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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業課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二、參訪行程： 

城市參訪: Los Angeles(洛杉磯)、San Francisco(舊金山)、Las Vegas(拉斯維加斯)。 

 

企業參訪: Intel(英特爾)、Google(谷歌)、Apple Store(蘋果)。 

 

景點參訪: Hollywood(好萊塢)、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蓋帝藝術中心(Getty Center),  棕榈泉奥特來兹 (Palm Spring Outlets)、Santa 

Barbara(聖塔巴巴拉)、Solvang(丹麥城)、胡彿水庫(Hoover Dam)、Grand Canyon West 

National Park (大峽谷國家公園)、迪士尼主題樂園(Disneyland)、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 

 

三、項目費用：  

費用包含：報名費、機場接送費、學校註冊費、學費、教材使用費、授課證書、旅遊交通費、

門票入場費、隨團領隊費、司機導遊小費、食宿費、全程急難救助險+意外險(保額 US$25

萬)。 

 

費用不含：經濟艙來回機票、機場稅+燃料稅、護照申請費、美國簽證費、部份餐食自理及

其他私人消費。 

 

四、活動期間： 

2017 年 7月 15 日 (星期 6)–2016年 8 月 4日 (星期 5) ，共計 21 天。 

 

五、食宿安排： 

洛杉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學生宿舍； 

早午晚三餐 (除特列部份自理餐食外) 

舊金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Berkeley)學生宿舍； 

  早午晚三餐 (除特列部份自理餐食外) 

拉斯維加斯：Treasure Island (金銀島大酒店或同等級)/雙人房 。 

(註：若指定單人房須補差額每人 US$600) 

 
  

美國商業課程 & 美西企業參訪 2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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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程特點：學習美國最新商業管理理論和營銷策略，瞭解美國企業的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透過專業研習和商務考察的雙向結合，進而提升企業和個人競爭力。 

 採用最頂尖的學府、最優良的師資，全程英語授課，並頒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結業證書。  

 參訪世界首屈一指知名企業，深刻瞭解高科技產業運作模式，拓展全球化視野與思維。 

 深度旅遊美國第二大城市，被喻為『天使之城』的洛杉磯，體驗這個集商業、貿易、金

融、航空、科技、建築、電影、藝術於一身，西海岸最美麗的第一大城。遊覽著名景點

好萊塢、比彿利山莊、聖塔摩尼卡等，體驗國際巨星多采多姿的生活。 

 參觀全美十大浪漫城市之一-舊金山，遊覽著名的双子峯,芸術宫,金門大橋、海灣大橋、

漁人碼頭以及九曲花街等，拜訪全球高科技創新和研發重鎮-矽谷。 

 探訪拉斯維加斯，瞭解其城市規劃與設計，以及如何將商業建築、賭場、餐飲、娛樂、

住宅和人文景觀融為一體，進而造就出超現代化的城市風貌。 

 造訪一生應該要去一次的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一：大峽谷國家公園，體驗上帝造物、鬼

斧神工的奧妙。 

 遊覽聖塔巴巴拉、丹麥城，享受黃金海岸優美的風光，親睹殖民地時代，北歐與西班牙

式的建築特色。 

 

七、項目執行 

 

 開始招生- 2017年 2 月 1 日。 

 報名截止- 2017年 4 月 1 日。 

 第一次项目现场说明会- 2017年 4 月 15 日。 

 繳交定金(50%)及簽證費–2017年 4 月 30 日前。 

 預約簽證– 2017年 4 月 15 日前。 

 簽證面試– 2017年 5 月 1 日前(確切時間將根據美領館所給的時間為準) 。 

 機票購買– 2017年 5 月 15 日前(面試完成後第一天)。 

 第二次項目現場說明會– 2017年 6 月 1 日。 

 繳交餘款– 2017年 6 月 1 日前。 

 到達學校– 2017年 7 月 16 日。 

 項目活動– 2017年 7 月 15 日 ~ 2016年 8 月 4 日。 

 返回本國– 2017年 8 月 4 日晚 或 2016年 8 月 5 日凌晨。 

 

八、提供服務 

 

 提供簽證需要的邀請信及課程安排材料。 

 提供學員宿舍（兩人一間，具有免費寬帶接入）。 

 提供上課所需要的教材（學員不必買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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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期間學生可以免費使用學校所提供的某些設施，如圖書館，游泳池，籃球場，田

徑場等運動場所，電腦教室，某些免費公車（註：保齡球，乒乓球，台球及健身房是需

要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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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15日 – 8月 4日） 

日期 7:00 am-8:00 am 9:00 am-12:00 pm 
12:00 pm-1:00 

pm 
1:30 pm-4:30 pm 

5:00 pm-6:30 

pm 
住宿 

7/15 (Sat) 本國機場 → 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LAX) UCLA 學生宿舍 

7/16 (Sun)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開業式、校園巡禮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超市購物 

晚餐: 

UCLA 學生

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7/17 (Mon)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1)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景點參訪: 校園介

紹 

晚餐: 

UCLA 學生

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7/18 (Tue)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2)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景點參訪: 蓋蒂藝

術中心(Getty 

Center) 好萊塢星光

大道(Hollywood)、

中國戲院(Chinese 

Theater) 

晚餐: 

UCLA 學生

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7/19 (Wed)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3)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自由活動 

晚餐: 

UCLA 學生

餐廳 

Angel Stadium 

UCLA 學生宿舍 

7/20 (Thu)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4)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景點參訪:、聖塔摩

尼卡(Santa 

Monica), 天文台
(Griffith 

Observatory) 

 

晚餐: 

UCLA 學生

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7/21 (Fri)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5) 

午餐: UCLA學

生餐廳 

UCLA 校園巡禮、

超市購物 

晚餐: 

UCLA 學生

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7/22 (Sat)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 一日遊 UCLA 學生宿舍 

7/23 (Sun)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棕櫚泉購物中心(Palm Springs Outlet) 一日遊 UCLA 學生宿舍 

7/24 (Mon)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6)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自由活動 

(MBA 學生: 企業

參訪)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項目行程 & 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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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Tue)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7)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7/26 (Wed)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專業課

程 8) 結業典禮並頒

發 UCLA結業證書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7/27 (Thu)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課程(主題: 創业創

新競赛報告)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晚會 UCLA 學生宿舍 

7/28 (Fri)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迪士尼主題樂園(Disneyland) 一日遊 UCLA 學生宿舍 

7/29 (Sat) 
早餐: UCLA

學生餐廳 

 

驅車前往舊金山，

途經聖塔巴巴拉

(Santa Barbara)、丹

麥城(Solvang) 

午餐: 丹麥城

(Solvang)自理 

延著 5號公路繼續

北上，傍晚抵達舊

金山 

晚餐: UC -

Berkeley學

生餐廳 

UC -Berkeley學

生宿舍 

7/30 (Sun) 

早餐: UC-

Berkeley學生

餐廳 

景點參訪: 舊金山

双子峯(Twin Peaks)

芸術宫(Palace of 

The Art)金門大橋

(Golden Gate)、倫

巴底九曲花街

(Lombard Street) 

午餐: 漁人碼

頭

(Fisherman’s 

Wharf)自理 

 

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 

晚餐: UC -

Berkeley學

生餐廳 

UC -Berkeley學

生宿舍 

7/31 (Mon) 

早餐: UC-

Berkeley學生

餐廳 

企業參訪: TBA 午餐: 自理 

Stanford University

課程(主題: 專業課

程 9) 

晚餐: 
Stanford 

University 

Faculty Club

教職員餐廳 

UC -Berkeley學

生宿舍 

8/1  (Tue) 

早餐: UC-

Berkeley學生

餐廳 

校园参观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午餐: UCB學

生餐廳 

驅車前往貝克斯菲

爾德 

(Bakersfield), 傍

晚抵達 

晚餐: 自理 

 

貝克斯菲爾德 

(Bakersfield) 

Day’s Inn 或同級 

 

8/2  (Wed) 早餐: 酒店 
驅車前往拉斯維加

斯 

午餐: In & Out 

Burger 自理 
傍晚抵達 晚餐: 自理 

拉斯維加斯

Treasure Island 

(金銀島大酒店)

或同級 

8/3 (Th) 早餐: 自理 

自費:胡彿水庫

(Hoover Dam) 、大

峽谷國家公園西峽

谷(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West) 
一日遊 

午餐: 大峽谷

國家公園印地

安風味餐 

大峽谷國家公園西

峽谷(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Glass 

Walk) 一日遊: 玻璃

橋，傍晚返抵拉斯

維加斯(Las Vegas) 

 

晚餐: 自理 

拉斯維加斯

Treasure 

Island (金銀島

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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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Fri) 早餐: 自理 

驅車前往洛杉磯

(Los Angeles)，途

經 Primm Fashion 

Outlets 購物中心購

物 

午餐: 自理 

傍晚抵達洛杉磯(Los 

Angeles)晚宴。 

 

晚餐: 中式

海鮮餐廳 

晚宴後，直接驅

車前往美國洛杉

磯國際機場

(LAX) → 本國

機場 

(回程機票起飛

時間應為 2016

年 8 月 4日晚或

8月 5 日凌晨) 

 

註一: 實際行程以出發前資料為準，所有課程、活動及旅遊安排，視當地氣候及狀況需要，本機構保留部份調整、修

改之權利。 

註二: TBA(To be Announced): 由隨團導遊(領隊)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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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是一所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

州洛杉磯的公立研究型大學，創辦於1919年，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中的第二所大學，與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齊名，是美國最好的公立大學之

一，目前擁有約26000名本科生與11000名研究生，提供包括

學士、碩士與博士在內的超過300種不同的學位課程，自學校

創立以來，先後共有14名

校友獲得諾貝爾獎。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是美國享

譽盛名的高等學府，校園

面積1.7平方公里，因其校園內擁有的許多優美建築和風景而

舉世知名，並曾多次在電影當中出現。此外，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是美國商業金融、高科技產業、電影藝術等專業人才

的搖籃，在各種大學排名中均有良好成績，目前在世界大學

科研影響力排名中位列全球第4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全球第11名，美國第8

名；在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位列全球第13名，美國第11名，它是南加州地區入學競爭最激烈的學

校，也是整個加州最大的大學。 

 

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又譯: 史丹福大學) 為一所坐落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市

的私立研究型大學，該校面積達 8,180英畝(3,310公頃)的校園，位於三藩市半島、矽谷的西北

方，鄰近帕羅奧圖市(Palo Alto)。大學於 1891 年由時任加州參議員及州長的鐵路大亨利蘭·斯坦

福和他的妻子簡·萊思羅普·斯坦福，為了紀念他們因傷寒而

於 16歲生日前夕去世的兒子(小利蘭·斯坦福)所創辦。斯坦

福大學曾於 2011年 9月獲《旅遊+消閒》雜誌評為國內環境

最優美的大學之一，並獲 MSN 列為全球其中一所最美麗的大

學。斯坦福培養了不少著名人士，並因學術聲譽而獲評為世

上最傑出的高等學府之一。

該校於 2014年 US News

最新美國大學綜合排名第 5名，2013年 QS世界大學排名世界

第 7名，2013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世界第 4 名。

自 1950 年代起，已經有 58名諾貝爾獎得主，現(曾)於該校學

習或工作。該校校友涵蓋 30名富豪企業家及 17名太空員，亦

為培養最多美國國會成員的院校之一。斯坦福校友創辦了眾多

著名的公司機構，如：谷歌、雅虎、惠普、耐克、昇陽電腦等，這些企業的資金合計同等於全球

第十大經濟體系。 

 

校園巡禮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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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CB) 是美國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位

於舊金山東灣柏克萊市的山丘上，為世界上最傑出及最享負盛名的高等公立學府，與斯坦福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等一同被譽為美國工程科技界的學術領袖，其常

年位居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行前十名，也是美國最佳公立大學

第一名。加大柏克萊分校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中的旗艦大學，為

最古老的一所，它也是美國大學協會的創始會員之一。加大柏

克萊分校研究水平非常

堅厚，根據美國國家科

學研究委員會的調查，

該校擁有全美最多十大傑出研究課程，加大柏克萊分校曾

有 72位教職員或學生為諾貝爾獎得主、9位沃爾夫獎、7

位菲爾茲獎、15位圖靈獎、45位麥克阿瑟獎、20位奧斯

卡金像獎及 11位普立茲獎得主。此外，柏克萊是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美麗海灣地區(Bay Area)的一座城市，在美國著

名城市舊金山(San Francisco)旁邊，因為擁有全美最著名的大學之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而聞

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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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Los Angeles，縮寫為 LA 又譯: 羅省) 是一座位於美國西岸加州南部的城市，按照人口

數排名，洛杉磯是加州的第一大城(擁有超過 400萬人口，總面積 10,567 平方公里)，也是美國的

第二大城，僅次於紐約市。洛杉磯是全世界的文化、科學、技術、

國際貿易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還擁有世界知名的各種專業與文

化領域的機構。該市及緊鄰的區域，在大眾娛樂-諸如電影、電

視、音樂方面，構成了洛杉磯的國際聲譽和全球地位的基礎。洛

杉磯位於地中海型氣候帶，氣候溫和，大體上終年乾燥少雨，只

是在冬季降雨稍多。全年陽光明媚，基本上極少會在冰點以下，

因此降雪的機率，除了部份高山，可說是非常的低。洛杉磯市著

名景點包括有唐人街(位於洛杉磯市中心)、小東京、迪士尼音樂

廳、中國戲院、好萊塢地標、好萊塢大道、好萊塢露天劇場、

Nokia 劇院、洛杉磯天文臺、蓋帝藝術中心、洛杉磯紀念體育館、

洛杉磯縣藝術博物館、洛杉磯市政廳、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等。比弗利山是洛杉磯高級

住宅區最密集的地區，由於地近好

萊塢，因此有許多電影明星居住於此，區內風景環境優良，但房價

昂貴。洛杉磯現已成為美國石油化工、海洋、航天工業和電子業的

最大基地，它是美國科技的主要中心之一，擁有科學家和工程技術

人員的數量位居全美第一，享有“科技之城”的稱號。近年來，洛

杉磯的金融業和商業也迅速發展，數百家銀行在洛杉磯設有辦事處，

包括許多著名的國際大財團，使得洛杉磯已成為美國境內僅次於紐

約的金融中心。洛杉磯也是美國西岸的貿易、運輸、物流、倉儲產

業的重心，更是美國與亞洲的進出口貿易中心。位於聖佩卓(San 

Pedro)的洛杉磯港與副港長堤港位於市區南面，是全美國最大的海港

所在地，一共大約處理了美國西海岸 70%的總貨櫃量。 

 
舊金山(San Francisco, 又譯: 三藩市) 位於北加州，舊金山半島北端，東臨舊金山灣，西臨太平

洋，南邊與聖馬刁縣為鄰，人口統計約 83.7 萬人，為加州

的第四大城。地域構成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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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當地住有很多藝術家、作家和演员，

在 20 世紀及 21世紀初一直是美國嘻皮文化和近代自由主

義的中心之一。該市與聖荷西等城市一樣，同樣以其眾多

的互聯網公司而聞名，同時也成為了廣大同性戀者的聚居

城市風貌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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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旅遊業是舊金山經濟的骨幹，也常被描述在歌曲、電影與流行

文化中，使得舊金山這個城市和它的地標得以舉世聞名。舊金山每

年吸引了全美國第五多的旅客，市政府更聲稱北岸的 39 號碼頭，每

年吸引了全美第三多的旅客，到此一遊。2012 年時，共有超過 1650

萬旅客來訪，注入超過 84 億美元到舊金山的經濟。在擁有大型旅館、

良好餐飲服務，和世界等級馬斯科尼展覽館的優勢下，舊金山是北

美前十大舉行展覽會和大會最受歡迎的地點之一。舊金山是典型的

涼夏型地中海式氣候，因長期受海風影響，舊金山夏天的日高溫，

通常只有攝氏 20 度左右，一年大約只有一個星期會因強勁陸風影響，

而超過攝氏 30度。9 月為一年當中最暖和的月份，同時因太平洋水

溫長年在攝氏 10至 15度間，夏天半夜也可能下降到 10 度以下。舊金山因臨近海邊和金門海峽，

夜間和早上多霧，但夏季降雨極少，雨季為一月到四月間，冬天雖冷，但鮮有降雪。 

 

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建於1854年，由當時在美國西部的摩門教徒建成，是美國內華達州最大

的城市。“拉斯維加斯”的名稱是西班牙人起的，意思是“肥沃的山谷”，因為拉斯維加斯是周

圍荒涼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帶唯一有泉水的綠洲，由於有泉水，

逐漸成為來往公路的驛站和鐵路的中轉站。拉斯維加斯的主

要經濟支柱是博彩業，由於賭場是個淘金碗，美國各地的大

亨紛紛向拉斯維加斯投資

興建賭場。博彩業帶動了

旅遊業、娛樂業的發展。

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主要集

中在兩個區域，拉斯維加斯舊城（Las Vegas Downtown）是該

市初期的發展原點，雖然曾經一度沒落，但近年來仍試圖透過

許多街廓再造工作吸引觀光人潮回流。至於拉斯維加斯大道

（Las Vegas Strip）則是最新開幕的賭場與飯店匯聚之處，

堪稱是賭城的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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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 又譯: 聖芭巴巴拉) 位於南加州聖塔巴巴拉縣海濱，離洛杉磯約兩

小時車程，人口約有八萬六千人，因其地中海型氣候，聖

塔巴巴拉譽有「美國里維耶拉」之稱，為知名的觀光渡假

城市，美國前總統雷根晚年曾定居於此。城中保留著許多

西班牙殖民時代風格的建築，只要到了例假日，從洛杉磯

慕名而來的遊客，蜂擁前往該市欣賞美麗海景和優美歷史

建築。聖塔巴巴拉市區內有著名的聖塔巴巴拉修道院

(Mission Santa Barbara)、史登碼頭(Stearns Wharf)，美麗的沙

灘，古色古香的西班牙風格建築群，以及特色工藝商店街。

此外，聖塔巴巴拉市附近的聖塔巴巴拉縣酒鄉、丹麥村

(Solvang)和聖塔耶茲谷(Santa Ynez Valley)，黃金海岸優美的

風光，北歐與西班牙式的建築特色，亦成為著名的觀光旅遊

景點。聖塔巴巴拉另一項著名景點，為其區內的加州大學聖

塔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

該校為一所美國頂尖科學研究、學術聲望非常高的研究性公

立大學，被譽為「公立常春藤」之一。自 1998 年以來，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的教授們，在化

學，物理學，經濟學等領域已榮膺 5個諾貝爾獎，以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菲爾茨獎，如今該

校已經是全美重要的學術發展重地之一。 

 
大峽谷國家公園(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是美國西南部

的國家公園，在1979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以深達1500公尺，

由科羅拉多河耗時萬年所切割出來的科羅拉多大峽谷景觀，聞名

於世。大峽谷國家公園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西北角。整個大峽

谷走向為東西向，總長有349公里，寬度從最窄的6公里到25公里，

整個國家公園的總面積為1,217,403畝，在地形上是高原地形，

該地的高原稱為

凱巴布高原

（Kaibab）。大

峽谷國家公園是全美最受歡迎的國家公園之一，

1903年美國羅斯福總統造訪大峽谷時曾說：「每

一個人一生中都應來目睹此地的壯觀風景」。據

統計，大峽谷國家公園每年約有400萬的參觀人次，

造訪這個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一。大峽谷大致上

可分為三區：南緣（South Rim）、北緣（North Rim）和谷底（Inner Gorge）。南緣海拔2100公尺，

全年開放，是最多遊客到訪的地方。北緣海拔2500公尺，每年的五月中到十月中開放，溫度也較

南緣低一些。谷底海拔只有700公尺，夏季溫度高達攝氏50度，且日夜溫差極大。 

景點參訪 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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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主題樂園(Disneyland)，舉世聞名、老少咸宜的加州迪士尼樂園，位於美國加州安納罕市，

占地約85英畝(34公頃)，是由華特迪士尼公司所創立與營運的一系列主題樂園與度假區中的第一

座，於1955年開放營運。1990年代，該園區內另外擴建了一座迪士尼加州冒險樂園(California 

Adventure)，占地約55英畝(22公頃)，於2001年二月正式加上營運。

而原本的迪士尼樂園，加上新設立的加州冒險樂園，與周圍一系

列相關設施(包括幾座配合樂園而設置的觀光旅館），共同組成迪

士尼度假區，近年來，每年吸引超過一千五百萬以上的遊客入園

參觀。迪士尼樂園共由8個不同主題的「世界」（Lands）組成，包

括美國主街(Main Street, 

U.S.A.)、探險世界

(Adventureland)、紐奧爾良廣

場(New Orleans Square)、邊

域世界(Frontierland)、幻想世

界(Fantasyland)、明日世界

(Tomorrowland)、動物天地(Critter Country)、米奇卡通城

(Mickey's Toontown)等。園區內有360度4D立體電影、白雪公

主城堡、小小世界、恐佈鬼屋、非洲蠻荒探險、加勒比海海盜船、以及繽紛熱鬧的主題樂園遊行、

五彩絢麗的高空煙火，刺激萬分的雲霄飛車、太空山，和最熱門的法櫃奇兵Indiana Jones探險之旅，

節目內容豐富精采，新奇有趣，不勝枚舉。 

 
好萊塢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 Hollywood) 是世界最大的電影製片廠，佔地達420英畝，位於美

國加州洛杉磯縣的環球市(Universal City)，是唯一一個集電影、電視拍攝片場為一體的主題樂園，

被譽為「洛杉磯娛樂之都」（The Entertainment Capital of LA），它亦是歷史悠久、著名且目前仍在

使用的好萊塢電影製片廠之一。在環球影城內，遊客們

除了可以體驗驚心動魄的

主題樂園娛樂設施，以及

真實的電影拍攝場景外，

更可以親睹神奇的大白鯊、

大地震、暴雨洪流、恐怖

大師希區考克驚魂記等驚

險鏡頭的拍攝。亦可乘坐

有中英文解說的遊園車(Studio Tour)，來趟影城之旅，回到原始時代，

親身體驗世界首創著名大金剛 vs.史前恐龍的360度4D全螢幕動態效

果電影。除此之外，還可以欣賞「水世界」(Water World)驚險爆破

的真人水上追逐戰表演和刺激好玩的侏羅紀公園，以及乘坐最新、

最受歡迎的4D變型金剛(Transformers)，或者挑戰世界上最恐怖的室

內雲霄飛車-神鬼傳奇，以及在“辛普森一家™”動畫世界中，乘坐

全新的虛擬雲霄飛車，領略急速和失重的驚險刺激。此外，環球城

市大道(Universal City Walk)更是匯集了洛杉磯眾多名牌商店、餐廳和影院，是集娛樂、餐飲、購

物為一體的大型娛樂場所，正可謂是好萊塢的縮影，絕對值得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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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reserved for you! 

出發‧擲一場不悔的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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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機場     洛杉磯國際機場(LAX)         UCLA 

早餐/     午餐/     晚餐/機上餐食 

     UCLA 學生宿舍 

【飛抵 洛杉磯】由原居地搭乘國際豪華客機，經國際換日線，於同天抵達

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LAX)，出關後隨即搭乘專車，前往 UCLA 學生宿舍

Check-in。 

 

 

 

UCLA    超市和商場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開業式、校園巡禮。 

【超市購物】下午赴超市和商場採購日常用品或零食。 

 

 

 

UCLA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主題課程 1。 

【超市購物】下午校園介紹。 

  

每日行程 Itinerary 

Day 1(7/15) Saturday 

Day 2(7/16) Sunday 

Day 3(7/17)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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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            蓋蒂藝術中心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主題課程 2。 

【Getty Center】下午驅車前往參觀由石油大亨保羅蓋蒂 (J. Paul Getty) 耗

資 13億美元，所興建成立的蓋蒂藝術中心(Getty Center)。該館於 2013 年

共吸引 1,728,815名遊客參觀。館內主要收藏有 20世紀前的歐洲繪畫、

素描、手稿、雕塑和裝飾藝術，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珍品更為難得。

梵高的《鳶尾花》即收藏於此。好萊塢中國戲院，以及奧斯卡頒獎場地-

Nokia戲院，深入瞭解美國電影製片工業和娛樂產業的豐富資源與規模 

 

 

UCLA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主題課程 3。 

【自由活動】下午自由活動，MBA 學生則驅車前往位於加州橙縣爾灣市的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商業/高科技育成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Business/Technology Incubator)參觀，透過實地參訪，瞭解美國商業和高科

技產業的架構與運作概貌。 

 

 

UCLA                   Hollywood / Santa Monica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 UCLA 主題課程 4。 

【Hollywood】下午參訪知名電影"阿甘正傳"、"鐵達尼號"、"2012"等

取景地點，充滿加州陽光的海濱度假聖地-聖塔摩尼卡(Santa Monica)參

訪,之後繼續驅車參訪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 

 

 

 

 

Day 4(7/18) Tuesday 

Day 5(7/19) Wednesday 

Day 6(7/20) Thursda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9%AB%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B6%E5%B0%BE%E8%8A%B1_(%E6%A2%B5%E8%B0%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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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主題課程 5。 

【UCLA】下午自由活動。 

 

 

CSULB     Universal Studio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自理    晚餐/自理 

     UCLA 學生宿舍 

【Universal Studio】早餐後，驅車前往世界最大的電影製片廠-環球影城，

親身體驗眾多精彩刺激的娛樂設施，並親眼目睹各項驚險鏡頭的拍攝場景

及過程。建議必玩的項目: 全新 4D變型金剛(Transformers)、遊園車

(Studio Tour)/ 4D 大金剛、辛普森一家™”虛擬雲霄飛車、史瑞克 3D 電影，

以及參觀「水世界」(Water World)表演。 

 

UCLA      Palm Springs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自理    晚餐/自理 

     UCLA 學生宿舍 

【Palm Springs Outlet】早餐後，驅車前往南加州著名的 Outlet 購物中心

(Palm Springs Premium Outlet)。該購物中心共有超過百家流行精品服飾店: 

如 A|X Armani Exchange、Burberry、COACH、Dolce & Gabbana、Kate Spade 

New York、Kenneth Cole、Salvatore  Ferragamo、Tory Burch、Vince等。 

 

CSULB       

UCLA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主題課程 6。 

【UCLA】下午自由活動。 

 

 

Day 7(7/21) Friday 

Day 8(7/22) Saturday 

Day 9(7/23) Sunday 

Day 10(7/24) Monday 

Day 11(7/25) Tuesday 



 

19 

 

 

UCLA           Long Beach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主題課程 7。 

【Long Beach】下午自由活動。 

 

UCLA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主題課程 8。課參加結業典禮，領取最有價值的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UCLA)結業證書，並與你(妳)的美國教授及同學，在美麗的

UCLA校園中合影留念。 

【UCLA】下午自由活動。 

 

 

 

UCLA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 UCLA 學生餐廳 晚餐/晚會 UCLA 學生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UCLA】上午創业創新競赛報告。 

【UCLA】晚上結業晚會。 

 

UCLA         Disneyland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UCLA 學生宿舍 

【Disneyland】早餐後，我們出發前往大人小孩都期待已久的加州迪士尼主

題樂園(Disneyland)。樂園內數十項的大型遊樂設備，

多家維多利亞式的建築，以及模擬童話世界中的城堡

和商店，都讓遊客彷彿置身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的時

光歲月中。樂園中同時還提供各式各樣的精彩表演、

慶典活動、美食佳餚和紀念品販售，尤其以迪士尼遊

行和壯麗珣爛煙火，更是不容錯過。 

 

Day 12(7/26) Wednesday 

Day 13(7/27) Thursday 

Day 14(7/28) Friday 

Day 15(7/29)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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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ULB        San Francisco 

早餐/UCLA 學生餐廳  午餐/自理    晚餐/ UCB 學生餐廳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Berkeley) 學生宿舍 

【San Francisco】早上驅車離開洛杉磯，沿著黃金

海岸抵達，譽有「美國里維耶拉」的聖塔巴巴拉

市(Santa Barbara)。該市為知名的觀光度假城市，

市中心仍保留許多古色古香西班牙殖民時代風格

的建築，大約中午時分抵達丹麥城用餐。午餐後，

繼續沿著太平洋海岸北上，大約傍晚時分抵達全

美十大浪漫城市第三名的北加州大城-舊金山。 

【UCB】入住與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同名列為美國最優學府，也是美國最佳公立大學第

一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an Francisco       UC-Berkeley 

早餐/ UCB 學生餐廳   午餐/自理(漁人碼頭 ) 晚餐/ UCB 學生餐廳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Berkeley) 學生宿舍 

【San Francisco】早餐後，驅車前往舊金山最著名

的双子峯(Twin Peaks)芸術宫(Palace of The Art)金

門大橋(Golden Gate)、倫巴底九曲花街(Lombard Street)

參訪，居高鳥瞰整個城市的人文與美景，體驗整個

港區的風情與媚力。中午時刻，我們到達聞名遐邇

的漁人碼頭(Fishman’s Wharf)用餐。 

午餐後，繼續漁人碼頭参观. 傍晚回 UCB學生餐廳用餐 

 

 

 San Francisco       San Jose / Stanford University 

早餐// UCB 學生餐廳           午餐/自理      晚餐/史丹福大學教授俱乐部 Stanford University 
Faculty Club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Berkeley) 學生宿舍 

【San Jose】上午驅車前往位於矽谷地區部份世界知名科技企業和銷售據點參訪。 

【Stanford University】午餐後，驅車前往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参加

主題課程 10。課後在聞名的史丹福大學教授俱乐部 Stanford University Faculty 

Club 用餐 

 

 

Day 16(7/30) Sunday 

Day 17(7/31) Monday 

Day 18(8/2) Tuesday Day 17(8/1) Tuesday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E7%BE%8E%E6%B4%B2%E6%AE%96%E6%B0%91%E5%9C%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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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Bakersfield     

早餐/ UCB 學生餐廳 午餐/ UCB 學生餐廳    晚餐/自理 

     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 Day’s Inn) 酒店或同級 

【Bakersfield】早餐後，参加主題課程 11. 於 UCB 學生餐廳午餐後，我們

將驅車前往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大約傍晚時分，抵達貝克斯菲爾德

(Bakersfield)。 

 

 

 

Bakersfield       Las Vegas        

早餐/貝克斯菲爾德(Bakersfield) 酒店 午餐/自理(In & Out 漢堡)  晚餐/自理 

     拉斯維加斯(Flamingo) 酒店或同級 

【Las Vegas】早餐後，驅車前往賭城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午餐時刻，

我們將品嘗大部份加州人或經常往返加州人士都知道並非常喜愛的 In & 

Out 漢堡，大約午後時分，抵達賭城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Las Vegas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大峽谷印地安風味餐)  晚餐/自理 

     拉斯維加斯(Flamingo) 酒店或同級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早上八點我們準時出發，前往被喻為一生

應該要去一次的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一：自費觀賞大峽谷國家公園(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遊覽，途中我們將順道參觀世界七大人工奇景、美國

最大的水壩，並被讚譽為沙漠之鑽(Diamond on the desert)的胡佛水壩

(Hoover Dam)。午餐後，我們將踏上建於大峽谷邊緣，懸空 1000 多米高，

由中國人構思、耗資 3000 萬美元、歷時 10 年所策劃興建完成的“天空之

橋”- 玻璃橋，它是當今世界上最高的建築。遊客可親身走到橋中央，俯瞰

1000 多米下的大峽谷及科羅拉多河美景，感受在雲端漫步、隨風飄搖的自

由感覺。午後，我們將驅車返回拉斯維加斯(Las Vegas)，學員可於拉斯維

加斯選擇自費觀賞拉斯維加斯大型巨星舞台秀，或者免費觀賞世界級

Bellagio 酒店的水舞秀和 Mirage 酒店的火山秀等自由活動。如果選擇留下

不去參觀大峽谷國家公園，可免费参觀各大賭場豪华大廳及各項展示。 

 

 

Day 19(8/3) Thuresday 

Day 20(8/4)  Friday 

Day 18(8/2)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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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Vegas       Los Angeles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中式海鮮餐廳佐加州美酒 

     機上 

【 Los Angeles】在經過 10多天，跨越加州、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三大州，

超過 2500 英哩大征戰，以及前一晚徹夜狂歡後，今早我們將讓所有學員來

個 Late Check-Out! 10 點半，我們準時整裝出發，驅車返回美麗洛杉磯

(Los Angeles)，途中我們將經過 Primm Fashion Outlets 購物中心，讓學員

做返國前最後一次購物。 

 

晚餐，我們將舉行一個離美前的告別晚宴，讓所有參加活動的學員互道珍

重，為這次為期三週的活動營留下一個最美好的結局，期待我們有緣再聚。

晚餐後，我們將直接驅車前往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LAX)，搭乘國際豪華

客機，經國際換日線，返回溫暖舒適的家。 

 

  

 

※ 每一次的出發，都是一個夢想的啟程；每一次的結束，卻是另個築夢的開始 ※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friendships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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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 課程 

Stanford 課程 
UC Berkeley 課程 

UCLA 商學院 Stanford 商學研究所 Stanford 商學研究所 

結業典禮 頒發結業證書 晚會 

UCLA 結業午宴 UCLA 餐廳 UCLA 學生宿舍 

 

活動剪影(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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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參訪 Google 參訪 LinkedIn 參訪 

企業參訪 企業參訪 企業參訪 

球場參訪   

大峽谷參訪 

 

 

校園參訪 

 

※ 溫馨小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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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活動營學生的準備： 

 

 由學員所在學校協助辦理個人護照，並至美國大使館/辦事處辦理B1簽證。 

 由學員所在學校協助，購買本國至洛杉磯之來回機票。 

 攜帶夏季衣服，泳衣，涼鞋，運動鞋，牙膏，牙刷及毛巾等個人用品。 

 攜帶部份美元現金(以支付自理餐飲部份之費用)。 

 攜帶筆記型電腦及網線（選項）。 

 到指定的地點匯合，到本國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嚴格遵守紀律，服從老師領導，不脫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