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公園 四/五/六/七日遊
YSB

羚羊峽谷-紅石峽谷-大提頓公園

Yellowstone 4 / 5 /6/ 7 Days Tour

買二送一, BUY 2 GET 1 FREE
行程特色/ HIGHLIGHTS：

• 暢遊全美最大的黃石公園,羚羊峽谷,紅石峽谷
大提頓公園,傑克森,鹽湖城,西峽谷或南峽谷
及拉斯維加斯。
• 住宿黃石公園，鹽湖城市區酒店及拉斯維加斯
大道豪華賭場酒店，豪華巴士及中英文導遊。
• 四/六天團於行程的第二天飛往鹽湖城參團，
第五天搭機飛回原居地(四天團)。
• 五天巴士及飛機團團友于行程的第五天搭機
飛回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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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拉斯維加斯-聖喬治
LOS ANGELES - LAS VEGAS
ST.GEORGE

早上離開了洛城之後，進入北美最大的
沙漠—莫哈維沙漠。經由內華達州的拉
斯維加斯，進入印第安人最多的亞利桑
那州，穿越氣勢萬千的處女峽谷，之後
進入猶他州聖喬治。
酒店: Quality Inn or similar.
※拉斯維加斯參團者於下午2:00前在
Bally’s 賭場酒店團體大廳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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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峽谷-紅石峽谷 鹽湖城
ANTELOPE CANYON - RED
ROCK - SALT LAKE CITY

上午驅車前往前往羚羊峽谷，您可自費參
加羚羊峽谷,全世界最奇特的狹縫洞穴，
世界十大攝影地點之一！羚羊彩穴的魅力
在於，斑駁的紅砂岩經過自然束光折射幻
化出艷麗的色彩，如夢幻的絲綢，層層疊
疊，又如絢麗的夢境，由當地印第安原住
民嚮導帶領您一探峽谷之美。接著我們來
到了坐落在美國迪克西國家森林保護區的
紅石峽谷，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深深吸引著
全球的遊客，特殊的硃紅色岩石形態和獨
特的黃松木使紅石峽谷的景色格外優美。
夜宿猶他州第一大城—鹽湖城。
酒店: Red Lion Hotel or similar.
※四/六天團團友於今天傍晚在鹽湖城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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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湖城-黃石公園
SALT LAKE CITY YELLOWSTONE

清晨出發，沿著較海水鹽分高出七倍的
大鹽湖北行，一路上遼闊的草原，馳騁
的牛羊。進入全美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
公園。大自然的餽贈在這裡展現的淋漓盡
致，坐落在最大的世界活火山口上，黃石
擁有超過8000個地熱現象，加上獨特的生
物生態環境，夜宿黃石公園。
酒店: 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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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公園 - 大提頓公園 傑克遜 - 奧登市
YELLOWSTONE-GRAND TETON
JACKSON HOLE - OGDEN

清晨遊覽黃石公園，著名的老忠實噴泉，浪
漫迷人的黃石湖，雄偉秀麗的黃石峽谷，萬
馬奔騰的黃石瀑布，神秘靜謐的森林，五彩
繽紛的溫泉，屹立湖山之間的釣魚橋，發出
隆隆巨聲的火山口等美景分佈在這塊約台灣
四分之一大的古老火山高原，如茵的草原，
野牛，馴鹿覓食其上，其他如黑熊，棕熊，
扁角鹿和各種稀有水鳥亦以此為家。之後前
往大提頓公園。高聳入雲的山嶺覆蓋著千年
的冰河，山連山，峰連峰。接著來到了充滿
西部風味的著名的牛仔州—懷俄明州。傍晚
抵達奧登市。
酒店: Ramada Inn Ogden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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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登市-鹽湖城-拉斯維加斯
OGDEN-SALT LAKE-LAS VEGAS

早餐後參觀飛機博物館，之後前往猶他
州首府-鹽湖城，抵達後參觀摩門教大教
堂，猶他州政府大廈觀光及市區觀光。傍
晚時分到達沙漠明珠號稱擁有最美的夜景
和最精采的表演-拉斯維加斯，夜宿拉斯
維加斯。
酒店: Park MGM Hotel Casino or similar.
※四/五天團團友觀光後搭機回原居地，
導遊會安排搭乘單軌電車或是UBER到機場

※ 請安排1:00p.m.後航班離開鹽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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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南峽谷或西峽谷
(玻璃橋) -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GRAND CANYON
(SOUTH RIM) OR WEST CANYON
(SKYWALK) - LAS VEGAS

(A)南峽谷行程:早上驅車前往世界七大奇
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公園，其極壯觀與艷
麗，由各個不同的角度來欣賞陽光與峽谷
岩壁折射的奇景，峽谷深不可測，令您
不得不讚嘆大自然的偉大。傍晚返回內華
達州－拉斯維加斯。(必付的費用南峽谷:
$100/人)
(B)西峽谷行程: 早上驅車前往西峽谷-玻璃
橋(Skywalk),耗資三千萬美金,距下方科羅
拉多河4000英呎,在橋上,你可以欣賞到360
度的大峽谷景觀,或乘坐直昇機鳥瞰壯麗的
峽谷,及谷底乘坐遊艇遊科羅拉多河。傍晚
時分返回拉斯維加斯。(必付的費用西峽谷
$105/人)
(C)拉斯維加斯自由活動:今天自由活動，
你們可以在這五光十色的拉斯維加斯盡情
地在不同的賭場試一下您的手氣，或您可
漫步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參觀，也可自行
前往各大名牌商場，享受購物的樂趣。
(必付的費用$50/人，自由行)。
※六天巴士團團友在拉斯維加斯結束(不含酒店)

酒店: Park MGM Hotel Casino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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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工廠 - 沙漠仙人掌
直銷名牌店 - 洛杉磯
CHOCOLATE FACTORY - DESERT
CACTUS GARDEN - FACTORY
OUTLET - LOS ANGELES

上午離開拉斯維加斯，參觀巧克力工廠及
沙漠仙人掌公園。回洛杉磯途經Lenwood
大型工廠直營購物中心，任您採購世界名
牌商品，價廉物美。傍晚時分返抵洛杉
磯，結束愉快而充實的黃石公園假期。

YSB 黄石公園

羚羊峽谷-紅石峽谷-大提頓公園 飛機+巴士系列
黃石公園巴士+飛機五日遊

YSB5

黃石公園飛機四日遊

YSB4

YELLOWSTONE AIR TOUR 4 DAYS TOUR

YELLOWSTONE AIR TOUR 5 DAYS TOUR

出發日期：週三 (6/17-8/19), 週六 (4/25-9/26)
不含接機，含SLC送機

出發日期：週四 (6/17-8/20), 週日 (4/26-9/27)
不含接機，含SLC送機
雙人房

免費者 (附加費)

第四人/ 小孩

單人房

雙人房

免費者 (附加費)

第四人/ 小孩

單人房

$490

$40

$280

$200

$598

$50

$358

$250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鹽湖城
鹽湖城, 黃石公園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奧登市, 鹽湖城

黃石公園飛機+巴士六日遊

YSB6

YELLOWSTONE AIR +BUS TOUR 6 DAYS TOUR

雙人房

免費者 (附加費)

第四人/ 小孩

單人房

$628

$60

$410

$300

鹽湖城
鹽湖城, 黃石公園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YSB13

黃石公園-舊金山+兩大精選十三日
YELLOWSTONE - LAS VEGAS - SAN FRANCISCO + 2 SPLENDID
TOURS 13 DAYS

出發日期: 週一, 二, 三, 四, 五, 日 (4/21-9/27)
含接送機
雙人房

免費者 (附加費)

第四人/ 小孩

單人房

$1258

$130

$678

$580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或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第三天: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第四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五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六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七天: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第九天: 洛杉磯,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第十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第十ㄧ天: 蒙特利17哩灣, 奧特萊斯, 洛杉磯
第十二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十三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送機

黃石公園巴士七日遊

YSB7

出發日期：週四 (6/18-8/20), 週日 (4/26-9/27)
不含接機，含LAX送機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洛杉磯或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鹽湖城, 黃石公園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奧登市, 鹽湖城

YELLOWSTONE BUS TOUR 7 DAYS TOUR

出發日期：週三 (6/17-8/19), 週六 (4/25-9/26)
不含接機，含LAX送機
雙人房

免費者 (附加費)

第四人/ 小孩

單人房

$698

$70

$488

$350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洛杉磯或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鹽湖城, 黃石公園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必付的項目:
※ 4/5天團: 大鹽湖, 黃石公園, 大提頓, 飛機館及燃油附加
費$100人。
※ 6天團以上: 大鹽湖,黃石公園,大提頓,飛機館,酒店度假村費
及燃油附加費費$150人
※ 優勝美地門票, 舊金山深度遊, 17哩灣及燃油附加費
$75/人。
※ A. 南峽谷入場費$100/人 或 B. 西峽谷入場費及午餐$105/人
或 C. 拉斯維加斯自由行$50/人(當天進出之行程)

費用不包括:
※ 拉斯維加斯夜遊$35,羚羊峽谷$65起,機票。
※ 服務費, 每人每天$10。

您可自由選擇參加 精選項目：
(A)迪士尼樂園$145起(B)環球影城$115起 (C)聖地牙哥海洋世$85
(D)聖地牙哥市區遊$105. (E)太平洋沿海火車、聖塔芭芭拉
$70. (F)棕櫚泉纜車工廠直銷名店$70.(G)洛杉磯市區觀光$70.
**訂團時請先確認自選活動，以方便安排行程規劃，入團後
恕不更改。
**任何團不含國內機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