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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西峡谷(住谷内)-羚羊谷 4 日游(KB4) 

 

第一天：聖地亞哥/ 洛杉磯/ 賭城拉斯維加斯/西大峡谷（入住西峽谷小木屋） 

迎著朝陽,乘坐我們的豪華大巴,開始精彩的行程。 沿十五號公路北行,穿過聖伯納丁諾森林,進入北美最大的莫哈威沙漠。 形

單影孤的約書亞樹一棵棵點綴在一望 無際的戈壁灘上,別有一番情趣。 途中短暫停留休息後,于中午抵達世界賭城—拉斯維加

斯!您可自費享用豐盛的自助午餐, 午餐後前往大峽谷西緣，落日的金光灑在峽谷戈壁上，伴著晚霞，呈現出另一個峽谷美

景。晚上入住 Hualapai Ranch 小木屋，感受特色印第安風情（含烤肉美食晚餐及次日熱早餐）。西大峽谷小木屋：遠離峽谷

僅一千英尺，晚上可享用烤肉美食（BBQ Ribs），欣賞牛仔為您表演彈奏鄉村音樂。晚餐後來到室外的篝火邊，抬頭仰望星

空，繁星點點。離開了市區的喧囂和光污染，享受久違的寧靜，更有機會一賞壯觀的銀河。在皎潔的月光映襯下，於篝火邊

吃烤棉花糖，聽牛仔講述印第安部落的故事。                       住宿：Grand Canyon West Hualapai Cabins 或同级 

（必付费用$108含西峡谷门票+1晚餐+1早餐）                                         

第二天：西大峽谷 - 胡佛大壩 - 拉斯維加斯 

清晨漫步，欣賞日出的壯美！酒店享用過早餐後，可以自費搭乘坐直升機到谷底，乘坐遊艇飽覽科羅拉多河兩岸

的壯麗風光，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隨後遊覽壯麗的老鷹岩，參觀蝙蝠觀景點，體驗大峽谷玻璃橋。依依惜別熱

情的牛仔後，前往北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壩，並眺望北美最大的人工湖 - 密德湖下午抵達世界賭城 - ！拉斯維加

斯下午您不妨在酒店小憩，或者去賭場試試手氣晚餐後，您更可以和我們一起欣賞一下賭城的迷人夜景（夜遊需

自費）。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的賭城是霓虹燈的海洋，五彩繽紛的光影世界;五公里長的拉斯維加斯大道一晚的

用電量可以供一個 50萬人口的城市用一年;這裡的建築更是融合了全世界的精華，是當之無愧人類工程學上的奇

蹟！也是最具美國特色的城市！。                          住宿：Circus Circus Hotel Las Vegas 或同级 

第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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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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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每周日周一发团 （入住同一房，买二送一，第四人优惠）12/23/18 首发团冬季促销价 

费       用:         * $140/房/晚：1/8 第 1、2 人 第 3 人 第 4 人 单房差 

        * $100/房/晚：12/30 $258 $0 $178 +$80 

        * $200/房/晚：12/31 
 

  * 以上 1/8,12/30,12/31 出团入住拉斯维加斯酒店，每房需加收费用 
 

費用包含： 巴士、酒店、導遊 **随团赠送价值 100 美金的超级大礼包（限住马戏马戏酒店每房一份），包括赌

金、折扣券、马戏表演、室内主题公园热门娱乐项目！ 

費用不含： 巴士司機和導遊小費 ($9/人/日,1/1/2019 起 $10/人/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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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上車點： 7:40 AM 前需抵达: Howard Johnson Fullerton (222 W Houston Ave, Fullerton, CA 92832) 

 

 

  自费项目 
 

 

西南雙峽小飛機 $364 小孩 2~11 歲 

西峡谷小飞机 $129 2 歲以上同价 

大峡谷(西峡)+车費+简餐 $90 占座位同價 

太陽劇團-愛- Beatles Love $133 需 5 歲以上 

拉斯维加斯夜游+摩天轮 成人 $75 小孩 $60 小孩 4~12 歲 

拉斯维加斯夜游 $35 占座位同价 

西峡谷直升机+游船 $230 2 岁以上同价 

玻璃橋門票 $25 2 歲以上同價 

導遊和司機服务小費 
 

 

藍人- Blue Man $133 均可觀看 

大衛魔術秀 David Copperfield $160 需 5 歲以上 

太陽劇團歐秀 - O $237 需 5 歲以上 

太陽劇團火辣奇幻秀- Zumanity $95 需 18 歲以上 

成人秀（18 禁） - Fantasy $70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奇幻魔術-MindFreak $110 需 5 歲以上 

太陽劇團-卡秀 - KA $126 需 5 歲以上 

西峡谷直升机 $159 2 歲以上同價 

9/天每人, 1/1/2019 起$10/天每人 

 

 

 

 

 

 

 

 

 

 

 

 

** For all customers' safety,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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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show (or late cancellation) of free passenger incurs FULL penalty fee for the reserved bus sea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