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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布莱斯拱门马蹄湾羚羊谷大峡谷 7 日经典游（BW 系列）-七日遊
Zion/Bryce/Arch/ Antelope Canyon /Horseshoe Bay/ Grand Canyon - 7days Tours
（此团可以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参团或离团，具体信息请咨询我们）
第一天：聖地亞哥 San Diego / 洛杉磯 Los Angeles / 賭城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迎着朝阳，乘坐我们的豪华大巴，开始精彩的行程。沿十五号公路北行，穿过圣伯纳丁诺森林，进入北美最大的莫哈维沙
漠。形单影孤的约书亚树一棵棵点缀在一望 无际的戈壁滩上，别有一番情趣。途中短暂停留休息后，于中午抵达世界赌城
—拉斯维加斯！您可自费享用丰盛的自助午餐，之后入住酒店。下午您不妨在酒店小憩，或者去赌场试试手气。晚餐后，您
更可以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赌城的迷人夜景（夜游需自费）。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赌城是 霓虹灯的海洋，五彩缤纷的光
影世界；五公里长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一晚的用电量可以供一个 50 万人口的城市用一年；这里的建筑更是融合了全世界的精
华，是当之 无愧人类工程学上的奇迹！也是最具美国特色的城市！
酒店：Circus Circus Hotel Las Vegas 或同级
第二天: 锡安国家公园 - 布莱斯国家公园
今天我们将体会到什麽叫百变美西。第一站来到锡安国家公园。锡安国家公园是一幅美景，一派山明水秀的静美。锡安在希
伯来语意为圣地、避难所，当初备受迫害的摩门教徒来到这裡开拓，命名此处也应有此意。之后去往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与其说是布莱斯是峡谷，更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竞技场，高耸入云的褐色石岩层层叠叠，像极了守护天地的石俑。印地
安人传说这些奇形怪状石俑是本来是一个神奇的部落。因为得罪了天神，被天神变成了石俑。阳光为石俑披上了烈焰的盔
甲，整个露天剧场显得庄严肃穆，无限壮丽，而石俑则默默的矗立，看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夜宿布莱斯。
酒店：Bryce View Lodge 或同级
第三天: 峡谷地国家公园 - 跃马崖州立公园
今天我们启程参观峡谷地国家公园。此地宛如岛屿悬浮于天空，景色极为壮观！峡谷地国家公园的地势地貌和附近的国家公
园不一样。想象一下，一片平坦的高地上，突然陷入地下形成千沟万壑，河流在这千沟万壑中穿行，又形成无数峡谷，非常
奇特。恋恋不舍的离开峡谷地国家公园，巴士将我们带往下一站 — 跃马崖州立公园。靠着栏杆屏息凝视，您会发现这里的
景色绝对不逊于任何国家公园！海拔约 6000 英尺高，离科罗拉多河谷底约有 2000 英尺的落差。站在狭长突出的高地，几乎
是 360 度视角，蜿蜒的峡谷，层层相叠的群山，真是高处不胜寒！这里是很多摄影师的最爱，层次分明，任谁都可以拍一张
大师级的照片。夜宿摩崖。

酒店：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或同级

第四天: 拱门国家公园 - 纪念碑谷 - 佩吉
拱门国家公园也必不会令朋友们失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然沙石拱门集中地，这所国家公园佔地约 309 平方公里，有超过
2000 座天然岩石拱门。平衡石，三公石，羊石…形色各异，透著深橙色的拱门在三亿年前曾是一片汪洋，后海水蒸发，岩
层挤压，地壳变动，形成了一个个拱石。如今目之所见的拱石以千奇百怪的姿态抵御了千万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傲立在这片
盐层上，有的欲说还休，有的怂如尖塔。时间还在打磨著新的拱门，而旧拱门则逐渐消逝，可谓万物不离自然天道。拱门国
家公园还是健行者的好去处，一路行走，一路惊歎。我们将有大半天的时间流连于此，发现一个个特别的拱形石头。下一
站，是有西部大片情节的朋友们有福了，我们会来到纪念碑谷。纪念碑谷频繁出现在电影镜头中，是美国原始大西部的象
徵，《阿甘正传》中的跨国长跑在这裡终结。纪念碑谷的壮观难以用言语描述，一尊尊巨大的雕塑矗立在红色的原野上。这
裡是苍凉与狂野乐章的共鸣，生命与灵魂昇华的圣地。空气中似乎弥漫有神灵的味道，您会情不自禁地感歎宇宙沧海桑田和
人类的渺小，可自费乘坐吉普车进入谷内游览。夜宿佩吉。
酒店： Best Western Page 或 Comfort Inn Page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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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马蹄湾–葛兰大坝–包伟湖-羚羊彩穴
早上前往美国地理杂志评选出的知名摄影点——马蹄湾！科罗拉多河床上密布的水草使得河水在阳光下呈现出荧光般的幽
绿，河流于此在红褐色的峡谷内急转 360 度，切割出一个马蹄状的峡谷，马蹄湾正是由此而得名。如果可以，请朋友们带上
广角，才能将这美景全套装下。停留著名水利工程—葛兰大坝。随后前往大峡谷的起源点 - 包伟湖。坐游轮观赏包伟湖
（自费）。在湖光荡漾中坐著游轮，沿著狭长的谷缝观赏包伟湖，惠风和畅，碧波如镜，红石如焰，此刻只愿偷得浮生半日
闲。之后我们参观最奇特的狭缝洞穴，世界十大摄影地点之一的羚羊彩穴（自费）！ 跟随纳瓦霍印第安向导进入彩穴。彩
穴岩壁融合了千百年来风和洪流的侵蚀，呈完美的波浪形，是大自然的抽像画。一直以来彩穴都是纳瓦霍印第安人静坐深思
的净地，他们相信这里可以聆听神的声音。夜宿旗杆镇。
酒店：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六天：大峡谷国家公园 - 拉斯维加斯
清晨我们驱车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迹之首—大峡谷，领略造物主的神奇。即使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时间在大峡谷刻下了长
情的告白。置身其中，蔚为壮观。锈红色的岩石，奔腾谷底的河流，形单影隻的枯树，山顶盘旋哑叫的乌鸦，都在诉说无言
的故事。以个人之渺小体验自然之大美，我们只能顺服于天地，更加敬畏自然。在这裡，每一位过客都是摄影家，每一张照
片都是风景画，每一个不争的瞬间、不忿的心情、不展的眉头都在这浩瀚广阔中烟消云散。矗立了千百万年，由于地壳运动
加上科罗拉多河日复一日的冲刷打磨，大峡谷拥有最大气磅礴的景观，目之所及，层层叠叠的铁鏽红诉说著活的历史；目之
不可及，深不可测的谷底给大峡谷披上了迷之色彩。可自费搭乘直升机、观光小飞机从空中俯瞰大峡谷。下午途径胡佛大
坝，夜宿拉斯维加斯。
酒店：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七天：拉斯维加斯-巧克力工厂/仙人掌庭院-名牌工厂直销中心-洛杉矶/聖地亞哥 San Diego
上午參觀位於拉斯維加斯的巧克力工廠和仙人掌庭院,您可以瞭解它的由來及製造過程,體驗一下那香濃甜美的滋味。 之後
離開拉斯維加斯前往洛杉磯,中途停留名牌工廠直銷購物中心,任您採購各種名牌商品,傍晚時分抵達洛杉磯, 我們的司機會
從洛杉磯接回聖地牙哥,並結束這次愉快的行程。
****** 免费送机限行程结束当天，请安排 21:30 以后的美国国内航班或 22:30 以后的国际航班离开洛杉矶 ********
出發日期：
费
用:

10/19/19-05/02/20 每隔週六 ; 05/16/20-10/10/20 每週六;
第 1、2 人
第3人
第4人
单房差
$718
$60
$498
+$240

必付费用：
費用包含：

BW 必付门票费用$150
巴士、酒店、導遊，商业车险

費用不含：

巴士司機和導遊小費$10/人/日（直接支付导游） , 聖地牙哥住返洛杉磯萬象接送小費( $5/程)、到家
接送( $10/程) 、餐費、門票及自費项目
7:40 AM 前需抵达: Howard Johnson Fullerton (222 W Houston Ave, Fullerton, CA 92832)

LA 上車點：

10/24/20-12/19/20 每隔週六
****此行程可以在圣地亚哥，洛杉矶，
旧金山参团离团，具体请咨询！****

赠送两大赌场酒店百元大礼包！！

BW 必付服务费$150

包含：锡安國家公園、布莱斯國家公園、拱门國家公園、纪念碑谷、大峡谷國
家公園、包伟湖、峽谷地國家公園、躍馬崖州立公園、馬蹄灣、燃油附加费

必付服务费

$10/人每天

包伟湖游船

成人$50，儿童(5-10 岁) $40 下羚羊门票 $65

表演 Show

$70 起

南峡谷直升机

$249/人 2 歲以上同價

斯维加斯夜游+摩天轮 $75

拉斯维加斯夜
游

$35/人占座同价

念碑山谷吉普車 - 90 分鐘 $50/人占座位同價

下羚羊自费门票成人：$65，7-12 岁儿童：$45，0-6 岁免费（包含$3 印第安
人向导服务费） 上羚羊自费门票成人：$75，0-11 儿童：$45（包含$3 印第安
人向导服务费） 羚羊 X 自费门票 成人：$57，0-11 儿童：$37
成人 $75, 小孩 4~12 歲 $60

**********為維護行程之順暢，本公司保有改變行程之權利。************
**如出發當天, 贈送的第三人沒有參團, 第一, 第二人必須在巴士上繳交第三人的全額團費(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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