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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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偉湖、羚羊彩穴、馬蹄灣、布萊斯、錫安、西峡谷 5 天（AC-5） 
Lake Powell-Antelope Canyon-Horseshoe Bend-Bryce Canyon-Zion-Grand Canyon West 

景      点 行         程 
 

 

 

第 1 天：聖地牙哥 - 洛杉磯 – 拉斯維加斯 
 

早上六點乘車自聖地亞哥出發到洛城，翻越聖伯納丁諾山脈後，進入莫哈比沙

漠。形單影隻的約書亞樹點綴著浩瀚無邊的沙漠，領略莫哈比特有的壯麗和獨

特的地貌和繁華都市中難覓的寧靜！      住宿：Circus Circus Hotel Las Vegas 或同级 

 
 

 

第 2 天 : 鮑偉湖– 羚羊彩穴–馬蹄灣 – 葛蘭大壩–布萊斯小木屋 
 

今天早上我們乘船遊覽北美洲最大的人工湖之一，鮑偉湖。湖岸線超過 3000
公里，湖區內足足有 96 個峽穀。陽關下展露出它千變萬化的壯美，浩瀚，荒

涼，寧靜。當船隻穿過狹窄的峽穀時，不由得您不佩服船長高超的技巧。之後

我們抵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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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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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的淨地，他們相信這裡可以聆聽神

的聲音。隨後前往馬蹄灣，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的出十大最佳攝影地點之一！翻

過一段小山坡，沿著佈滿細沙的步道前行，眼前豁然開朗，沉醉於碧水藍天紅

岩鉤織出的動人心魄的美。不過在這裡拍照，也真正考驗人的膽量呢！然後前

往葛蘭大壩。夜宿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旁小木屋！ 住宿：Bryce View Lodge 或同级 

 

第 3 天: 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 錫安國家公園– 拉斯維加斯 
今早我們將遊覽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巨大的碗狀露天劇場內密佈著五顏六色

的石俑森林，宛似千軍萬馬，氣勢磅礴。凡是第一次看到它的人，無不驚呼出

聲，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中午抵達錫安國家公園。錫安山與當地印第安人

有著深厚淵源，是印第安人祭神的地方。茂密的樹林，潺潺的溪流，粉紅色的

岩石，在這裡每次峰迴路轉都別有洞天。緩緩穿越世界最奇特的隧道，透過岩

壁上的巨窗望出去，錫安山的秀美盡收眼底。夜宿賭城拉斯維加斯。可自費參

加賭城夜遊。                                                   住宿：Circus Circus Las Vegas 

 

第 4 天: 拉斯維加斯 – 西峽谷 – 拉斯維加斯 
上午驅車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壩, 參觀其水壩工程及發電廠並眺望北美最大

的人工湖-密德湖, 及後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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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可于大峽谷邊緣享受由印弟安人泡制的風味午餐。您更可以自

費乘坐直升機及觀光船觀賞大峽谷的美景，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傍晚時分回

到拉斯維加斯，可自費觀賞拉斯維加斯精彩表演。 住宿：Circus Circus Las Vegas 

http://www.bravotravel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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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拉斯維加斯 – 洛杉磯-聖地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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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一下沉醉在那香濃甜美滋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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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您精彩又豐富的羚羊彩穴馬蹄灣錫安國家公園之旅。 

出發日期： 每周周日出发  （入住同一房，买二送一，第四人优惠） 

费    用: 兩人一房每人$498,  同房第三人$0,  同房第四個人$388;  單人房: + $160 (单间差) 
以下 2019年节日及会展日期，入住拉斯维加斯 Circus Circus每房需加收费用： 
$50/房/晚: 5/25,7/20,7/27,8/31,9/13,9/14,11/8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10 日入住需加收每房$200/晚 

$100/房/晚：2/16, 5/18, 11/7, 12/30 

$140/房/晚:1/8, 1/9；$200/房/晚:12/31 
 

費用包含： 巴士、酒店、導遊 

費用不含： 小费：SD-LA 萬象接送小費( $5/程)、到家接送( $10/程) 、司导$10/人/天、餐費、門票及自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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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费用： 

 

 

必付服务費  $10/人/天 Mandatory service fee $10 per day per person  

AC 必付费用 $40(10 月 1 日起$85） 布莱斯+锡安+包伟湖+馬蹄灣門票+燃油附加费 

拉斯维加斯夜游 $35 占座位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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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羚羊彩穴门票 
下羚羊门票成人: $65, 7-12岁儿童: $45(包含$3 印第安人向导服务费) 

上羚羊门票成人: $75, 0-11儿童: $45(包含$3 印第安人向导服务费) 

包伟湖游船 $50 成人$50， 儿童（5-10 岁） $40 

西峡谷小飞机   $249 2 岁以上同价 太陽劇團-愛- Beatles Love   $133  需 5 歲以上 

西峡谷直升机   $183 2 岁以上同价 西峡谷门票+车费+简餐   $105  2 岁以上同价 

玻璃橋門票   $25  2 岁以上同价 大峡谷(南峡)+车費+简餐 (自选）  $105  占座位同價 

太陽劇團-卡秀   $126 需 5 歲以上 西峡谷直升机+游船  $230  2 岁以上同价 

成人秀（18 禁）  $70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奇幻魔術-MindFreak   $110  5 歲以上 

藍人- Blue Man  $133 均可觀看 太陽劇團火辣奇幻秀-Zumanity  $98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歐秀   $237 需 5 歲以上 大衛魔術秀 David Copperfield   C 区$129，B 区$160 需 5 歲以上 
 

注意事項: 可到 SD 家里接送,出發前 15-30天取消,每人收取總團費 25%;出發前 4-7天取消,每人收取總團費

75%;出發前 3天內取消或旅程中退出者,全部團費恕不退還.免團費者如出團當日不出現罰款$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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