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美西
東南雙峽-羚羊彩穴-馬蹄灣-包偉湖四日遊
DATES
日期

5 月 30 日起每周日

SINGLE OR
DOUBLE
单人或双人
FROM LA
洛杉矶出发
$498/PPL

THRID
第三人同房

FOURTH
第四人同房

FROM LA
洛杉矶出发
$358/PPL

FROM LA
洛杉矶出发
$338/PPL

FROM SD
圣地亚哥出发
$638/PPL

FROM SD
圣地亚哥出发
$408/PPL

FROM SD
圣地亚哥出发
$408/PPL

SINGLE ROOM
EXTRA CHARGE
单人间另加

$150/ROOM

必付費：$70/人，包含大峡谷国家公园、马蹄湾、包围湖门票&燃油附加费
自費項目：
拉斯维加斯夜游：$35

大卫魔术秀：$125

拉斯维加斯夜游直升机：$114

南峡谷直升机：$249

包伟湖游船：$55

羚羊彩穴：$65

服务费：$12/人/天
集合
洛杉磯出發時間參看代理商手冊第 27 頁
舊金山出發時間參看第 52 頁 No.1 – 10 號點
拉斯維加斯出發時間
（AG4）如果客人自行前往拉斯維加斯集合，下午 3:30 在 Park MGM 大酒店 Bell Desk 前
（AG2）AG4 行程第二天早上 6:45 在 Park MGM 大酒店 Bell Desk 前
離團時間及地點
洛杉磯離團：請訂 9:30PM 後國內航班或 10:30 PM 後國際航班離開洛杉磯
舊金山離團：請訂 10:00PM 後航班離開舊金山
拉斯維加斯離團：
（AG2）下午 5 點返回拉斯維加斯自行離團
（AG4）行程第四天早上安排巧克力工廠、仙人掌花園，訂 2:00PM 後航班離開拉斯維加斯 LAS，無送機

第一天：旧金山（或）洛杉矶-拉斯维加斯
迎着朝阳，乘坐我们的豪华大巴，开始精彩的行程。当天可选择从旧金山或从洛杉矶出发。穿越加州和内
华达州的边境线后，抵达世界赌城—拉斯维加斯！
酒店：Park MGM 或同级
第二天：南大峡谷-东大峡谷-马蹄湾-佩吉
清晨我们驱车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领略造物主的神奇。（可自费乘坐直升机观赏大
峡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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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单影只的枯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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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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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前往马蹄湾 – 国家
地理杂志评选出的美国十大最佳摄影地点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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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峭壁边，沉醉于碧水蓝天红岩钩织出的动人心魄的美。夜宿佩吉。
酒店：最佳西方大酒店
第三天：羚羊彩穴-包伟湖-拉斯维加斯
早上前往全世界最奇特的狭缝洞穴，世界十大摄影地点之一的下羚羊彩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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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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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拉斯维加斯。
酒店：Park MGM 或同级
第四天：拉斯维加斯-旧金山
第四天：拉斯维加斯-巧克力工厂&仙人掌公园-七彩巨石阵-洛杉矶
迎着朝阳出发，带着这几天来的美好心情，踏上返程的道路。当天可以选择从拉斯维加斯回到洛杉矶或者
旧金山。结束我们愉快的东南双峡-羚羊彩穴行程。
Day 1 Choose your departure location
1. San Francisco – Las Vegas
2. Los Angeles – Las Vegas
Hotel: Park MGM or similar
Day 2 South Rim Grand Canyon – East Rim Grand Canyon – Horseshoe Bend – Page

We begin the day by traveling to both the South Rim and the East Rim of the Grand Canyon (You
may take a helicopter tour across Grand Canyon on your own expense). The view is just
breathtaking and inspiring. Drive to Horseshoe Bend next - one of the top ten sites in America for
photography by National Geographic! Standing by the edge, the view that comprises glowing
green water, blue sky, and reddish rock is spectacular. Stay overnight in Page.
Hotel: Best Western Page AZ
Day 3 Antelope Canyon – Lake Powell - Las Vegas
Antelope Canyon (own expense) is one of the top ten sites in the world for photography! It
consists upper and lower canyons; the upper canyon is the Navajo word for "water through the
rocks" and lower canyon means "arch-shaped spiral rock." In here, visitors are always amazed by
this wavy canyon rock formation, Mother Nature’s Masterpiece. Enjoy a scenic ride on the
Colorado Plateau towards Lake Powell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take a boat tour (own expense)
on America's second largest man-made lake - Lake Powell, surrounded by 96 side canyons! Stay
overnight in Las Vegas.
Hotel: Park MGM or similar
Day 4 Choose your returning location
1. Las Vegas - San Francisco
2. Las Vegas – Chocolate Factory – Seven Magic Mountains – Outlets – Los Ange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