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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公园-羚羊彩穴-布莱斯峡谷-入住西峡谷木屋 7 天(YS7) 
 
  圣地亚哥/洛杉矶-西峡谷-羚羊彩穴-布莱斯峡谷-盐湖城-杰克逊小镇-大提顿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盐湖城-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奥特莱斯-洛杉矶/圣地亚哥 
 

景点 行程 

 

 

住宿：Grand Canyon West 

Hualapai Cabins 或同级 

第 1 天:聖地牙哥-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入住西峡谷小木屋 

早上六點乘車自聖地亞哥出發到洛城，沿十五号公路北上，进入莫哈维沙漠。抵达拉

斯维加斯，午餐后前往大峡谷西缘，游览壮丽的老鹰岩，参观蝙蝠观景点，体验大峡

谷玻璃桥。落日的金光洒在峡谷戈壁上，伴着晚霞，呈现出另一幅峡谷美景。晚上入

住西峡谷内小木屋，感受特色印第安风情（含烤肉美食晚餐及次日热早餐）。  

西大峡谷小木屋：距离峡谷僅一千英尺，晚上可享用烤肉美食 (BBQ Ribs) ，欣赏牛仔

为您表演弹奏乡村音乐。晚餐后来到室外的篝火边，抬头仰望星空，繁星点点。离开

了市区的喧嚣和光污染，享受久违的宁静，更有机会一赏壮观的银河。在皎洁的月光

映衬下，于篝火边吃烤棉花糖，听牛仔讲述印第安部落的故事。 

**注：拉斯維加斯參團请訂中午 12 點前抵達拉斯維加斯 LAS 機場的航班，下午 1:30PM 在機

場一號航站樓 8 號行李提取處旁的星巴克集合 ** 

 

 

住宿：Best Western Kanab 或

同级 

第 2 天: 西大峽谷-羚羊彩穴-馬蹄灣-卡奈布 

清晨漫步，欣賞日出的壯美！酒店享用過早餐后，可以自費搭乘坐直昇機到谷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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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惜別熱情的牛仔

後，前往羚羊彩穴（門票自理）— 世界十大最著名攝影地點之一！隨著納瓦霍印第

安嚮導一探羚羊彩穴，當斑駁的紅砂岩經過自然束光折射幻化出艷麗的色彩，流光溢

彩，如夢幻的絲綢，層層疊疊，又如絢麗的夢境，飄飄忽忽，而這些只是光與影聯袂

獻出的一場絕佳表演。身臨其境，每個人都會成為攝影師，為自己的旅程拍出難忘的

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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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出一个馬蹄状的峡谷，馬蹄灣正是由此而得名。站在峭壁

边，沉醉于碧水蓝天红岩钩织出的动人心魄的美。夜宿卡奈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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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Red Lion Pocatello 或

同级 

第 3 天: 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鹽湖城-普克泰羅 

早上驅車前往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與其說布萊斯是峽谷，更不如說是一個巨大的露

天競技場，高聳入雲的褐色石岩層層疊疊，像極了守護天地的石俑。陽光為石俑披上

了烈焰的盔甲，整個露天劇場顯得莊嚴肅穆，無限壯麗，石俑則默默矗立，看世事變

遷，滄海桑田。下午抵達鹽湖城，參觀摩門教的聖地—聖殿廣場。摩門教姊妹帶領我

們參觀，并娓娓道來摩門教的教義以及發展的歷史。隨後抵達大鹽湖，大鹽湖是史前

邦納維爾湖的最大殘餘部分，是西半球最大的鹹水湖，由於是內陸湖，湖水蒸發，導

致礦物物質持續增多，鹽度很高，成為鳥類，鹵蟲及其他動物們的天堂。夜宿普克泰

羅。 

》黄石公园是火山区, 地热现象周围由板桥围绕, 平均每个景点需步行 30 分鐘, 请穿舒适鞋子 

住宿：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 4 天：黄石国家公园 

早晨開始我們今天愉快的旅程。沿途無邊的草原丘陵；漫山遍野的牛羊；高聳入雲的

雪山；徜徉不息的河流；勤勞的牛仔無不令人心曠神怡。進入黃石國家公園 - 世界第

一個國家公園。成群的高角鹿，美洲水牛，各種珍稀水鳥，原始的大草原森林與絢爛

多彩的熱泉編織出古老黃石火山高原動人心魄的圖畫！七彩繽紛大棱鏡熱泉；五顏六

色調色板；黃石標誌老忠實；絢麗多姿牽牛花池；蔚為壯觀黃石峽谷；世界聞名藝術

家點；近距離觀賞野生動物… 精彩會一個個接踵而來！今晚我們入住真正的世外桃

源，蒙大拿州著名度假勝地 Big Sky，這裡風景可以媲美黃石公園，甚至有更多的野

生動物！ 

 

住宿：Residence Inn Salt Lake 

City Cottonwood 或同级 

第 5 天：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森-大盐湖-盐湖城 

早上在酒店整裝出發（溫馨提示：黃石公園位於落基山脈之中，海拔約 7000 英呎； 

盛夏七八月早上溫度有時只有 4℃，請注意保暖）當您還沉醉於昨天精彩行程帶給您

的驚喜而依依不捨時，今天我們一起去感受大黃石生態圈的秀美！神秘靜謐的森林；

浪漫迷人的黃石湖；霧氣騰騰的河流都讓人不禁感歎大自然的神奇。隨後進入大提頓

國家公園，萬年不化的冰河覆蓋在巍峨的大提頓山脈上，藍天森林環繞，倒映在山腳

下處子般的傑克森湖上，蛇河蜿蜒流過，宛如仙境！随后来到道地的西部牛仔小镇 - 

杰克逊，這裡也是世界聞名的度假聖地，千萬不要錯過市中心的鹿角公園！夜宿鹽湖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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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 6 天: 盐湖城-州府山庄 -拉斯维加斯 

早晨前往猶他州州府山莊，參觀州政府大廈，宛如宫殿般的政府大楼是美國少有的幾

處不需要安檢即可入內參觀的州政府。採用了新古典主義建築的風格，整座大樓外部

由花崗岩建造，內部一色灰白天然大理石，穹頂畫有早起開拓者來此拓荒的壁畫，不

经意间流露出些许的摩门教色彩，整棟建築恢弘壯闊，精緻華麗，是猶他州的顯著地

標，美國最壯觀的州府大廈。隨後前往沙漠明珠，有世界賭博娛樂之都美稱的拉斯維

加斯。到達后您可小憩片刻，亦可下賭場試試手氣，傍晚可以自費参加夜游，载歌载

舞，灯红酒绿，身處其中。也可欣賞世界娛樂之都—拉斯維加斯的最高水準表演秀。

夜宿拉斯維加斯。 

 

 

第 7 天:巧克力工厂-仙人掌花园-奥特莱斯-洛杉矶-圣地亚哥 

我们最后一站会来到巧克力工厂及仙人掌庭院，在观看巧克力制作过程的同时，一尝

新鲜巧克力的甜美。各色各样的仙人掌提示着我们处在干旱的沙漠里享受着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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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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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司机前往洛杉矶接您回到圣地亚哥， 结束我

们难忘的美好假期。 

 

温馨提示：洛杉矶离团者：请预订 9:30PM 后的国内航班或 10:30PM 后的国际航班离

开洛杉矶 LAX，我司提供免费送机服务。 

 

**由于黄石小木屋倍受游客喜爱，5/14 至 10/1 期间週二出發的团可升级入住黃石公園木屋，升级入

住小木屋每房需额外加收$160, 请在订团时与我司工作人员落实位置情况，通常需要提早一个月。** 

出發日期： 
04/26-10/12 週二、三、四、五、六出发 

费用: 兩人一房每人$698,  同房第三人$60,  同房第四個人$518;   單人房: $300； 配房： $0 

費用包含： 1. 交通：当地豪华欧洲旅游巴士； 

2. 住宿：全程豪华商务酒店，黄石行程入住木屋或西黄石白牛酒店或同级； 

3. 导游：当地专业中英双语导游； 

費用不含： 巴士司導小費 ($10/人/日) , 聖地牙哥往返洛杉磯上下车点的司机接送小費($5/人，出发当日早上如

果需要到家接，小费$10/人)、餐費、必付及自費项目 

必付項目： $120：含黃石公園、大提頓、布萊斯國家公園，大鹽湖，馬蹄灣，四星酒店度假村費及燃油附加費 

$108：含西峽谷門票 1早餐 1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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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項目： 

 

 

  

自费项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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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 必付費用 
$120 包含黃石、大提頓、布萊斯國家公園，大鹽湖， 

馬蹄灣，四星酒店度假村費，燃油附加費 

西峡谷木屋必付费  $108 含西峡谷门票+1 晚餐+1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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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歲 $60 

太陽劇團-愛- Beatles Love  $133 需 5 歲以上 

西峡谷小飞机  $132 需 2 歲以上同价 

西峡谷直升机  $175 需 2 岁以上同价 

玻璃橋門票  $25 需 2 歲以上同價 

西峡谷直升机+游船  $233 需 2 岁以上同价 

包伟湖游船  成人$50， 儿童（5-10 岁） $40 

羚羊彩穴门票(上羚羊) 成人$62 ，儿童 11 岁以下儿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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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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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聖地牙哥萬象旅行社負責將客人接送到 LA 的上下車點 

2. 請務必早上按萬象安排的時間準時出發，遲到者負責自負！  

3. 如在萬象門口出發,因早上洗手間還沒開門,敬請客人在家先去洗手間。 

温馨提示： ※請攜帶有有效旅遊證件。 

※所有酒店室內均不允許吸煙, 違者罰款$250+，並可能承擔法律責任。 

取消罚款： *黃石团：出发前 15-21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15%；出发前 8-14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40%；出发前 4-7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75%；凡于出发前 3 天（限工作日）之内或旅行中途因各

种原因取消者，需支付全额费用，不得要求退款或改期。所有享受买二送一及特价优惠的订单，如果在出团

前 7 天内取消一人，需支付罚款$150；如果参团日有人不出现，需支付罚款$200，由参团人支付。 

*黃石木屋团：出发前 30 天内更改姓名、人数或房间数，罚款团费的 35%；出发前 15-30 天取消或更改行

程：罚款团费的 40%；出发前 8-14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75%；出发前 7 天内或旅行中途因各

种原因取消或更改行程，需支付全团费，不得要求退款或改期。所有享受买二送一及特价优惠的订单，如果

在出团前 30 天内取消一人，需支付罚款$200；如果参团日有人不出现，需支付罚款$250，由参团人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