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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南峽谷或西峡谷或羚羊谷三日遊（GCN OR VGC)  

Las Vegas -South/  West Grand Canyon/ Antelope - 3days Tours 
 

第一天：聖地亞哥 San Diego / 洛杉磯 Los Angeles / 賭城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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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入住 Circus 

Circus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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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 SD in the morning. by luxurious tour bus, arriving entertainment capitol of the world---Las Vegas. you 
are free at leisure and can start enjoy the nightlife of this ever-bright city. At night, You may join our Las Vegas 

Night Tour or see one of the many award-winning shows for an extra fee。 (拉斯維加斯入團的客人與下午

3:30pm 在 Circus Circus酒店 Skyrise Tower二樓電梯旁等候導遊安排入住酒店) 
 

第二天: 以下行程任選一項(自費) : 西大峽谷一日游/羚羊彩穴*馬蹄灣一日游/南峽谷一日游 

西峽谷行程: 清晨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壩, 並眺望北美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 及後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

一的大峽谷(門票自費), 您可以由不同的角度欣賞陽光與峽谷岩壁折射而形成的奇景。 峽谷的壯觀讓您

不得不讚歎大自然的神奇偉大。 玻璃橋(門票自費)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在橋上,你可以欣賞到 720°

度的大峽谷景觀。 你還可以從這塊用玻璃製成的平臺上,俯瞰大峽谷壯麗的景色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偉

大。 橋下美景盡收眼簾,使人心情激動、歎為觀止。 您更可以自費乘坐直昇機及觀光船觀賞大峽谷的美

景,夜宿拉斯維加斯。 (不包含西峽門票$90,如需參加須購買西峽谷門票(含午餐)) 

Visit Hoover Dam; take a look at the world’s largest manmade Lake Mead and the newly built 2000 foot long 

Coronado Bridge. Tour the spectacular West Canyon, admire the Seventh Wonder of the world, enjoy the 

Indian style BBQ lunch at the same time. You may also choose to go on the 4000 feet high glass bridge Skywalk 

or ride the helicopter to the bottom of the Canyon. At night, go back to LV ready for another exciting night. 

羚羊彩穴*馬蹄灣一日游:(參加此自費行程需滿 6人以上出發)早上驅車前往葛蘭峽谷,途徑大峽谷起源

點---包偉湖。包偉湖的海岸線長 1960英里,有 96個峽谷,猶如將大峽谷搬到湖面上一般。之後參觀著

名水利工程葛蘭大壩。而後前往全世界最奇特的狹縫洞穴,世界十大攝影地點之一的羚羊彩穴,我們跟隨

納瓦霍印第安嚮導進入彩穴。彩穴岩壁融合了千百年來風和洪流的侵蝕,呈完美的波浪形,是大自然的抽

像畫。一直以來彩穴都是納瓦霍印第安人靜坐沉思的淨地,他們相信這裡可以聆聽神的聲音。隨後前往

馬蹄灣,國家地理雜誌評選出的美國十大最佳攝影地點之一!科羅拉多河床上密佈的水草使得河水在陽光

下呈現出螢光般的幽綠,河流于此在紅褐色的峽谷內急轉 360度,切割出一個馬蹄狀的峽谷,馬蹄灣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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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得名。站在峭壁邊,沉醉于碧水藍天紅岩鉤織出的動人心魄的美。陡峭的懸崖上方高達海拔

4,200 英呎是最佳觀景位置。夜宿拉斯維加斯。 

We will go to the Antelope Canyon, where an optional Antelope Canyon Jeep Tour is available (Only the Jeep tour 

can take you into the Antelope Canyon ). Then visit Horseshoe Bend. At night, go back to Las Vegas City and get 
ready for an exciting Vegas night. 

南大峽谷一日游(自費): 上午驅車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壩,並眺望北美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 及後

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 大峽谷縱橫千里,深不可測,這裡是世界上最為生動的侵蝕範本,是地

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的教科書。 每年都有數百萬的遊客來此欣賞這大自然的傑作。 隨後來到靠近訪客

中心的大峽谷的最大觀景點-Mather Point,站在峽谷的邊緣,凝視那無垠的寬廣,會給人一種平靜與空曠

的感覺,面對這造物主的鬼斧神工遊客們無不感慨萬千、流連忘返。 如果說上帝是大峽谷的締造者,科

羅拉多河則是雕刻大峽谷的演出者,夏季雷雨過後,科羅拉多河水的顏色與峽谷一般無二,只能從湍流激

起的水花中辨識;瑞雪初降,碧綠色的河水收斂起急躁,慢吞吞地蜿蜒於峽谷之間。 儘管夏日熱情、冬季

冷淡,可是河流與峽谷耳鬢廝磨的戀情已經持續六百萬年之久了。 陽光與白雲不時在峽谷上空你爭我奪,

也為峽谷平添了無盡的風采。 傍晚時分回到拉斯維加斯。 晚上可自費觀看拉斯維加斯的表演秀。 (不

包含南峽門票$50, 如需參加須購買南峽谷門票(含車票)) 

Visit Hoover Dam and take a look at the world’s largest manmade Lake Mead and the newly built 2000 foot 
long Coronado Bridge. Then tour the spectacular Grand Canyon, admire one of the Seventh Wonders of the 
world. At night, go back to Las Vegas City and get ready for an exciting Vegas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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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morning, we will visit the Palm Springs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it is one of the famous and large 

outlet in U.S. Has more than 120 stores including, Gucci、Dior、Burberry、Armani Exchange、Coach、Calvin 

Klein、Levis、Guess、Nike、Gap. Time goes fast during shopping in this amazing place. After that we’ll 
return to Los Angeles in the evening, we will arrange driver to pick up you and drive you back to San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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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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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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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天天发团 （入住同一房，买二送一，第四人优惠） 

1. 凡参加 GCN/VGC 团的客人，第二天必须参加南峡/西峡其一； 

不参加行程者请补回$30 美元/人团费；              

2. 大峡谷当天行程，也可选择去羚羊彩穴一日游。 

费       用: 出发日期 第 1、2 人 第 3 人 第 4 人 单房差 

一、二、三、日 $259 $0 $179 $80 

四、五、六 $279 $0 $199 $100 

3/7,3/8,3/9,5/27,7/22,10/31,11/1 会展日期入住马戏酒店需加收$80/每房/每晚 

12/31 以上日期入住马戏酒店需加收$100 每房 

07/01, 09/02, 11/23, 12/25； 以上日期入住马戏酒店需加收$40/每房 
 

費用包含： 巴士、酒店、導遊 

費用不含： 巴士司機和導遊小費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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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AM 前需抵达: Howard Johnson Fullerton (222 W Houston Ave, Fullerton, CA 92832) 

必付項目： 

  三选一 

南峽谷: 大人& 2 岁以上小孩   $50   (After 2 Yrs old ) – Mandatory 

西峽谷：大人& 2 岁以上小孩 $90   (After 2 Yrs old ) – Mandatory 

羚羊谷：大人& 2 岁以上小孩 $120 (After 2 Yrs old ) – Mandatory 需 6 人成团 

自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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