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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黄石-大提顿-杰克森-盐湖城-拉斯维加斯-大峡谷 7 天游 （SG-YW7） 

Winter Yellowstone-Grand Teton-Jackson-Salt Lake-Las Vegas-Grand Canyon 7 days Tour 

景      点 行         程 
  

 
 

 
 

 
 

 

第 1 天：原居地-飞往-盐湖城 
 

乘客抵达犹他州首府盐湖城机场后，可乘坐酒店接驳车前往酒店入

住! 无导游接机服务！ 
 

住宿：Springhill Suites SLC Airprot 或同级 

 

第 2 天 : 盐湖城-杰克逊小镇-国家高角鹿保护区（马拉雪

橇）（全程约 500KM,车程约 5.5 小时） 
 

早上从酒店出发，沿途一片银白世界，绵延高耸的雪山，雪原上动物

足迹纵横交错，密密的白色松林跌拓起伏，安静祥和的小村错落有

致，还有冬日在酒馆欢聚的牛仔，无不让您感叹美国山地州的冬日依

旧迷人。途经犹他州、爱达荷州，于中午抵达牛仔的故乡—著名的怀

俄明州杰克森小镇，浓浓的西部牛仔风情扑面而来，可谁知道杰克森

却是富豪政要和好莱坞大明星荟萃的地方，也是世界闻名的度假胜

地，团员们可观赏市中心著名的鹿角公园。下午我们会乘坐马拉雪橇

或者马车（视雪的厚度）游览国家高角鹿保护区。每年冬天成千上万

只的高角鹿都会来此过冬，远处大提顿山脉巍峨耸立，茫茫林海雪原

上成千上万的高角鹿悠闲的觅食，这幅画卷如此生动而气势如虹！夜

宿杰克森。 
 

* 温馨提示：严寒地区，请备足御寒衣物/雪地靴；雪地的反射线很

强，请做好防晒及护眼工作。* 
 

住宿：Suites Jackson & 49'Er Inn 伊尔品质酒店或同级 
 

第 3 天: 杰克逊小镇-雪王山庄滑雪-大提顿国家公园-西黄石 

早上我们从酒店出发，前往世界闻名的滑雪胜地—国王山庄，此地是

很多奥林匹克选手训练的地方。在这里您可以租借到各个级别的滑雪

用具和服装，在中文教练（有经验者可自己滑）的教导下很快就能体

验到滑雪（自费）的乐趣，在洁白细滑的雪场滑行，徜徉在蓝天白雪

之间，心情也随之快意飞扬。缆车会将我们缓缓送上山顶，这里海拔

超过 10,000 呎，可以俯瞰整个杰克森山谷，层峦叠嶂的山谷与皑皑

白雪和湛蓝清透的天空已经融为一幅壮美的水墨写意画，美不胜收！

中午我们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它的主峰就是著名电影公司派拉蒙的

商标。大提顿公园高耸入云的山峰上覆盖着终年不化的冰河，冰清玉



 

   萬象旅遊聖地牙哥 
 Bravo Travel San Diego 

——————————————————————————————————————————————— 

BRAVO TRAVEL INTERNATIONAL INC | TEL: 858-573-6999 | FAX: 858-573-6988 | www.bravotravelsd.com 
Address: 7323 Convoy Court, Suite #106,  San Diego, CA 92111 

 

 

 

 
 

 

 
 

 
 

洁，荡涤着游人心灵，也刻画出大提顿山脉的轮廓，蔚为壮观。山脚

下的蛇河更宛如一条玉带绵延不止，河道低空还经常有一层薄薄的平

流雾，宛如梦幻般的人间奇境。夜宿西黄石。 

*温馨提示：严寒地区，请备足御寒衣物/雪地靴；雪地的反射线很

强，请做好防晒及护眼工作。* 

住宿：White Buffalo Hotel 西黄石白牛酒店或同级 
 

第 4 天：黄石国家公园（雪地巴士）-调色板-老忠实喷泉-

盐湖城 
 

今天搭乘我们精心为大家安排的雪地巴士进入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

黄石国家公园！冬天的黄石别具风情， 那些天然特殊景观，不但依然

热烈澎湃，且因为低温的关系，造就更强烈的视觉效果。在厚雪覆盖

的冬季，同时看到冰雪与热泉交融，河岸的植物不同于其他结霜的枯

枝，犹有绿意，令人忍不住地对「黄石」发出惊悚的赞叹！有些河段

由于有地热水的汇入不但不结冰，还冒着蒸汽，更使得两岸冰雕玉

琢，银装素裹，河面却是一片幽绿，安然流淌，宛如神话世界！在去

黄石公园旅游的沿途中可见成群的野牦牛等着游客为它们拍照，彷彿

进入野生动物园。乘坐雪地巴士进入黄石公园深处旅游，观赏世界最

著名的喷泉—老忠实泉！由于冬天的气温特别低，所以每次的喷发规

模比夏日更为壮观！小饼干喷泉盆地，调色板，麦迪森… 精彩会接踵

而来！冬天大多数的野生动物都会从严寒的山头下来，到温暖的温泉

区觅食，所以还能看见更多的野生动物。夜宿盐湖城。 
 

*温馨提示：黄石国家公园冬季如遇下雪天气或园内修路等原因导致部分景

点关闭，导游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游览内容，请游客理解和接受* 

住宿：Springhill Suites SLC Airprot 或同级 
 
 

第 5 天: 州政府大厦-圣殿广场-大盐湖-拉斯维加斯（全程约

600KM,车程约 6.5 小时） 
 

早上前往美国的“死海”大盐湖。大盐湖是史前大湖邦纳维尔湖的最

大残余部分，是西半球最大的咸水湖，大盐湖干燥的自然环境与著名

的死海相似，但湖水含盐量比海水大得多，是许多珍贵野禽天堂。随

后参观犹他州州政府大厦，这座艺术价值极高的建筑作品采用了新古

典主义建筑的风格，整座大楼外部由花岗岩建造，内部一色灰白天然

大理石，穹顶画有早起开拓者来此拓荒的壁画，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

的摩门教色彩，整栋建筑恢弘壮阔、精致华丽，是犹他州的显著地

标，也是美国最壮观的州府山庄。随后参观摩门教圣地—圣殿广场，

由摩门教姐妹带领，并娓娓道来摩门教的历史和教义。午后前往沙漠

明珠，有世界赌博娱乐之都美称的拉斯维加斯，夜宿拉斯维加斯。 

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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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拉斯维加斯-西大峡谷-胡佛大坝-拉斯维加斯（全程

约 500KM,往返车程约 5 小时） 

清晨我们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坝， 亦可远眺最大的人工湖-密德

湖。随后我们驱车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峡谷国家公园，领略洪

荒之力的创世奇迹，大约有三分之一地壳变动的历史被深深地纪录在

石壁上。其雄伟的地貌、浩瀚的气魄、慑人的神态、奇异的景色世无

其匹。它像一块神秘的调色板，变幻出奇异的五色斑斓。我们可以选

择观景直升机或飞机，在空中一览大峡谷的震撼！夜宿拉斯维加斯。 

参加此行程的团员必须购买西峡谷门票$105（含午餐） 

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 7 天: 拉斯维加斯-巴斯通奥特莱斯-洛杉矶/圣地亚哥 

（全程约 400KM/ 600KM,车程约 4/6 小时） 

我们最后一站会来到巧克力工厂及仙人掌庭院，在观看巧克力製作过

程的同时，一尝新鲜巧克力的甜美。各色各样的仙人掌提示著我们处

在乾旱的沙漠里享受著人力 物力堆砌出来的的奢华城市。 告别赌

城，我们会前往奥特莱斯，尽享购物的乐趣，奥特莱斯有各样一线品

牌，价格比国内低上一半，在这裡朋友们一定能买到心满意足的回程

礼物。傍晚时分抵达洛杉矶或由我们的司机将接您回到美丽的圣地亚

哥家园！ 结束我们难忘的美好假期！  注意: 请安排 9:30pm 以后的 

(美国国内航班) 或 10:30pm 以后的 (国际航班) 离开洛杉矶。 

  

出發日期： 2019：12/19-25，12/28-30 

2020：1/9，1/16，1/21-27，1/30，2/6，2/13，2/20，2/27，3/5，3/12 

费    用: 兩人一房每人$958 ,  同房第三人$628,  同房第四個人$628;   單人房: +$300 

費用包含： 巴士、酒店、導遊 

費用不含： 巴士司機和導遊小費 ($10/人/日),洛杉磯返回聖地牙哥接送小費( $5/程)， 

餐費、門票及自費项目！ 

必付項目： $125包含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国家驯鹿保护区雪橇、雪地巴士、燃油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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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項目： 

 

 

 

 自费项目 描述 

YW5/YW7 必付($125) 
包含黄石公园，大提顿，国家驯鹿保护区雪

橇，雪地巴士，燃油附加费 

必付服务費 $10/人/天 付服务費 

拉斯维加斯夜游 $35 占座位同价 

拉斯维加斯夜游+摩天轮  成人 $75 小孩 $60 (小孩 4~12 歲) 

太陽劇團-愛- Beatles Love $133 需 5歲以上 

西峡谷小飞机 $159 2歲以上同价 

西峡谷直升机 $183 2岁以上同价 

玻璃橋門票 $25 2歲以上同價 

西峡谷直升机+游船 $230 2岁以上同价 

雪胎套餐$110 小火車+纜車+滑雪胎+雪鞋漫步+山頂觀光 

滑雪套餐$160 

滑雪（含滑雪服、滑雪工具，客人僅需自備手

套、滑雪鏡）+小火車+纜車+滑雪胎+雪鞋漫步

+山頂觀光 

西峡谷门票+车费+简餐 $105 2岁以上同价 

太陽劇團-卡秀 - KA $126 需 5歲以上 

太陽劇團奇幻魔術-MindFreak $110 需 5歲以上 

成人秀（18禁） - Fantasy $70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火辣奇幻秀- Zumanity $98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歐秀 - O $237 需 5歲以上 

大衛魔術秀 David Copperfield $160 需 5歲以上 

藍人- Blue Man $133 均可觀看 

※自費行程價格僅作參考，費用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溫馨提示： 1.嚴寒地區,請備足禦寒衣物/雪地靴; 雪地的反射線很強，請做好防曬及護眼工作。 

2.黃石國家公園冬季如遇下雪天氣或園內修路等原因導致部分景點關閉,導遊將根據實際情況調整遊

覽內容，請遊客理解和接受 ！ 
 

取消罰款： *酒店的入住时间都是 15:00 以后，房间皆为「非吸烟」房，在房间内吸烟会被罚款$250 以上； 

*每个房间最多安排两张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请自行向酒店前台查询，加床费用自理； 

*服务费标准（必须支付）：每人每天 10美元，接机每人每次 4美元； 

*若出发前 8-14天内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50%，出发前 4-7天内罚款团费的 75%，出发前 3天

内将不予退费； 

 
 
 

**********為維護行程之順暢，本公司保有改變行程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