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峽谷(玻璃橋)一日遊
West Grand Canyon (Skywalk) 1 Day Tour
出發日期：週一, 四 (二 6/7-9/6) DEPARTURE: MON, THU (TUE 6/7-9/6)
行程特色/ HIGHLIGHTS：
• 拉斯維加斯出發， 暢遊西峽谷的景點、玻璃橋。
• Starts in Las Vegas, tour of West Grand Canyon, Skywalk,

團號 CODE
GWC-1

大人 ADULT
$99

小 孩 CHILD
$99

清晨從拉斯維加斯出發前往西峽谷-玻璃橋(Skywalk),耗資
三千萬美金,能同時承受71架波音747客機(約七千一百萬
磅)的重量。距下方科羅拉多河4000英呎,在橋上,你可以欣
賞到720度的大峽谷景觀,或乘坐直昇機鳥瞰壯麗的峽谷,及
谷底乘坐遊艇遊科羅拉多河。傍晚返回拉斯維加斯。

Morning depart from Las Vegas and proceed to West Grand Canyon. Also experience the famous Skywalk suspended 4,000 ft.
above the Colorado River (This $30 million glass bridge can withstand the weight of 71 fully-loaded Boeing 747 passenger planes).
You can also view the canyon in a helicopter or take a boat ride in
the Colorado River. Return to Las Vegas in the evening.
費用包括 / FARE INCLUDES
※ 包括一天巴士，導遊，午餐及國家公園門票
※ Bus, tour guide, lunch, and National Park Admission

費用不包括 / FARE EXCLUDES
※
※
※
※

玻璃橋，乘坐直昇機抵達谷底，坐遊船遊覽科羅拉多河，拉斯維加斯夜遊。
服務費, 每人每天$10

Skywalk, Helicopter with Colorado River boat ride, Las Vegas night tour
Service fee at $10 per day per person.

大峽谷國家公園(南峽谷)一日遊
GRAND CANYON (SOUTH RIM) 1 Day Tour

出發日期：週一, 四 (二 6/7-9/6) DEPARTURE: MON, THU (TUE 6/7-9/6)
行程特色/ HIGHLIGHTS：
• 拉斯維加斯出發， 暢遊世界七大奇景的大峽谷國家公園。
• Starts in Las Vegas, tour of 7 Wonders of the World - the Grand Canyon

團號 CODE

大人 ADULT

小 孩 CHILD

GCR-1

$80

$80

早上從拉斯維加斯出發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
峽谷國家公園，其極壯觀與艷麗，由各個不同的角
度來欣賞陽光與峽谷岩壁折射的奇景，峽谷深不可
測，令您不得不讚嘆大自然的偉大。傍晚返回內華
達州－拉斯維加斯。

Morning depart from Las Vegas, visit to one of the 7 Wonders of the World - the Grand Canyon, and its awe-inspiring size and beauty. Return to Las Vegas in the evening.

費用包括 / FARE INCLUDES
※ 包括一天巴士，導遊，國家公園門票
※ Bus, tour guide, and National Park Admission

費用不包括 / FARE EXCLUDES
※ IMAX,午餐,服務費每人每天$10
※ IMAX, lunch, Service fee at $10 per day per person.

美國亞洲旅行社

＊選擇有誠信，好口碑的旅行社，不再浪費寶貴的時間與金錢＊
蒙市總公司 626-571-2988,877-917-9126

地址 117 E. GARVE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5

微
信

America Asia Travel Center 阿凱迪亞 626-821-1986 羅 蘭 崗 626-810-4388 鑽 石 崗 909-612-5777 奇 諾 崗 909-270-5515 西柯汶納 626-338-1100
服務您的精神 39 年如一日 爾
灣 949-559-8088 喜 瑞 都 562-402-2558 聖 地 牙 哥 619-255-4806 拉斯維加斯 702-876-9696
SOT# 101868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