的世界級黃石公園、大峽谷國家公園、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四大總統雕像、 

   惡魔塔、洛磯山脈、紀念碑大谷地、大角羊國家公園、… 

3. 最代表西部文化的典型旅程多采多姿是許多電影拍攝、製作或名著敘述的場景: 

  拉斯維加斯、雷諾、鹽湖城、丹佛市、洛杉磯、舊金山、聖地牙哥… 

◎:入內參觀或搭乘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洛杉磯(Los Angeles)  今日搭機飛越太平洋前往美國。 

第 2 天 洛杉磯 
 
 

『天使之城』是人口與面積第二大的美國都會，也是代表美國文化最典型的城市。
瀏覽車水馬龍的※市中心、電影明星聚居的豪宅區※比佛利山莊(Beverly Hills)、 
太平洋岸邊※長灘(Long Beach)風光明媚富豪雲集，★長灘碼頭是豪華郵輪Queen Mary 
(瑪莉皇后號)停靠的 Port of call(到岸港埠)…。 

第 3 天 聖地牙哥(San Diego) 
 
 

 

加州人口數第二多和美國第八大城市，和緊鄰的墨西哥邊境大城 Tijuana 共組成
約三百萬人口經濟圈。位在加州太平洋沿岸美國本土西南角，美軍設有以海軍、
陸戰隊、海岸防衛隊為主的多處軍事基地，是美國僅存的兩處海軍陸戰隊訓練
中心之一，二艘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USS Nimitz CVN-68)和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 CVN-76)、多艘核潛艇和各型軍艦以此為母港。 

 搭◎海景火車(Coaster)沿曲折海岸眺望無邊無際的太平洋，令人心曠神怡。 

中途島號 

航空母艦 

 
勝利之吻 

  雕像 

 

保存完整之退役航空母艦及戰機改成的博物館，以中途島戰役為艦名，參與過
越戰、韓戰、波斯灣戰爭…等重大戰役，有歷史見證人的二戰老兵們義務講解 
◎航空母艦構造和戰時甲板上、船艙內官兵的生活情景。在中途島號附近有一尊
巨型★雕像，西元 1945年 8月 14日當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紐約
民眾紛紛走上街頭慶祝勝利，一位水兵在時代廣場的歡慶活動中情不自禁親吻了
身旁一位女護士，被『生活』(Life)雜誌的攝影師及時捕捉下來廣為流傳，被稱為
『勝利之吻』 (又稱『勝利日之吻』、『世紀之吻』)。 

第 4 天 聖地牙哥 

巴波亞公園  

Balboa Park 

 
 

是一座綠意盎然花木扶疏的廣闊★公園，許多新古典主義建築群非常精緻，有

西班牙藝術村、博物館、商店、餐廳…流露浪漫氛圍，典雅的園區設計與藝文

活動充滿人文氣息，被譽為:『如同萬國博覽會的藝術人文公園』。公園旁邊的

※聖地亞哥動物園(San Diego Zoo)佔地 43公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動物園之一 

，棲息八百餘種的四千多隻動物，是世界上少數有熊貓(Panda)之動物園 

卡布里奧 

(Cabrillo) 

紀念公園 

 

位於風平浪靜的聖地牙哥港灣和驚濤拍岸的太平洋之間的半島南端，是西元 1542年

9 月 28 日葡萄牙探險家卡布里奧(Juan R. Cabrillo)登陸北美洲的地點，遊客中心

陳列他當年航行的聖薩爾瓦多號模型及探險史。高於海平面 140 公尺的★洛馬岬

(Point Loma)燈塔建於西元 1855 年，是園內的最高點可瞭望雄偉壯麗的太平洋

美景和聖地牙哥港內軍艦、漁船、遊艇…緩緩進出。 

日落懸崖 

自然公園 
落日餘暉下觀賞夕陽的絕佳地點★Sunset Cliffs Natural Park，黃昏之際登上懸崖
觀看盤旋的海鷗與夕陽相輝映形成詩情畫意般之景象，美到讓人窒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86%8A%E7%8C%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E5%9C%92


第 5 天 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內華達州最大城市暨世界最大賭城是美國發展最快速的大都會。密密麻麻的酒店

皆供應五花八門的賭博設施且多有富麗堂皇之夜總會、豪華歌舞表演、主題樂園、

渡假村…。賭城在音樂(巨星熠熠之大型演唱會或世界一流舞蹈、戲劇演出)和 

體育(馳名的世界拳擊冠軍比賽)的推動上貢獻尤其卓著。賭城除了賭博、娛樂

中心譽滿全球，90 年代開始兒童遊樂設施和主題樂園陸續完工，漸轉型為適合

家庭休閒渡假的樂園，接續 2004 年單軌鐵路(monorail)通車，350 公尺高的※ 

同溫層塔(Stratosphere Tower)是全美最高瞭望塔。沙漠中賭城一旦夜幕低垂就

逐漸變成光輝燦爛的不夜城，五彩繽紛夜景令人目不暇給:※金字塔酒店(獅身

人面像、金字塔、方尖碑)、※神劍飯店(童話故事的城堡飯店，紐約自由女神像、

帝國大廈、摩天高樓、曼哈頓大橋…)、※米高梅 MGM 酒店(世界最大的酒店

有富麗堂皇大廳、非洲大雄獅…)、※巴黎酒店(艾菲爾鐵塔、凱旋門…)、※百樂宮

酒店(芭蕾水舞音樂噴泉、歐風庭園…)、※威尼斯酒店(聖馬可鐘樓、舡哆拉Gondola

遊河…)、※金銀島酒店(海盜大戰…)、※幻象酒店(火山爆發、神奇叢林…)、

※凱撒宮酒店(奇幻歐式購物商街、神奇變幻天空色彩、宏偉歐式噴泉、…)；

不論是觀賞「火山爆發」、「雕像秀」、「天幕秀」、「木馬屠城記」…放眼望去 

處處盡是精彩刺激的人造特殊奇妙場景，也都是拍案叫絕的驚奇！ 

第 6 天 大峽谷國家公園(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西元 1919 年成立，60 年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評定為自然界的世界
遺產。面積近五千平方公里(約 450 公里長 30 公里寬 1,500 公尺深)，科羅拉多河
侵蝕高原數千萬年切割成世界最大的◎峽谷，壯麗奇景舉世無雙！陽光折射宏偉的
峽谷岩壁映出變幻色彩時更顯大自然之鬼斧神工！ 

第 7 天 紀念碑大谷地(Monument Valley)四州交界點 
紀念碑 

大谷地: 

 

亞利桑那州與猶他州之間大約五千平方公里的乾旱區域，是納瓦伙族之★印第安人
保留區(Navajo Indian Reservation)內一處傳統墳場和聖地；雖稱★谷(Valley)卻
並非是谷地，而是許多像小山丘的大型單一砂岩聳立平坦沙漠上，矗立地面約 

300公尺高各式巨大石峰，多屬紅色和橙色砂岩、粉砂岩、頁岩；較知名有:哨兵席
(Sentinel Mesa)、城堡山丘(Castle Butte)、國王在寶座(The King on His Throne)、
併指手套(The Mittens)、大象丘(Elephant Butte)、駱駝山丘(Camel Butte)、大姆指
(The Thumb)、圖騰桿(Totem Pole)、…是美國西部片最常選取的電影拍攝背景。 

四州交界點 

國道編號 160: 

U.S. Hwy 160洽途經美國唯的一四州(亞利桑那州、猶他州、新墨西哥州、科羅拉多州)

交界點，下車劈腿就可腳踏兩州，身體趴下去就可以試試是否四肢各據一州！ 

第 8 天 洛磯山脈、大分水嶺(Great Divide)丹佛市(Denver) 
洛磯山脈: 美國西海岸一路往東逐漸進入洛磯山脈，沿途許多國家公園或國家森林保護區，

科州西部洛磯山脈恰有※北美洲大陸分水嶺(Continental Divide)是一系列將水系流域
大致分隔成太平洋出海與大西洋或北冰洋出海的山脊。北起阿拉斯加州威爾斯王子角
(Cape Prince of Wales, Nome, Alaska)，往南一直延伸到南美洲與安地斯山脈相連。 

丹佛市: 

 

洛磯山脈東邊的科州首府，有"大平原的女王城" (The Queen city of the Plains)之
綽號，是美國棒球、籃球、橄欖球、冰上曲棍球等全國球隊聯盟八大城市之一。
仿華盛頓美國國會建造之★州議會大廈(The State Capitol Building)以 200 盎司 24K

鍍金之半球形屋頂紀念昔日"淘金熱"(Gold Rush)，西邊入口台階上標誌海拔 5,280

英呎高度恰巧 1 英哩，丹佛市因之被稱為『1 英哩高(Mile-high)之城市』。州議會
西邊★市民中心公園(Civic Center Park)有★市議會廳、★美國鑄幣局、★喇瑞嘛
(Larimer)是洋溢高雅風韻熱鬧的行人徒步商街。 



第 9 天 黑山森林區(Black Hills)瘋馬(Crazy Horse)紀念雕像 
黑山森林區 位於南達克達州西南、懷俄明州東北，自北美洲大平原西邊隆起約 760公尺(最高峰

是 2,207 公尺高的 Harney Peak)，西元 1874 年發現金礦後淘金熱使周邊人口迅速

增長※快捷(Rapid)市是其中最大城鎮，但也害了印地安人不斷遭受到白人入侵、

驅趕。這區域現仍開採金、銀、鈾、長石、雲母、…等礦藏，但主要是旅遊勝地，

包括幾處國家公園、國家森林區、國家紀念文物區、州立公園等。 

瘋馬紀念像 

 

為紀念領導印地安人英勇抵抗白人的傳奇蘇族酋長"瘋馬"(死於西元 1877 年)，

Lakota族酋長自西元1948年開始請雕刻家Korczak Ziolkowski將印地安人視為神聖的

黑山地區之※雷頭山(Thunderhead)整座山頭雕塑成瘋馬騎在馬背上之巨大英姿。

◎瘋馬紀念雕像(Crazy Horse Memorial)高 172 公尺寬 195 公尺，預計 21 世紀中

完成後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雕塑！(今只能遙望隱約成形之瘋馬臉型) 

第 10 天 奔多山國家紀念雕像<四個總統雕像> (M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 
四個總統 

雕像: 

在南達克達州西南方黑山森林區※楔石(Keystone)鎮旁面積約 5.17 平方公里，

自 1927 年起雕刻家波葛侖(Gutzon Borglum)率領約四百名工作人員鑿刻山上巨大

之裸露花崗岩，歷 14 年過世後由其子 Lincoln 於 1941 年完工，代表美國前 150 年

誕生、成長、保存和發展的四位總統(華盛頓、傑弗遜、老羅斯福、林肯)之雕像。

自 97 公里外即可看見山上四座 18.3 公尺高栩栩如生的石雕。 

第 11 天 惡魔塔(Devils Tower)大角羊國家森林區寇狄(Cody) 
惡魔塔: 

     

在懷州東北佔地 5.5 平方公里，於西元 1906 年成為美國第一處國家紀念文物

(National Monument)。四到六千萬年前地下熱熔岩噴出地面快速冷卻，歷經冰河

長年侵蝕剝離、不斷風化與雕琢而形成高聳入雲的頸狀大岩柱。舉世罕見之 

◎惡魔塔:橫寬從地面 305 公尺向上逐漸細到 76 公尺(頂端闊達六千平方公尺)

是近乎垂直聳立 386 公尺高的大自然奇特景觀。 

大角羊 

國家森林區: 

(Bighorn 

National Forest) 

※大角羊山脈(Bighorn Mountains)介於奔多山(Mt. Rushmore)和黃石公園之間，

是與洛磯山脈平行的姐妹山系。這山脈的國家森林區在懷俄明州最具有多樣化

自然景觀:青翠草原、巍峨高山、廣袤森林、冰河鑿痕山谷、清澈溪湖、…。 

森林區內並建造許多的水庫、風景路徑、露營地、渡假休閒設施。 

寇狄鎮: 紀念十九世紀末拓殖西部的傳說英雄"水牛比爾"(William Cody)所訂下的地名， 

小鎮周邊有※"水牛比爾儲水壩" (Buffalo Bill Reservoir)、※"水牛比爾州立公園"…等。 

第 12 天 黃石公園(Yellow Stone National Park) 

 位於蒙大拿、懷俄明、愛達荷三州交界處，面積有 8,992.44 平方公里(約台灣的

四分之一大)，美國國會於西元 1872 年立法通過◎黃石公園成為第一個國家公園

(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西元 1978 年入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自然界

世界遺產。園區座落古老的活火山上，約六十四萬年前火山大爆發威力擴及美國

西部大半國土，之後熔岩流竄持續填塞多數破火山口，塑造出舉世無雙的獨特

地貌。直到今日地底下熱能依然極活躍，恰似成千上萬炙熱產品不斷趕工出土。

園區獨特地質蘊涵無數的大自然寶藏:火山噴氣孔、間歇泉、地熱噴泉、溫泉、

瀑布、泥漿坑、峽谷、湖泊…等天然景觀馳名全球。園區內更是美國最大的野生

動物保留區，森林山澗的清澈溪流浸潤綠草如茵的大地，野牛、麋鹿、黑熊、

灰熊、扁角鹿…等活蹦其中，處處都是美妙的大自然神奇景點。 



第 13 天 鹽湖城(Salt Lake City) 
   

  

猶他州首府和最大城市，由 148 名摩門教徒創立於西元 1847 年，全世界摩門
教總部所在地。沃薩奇(Wasatch)山脈環抱、約旦河貫穿市區注入※大鹽湖(Great 

Salt Lake)，棋盤式街道綠意盎然展現摩門教寬敞整潔的都市典範。西元 2004 年
舉辦冬季奧運會。※廟堂廣場(Temple Square)是交通樞紐與摩門教信仰中心，
周邊有摩門廟宇、各種※展覽館、猶他州和鹽湖城政府機關與議會廳，遊客中心
旁西元 1915 年仿美國國會建之★州議會大廈，高逾 50 公尺半球形屋頂最醒目。 

第 14 天 雷諾(Reno) 
 美國西岸第二大賭城，是全球最大吃角子老虎機製造商 IGT 總部的所在地，也是

內華達州沙漠中的第二顆明珠。旅客再度回味賭城，是想要再發財之機會城市。 

第15天 舊金山(San Francisco)柏克萊(Berkeley) 

舊金山: 

 

柏克萊 

  

又名三藩市，與義大利拿坡里、巴西里約熱內盧共被譽為世界上的三大美港！
充滿浪漫色彩的迷人霧都和最受全世界遊客喜愛的美國城市，當地居民自認為上
帝創造地球時，一定是花了比較多時間在舊金山，才使這美麗城市到處有看不完的美
景。如詩如畫的美港任何角度或地點看去都獨具雅緻之美。市區:※卡斯楚街(Castro 

Street)、★雙子峰(Twin Peak)…。市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第16天 舊金山 
 ★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金門公園、★漁人碼頭(Fisherman's Wharf)、 

★聯合廣場(Union Square)、※市政廳(City Hall)、★唐人街(China town)、★藝術宮、
※寇伊特塔(Coit Tower)、外型如洗衣槽攪拌棒的★新聖瑪麗教堂…。 

第17天 舊金山 
 可仿效朱麗安德魯斯在『麻雀變公主』電影中場景，購票搭乘當地特色★噹噹車

(Cable car 纜車)體驗大小馬路高低起伏、忽上忽下的妙趣；也可自費乘船暢遊
金門灣或走金門大橋到※蘇沙利多(Sausalito)的海岸觀賞舊金山灣最棒的景觀；
或坐船到史恩康納萊主演之『絕地任務』(The Rock)電影中精彩情節主要場景的
監獄島(Alcatraz)；或到「漁人碼頭」欣賞街頭藝人的精彩表演；或…。  

第 18 天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 
 第一個受美國聯邦政府保護的自然區域，有舉世驚豔的天然美景，是最多訪客的

◎國家公園。秀逸山峰巍峨壯闊、奇石嶙峋古木參天。置身國家公園享受森林浴，
造訪隧道觀景點、優勝美地瀑布(Yosemite Falls)、新娘面紗瀑布(Bridal Vail Fall)、
典型Ｕ形冰河谷地、半圓頂丘(Half Dome)、號稱地球上最大岩石的酋長岩(El 

Capitan)…等，目睹壯盛美景當前，不得不由衷讚嘆造物者的神奇造化！ 

第 19 天 洛杉磯 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   
環球影城: 

 
世界最大電影製片廠，南加州最受歡迎景點之一，以電影主題樂園聞名全球。
◎「環球影城遊園車之旅」載訪客親睹電影拍攝的神奇與奧祕:大金剛肆虐紐約、
大白鯊攻擊人群、體驗 8.3 級大地震、見識紅海從中分開海水…；展示過程中之
音效舞台、背景街道、神奇電影技巧和驚人的特效製作…，見到或將是明日之
賣座電影實際製作過程；還可體驗「回到未來」的光速車、「侏儸紀公園」中大小恐龍環
繞的刺激、「浴火赤子情」裡一千度高溫煙火的驚心動魄、「魔鬼終結者第二集」中液
化人在眼前出現、「水世界」中的水上大戰、最新出的「神鬼傳奇」、「凡赫辛」、 

４Ｄ立體電影「史瑞克」…精彩刺激節目，讓人回味無窮大呼過癮！ 

今日或選擇自行到美國西岸的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自西元 1955 年開幕起
每年吸引逾千萬人次造訪，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主題樂園。樂園裡八大主題
娛樂設施充滿冒險、刺激和驚奇想像力，置身這一「地球上最歡樂的地方」
請與身邊歡樂的人群共享無盡的驚喜！ 



第 20 天 洛杉磯 
 
  

※好萊塢大道上西元 1927 年建造的★「中國戲院」前水泥道上留下歷屆影壇巨星

一百多人手腳印和親筆簽名，全球獨一無二的※「星光大道」好萊塢巨星名字

雋鑄於上顯得星光熠熠，是最受矚目的電影院和觀光客必訪景點；中國戲院旁

造價近億美金一千三百多個座位的 ★「杜比劇院」是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永久

會場；依天然景緻所建的★「好萊塢露天劇場」於 20 世紀之 20 年代落成，是

洛杉磯市交響樂團夏季演出的固定場所，各種音樂、藝術饗宴經常演出。 

第 21 天   ＊今揮別美國搭機飛越太平洋，跨越國際換日線。 

第 22 天 台北   充實與歡欣，平安返抵國門。 

＊住宿 Motel (如:Days Inn, Super 8, Travelodge)或經濟旅館，2 人一室附衛浴設備。 

＊全程午餐自理(全日自由活動當天一律不供餐）。 

＊台達誠勸每位旅客: 參加台達之各種行程，儘量少帶錢出國!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2.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3.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 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4.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5. 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等 

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 

之權，，請勿異議。 

6.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見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團費 

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公司 

  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依兩人分享一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價差， 

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旅客於出發後不得要求更改同房旅客)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 號、品保 524 號)     TEL: (02)2740-6958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www.台達.tw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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