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ellowstone, Mt. Rushmore, Arches N.P. 6/ 7 Days Air Tour
團號 - 天數 

CODE - DAYS
出發日期

DEPARTURE
雙人房 
TWIN

免費者 (附加費)
SURCHARGE

第四人/ 小孩 
4TH / CHILD

單人房 另加
＋ SINGLE

YMA-6 週六/SAT(5/18-8/24) $648 $60 $448 + $300

YMA-7 週六/SAT(5/18-8/24) $698 $70 $498 + $360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
拱門公園-丹佛 六/七日飛機團

•  暢遊全美最大的黃石公園,拱門國家公園,

  鹽湖城,大提頓公園,傑克森,總統巨石等。

•  獨家住宿兩晚黃石公園﹐一晚鹽湖城市區。

•  豪華酒店, 巴士及中英文導遊。

•  Tour of Arches National Park, Salt Lake City, 
   Grand Teton, Yellowstone, Mt. Rushmore.    
•  Stay 2 nights at Yellowstone, 1 night at Salt Lake
   City. 
•  Deluxe hotels, bus, Chinese and 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行程特色/ HIGHLIGHTS：
早上前往黃石国家公園﹐遊覽黃石公園最北
的 Mammoth Hot Springs.五顏六色的梯田溫
泉及滾熱的熔岩化的古木﹑碳化的火山口﹑
林間的小湖﹐泛上裊裊的輕煙﹐宛如神話的
世界。夜宿黃石公園。  

酒店:  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or similar

In the morning, we are head to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and arrive at the Mammoth 
Hot Springs this afternoon to view the multi-
colored lava flow from extinct volcanoes. 
Examine fossilized trees, and catch the 
glimmer of beautiful Lake in the secluded 
woods. Overnight at Yellowstone Park.

全天遊覽黃石公園，著名的老忠實噴泉，浪
漫迷人的黃石湖，雄偉秀麗的黃石峽谷，萬
馬奔騰的黃石瀑布，神秘靜謐的森林，五彩
繽紛的溫泉，屹立湖山之間的釣魚橋，發出
隆隆巨聲的火山口等美景分佈在這塊約台灣
四分之一大的古老火山高原，如茵的草原，
野牛﹑馴鹿覓食其上，其他如黑熊﹑棕熊﹑
扁角鹿和各種稀有水鳥亦以此為家。

酒店:  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or similar

A full day tour of the park has been ar-
ranged for you, featuring the famous Old 
Faithful Geyser, Yellowstone Canyon, Yel-
lowstone Waterfalls, hot spring and gey-
sers. The park is also a sanctuary for many 
wild animals and birds.

清晨出發，前往遊覽大提頓公園。高聳入雲的

山嶺覆蓋著千年的冰河，山連山，峰連峰，猶

勝富士雪山。繼而前往那充滿西部風味的傑克

森城逛街和享用午餐後，沿著比海水鹽份高出

七倍的大鹽湖南行，一路上但見遼闊的草原，

馳騁的牛羊。下午時分進入鹽湖城。
酒店: Red Lion Hotel or similar.

In the morning drive along the Snake River to 
the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Then proceed 
to cowboy town—Jackson Hole in the after-
noon. You can enjoy free time to walk around 
town and have lunch at Jackson Hole. Con-
tinue heading south along the Great Salt Lake, 
Overnight at Salt Lake City.

原居地飛往丹佛(請安排上午11點以前到達
丹佛機場),在丹佛市區觀光，州政府,16街
徒步Mall, Convention Center。夜宿丹佛市。

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or similar

Depart hometown for Denver.. Arrival before 
11:00Am, meet our guide at the baggage 
claim area, Overnight in Denver.

早上出發，途經懷俄明首府-香巖城，西
部牛仔家鄉，前往印第安民族英雄館-瘋
馬巨石，此巨石是全球最大雕像，由印
第安人用自己的血汗錢及族人親自雕刻
的為自主而戰之民族英雄–瘋馬。接著
參觀位於南達科他州舉世聞名的總統巨
石像，該像矗立在若虛莫山，是波格崙
父子所留下的萬世不朽之傑作。四位總
統雕像為美國國父華盛頓，獨立宣言起
草人傑弗遜，和平使者老羅斯福及黑人
之父林肯。夜宿吉利鎮。
酒店: La Quinta Gillette or similar.

Depart to South Dakota, pass by Wyoming 
State capital - Cheyenne, famous cowboy 
town, Visit Crazy Horse then go to the Mt. 
Rushmore National Monument, the world 
renowned sculptured faces of four former 
U.S. Presidents: 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braham Lincoln. Overnight in Gillette. 

前往參觀州政廳，聖殿廣場，由教會的專
職導遊介紹摩門信徒艱辛的移民過程及猶
他州的歷史，接著前往世界最大的自然沙
石拱門集中地-拱門國家公園，擁有超過六
百座天然拱型石橋散佈四周，結合了風和
水的侵蝕力量創造了如此精妙的景觀，傍
晚時分到達大章克申。
※六天團請安排下午1:00後航班離開鹽湖城
酒店: Grand Junction Italy Innor similar. 

In the morning, We will visit MormonTemple, 
State Capital, followed by a city tour, then 
head to the world’s largest natural sand-
stone arch concentration-Arch National 
Park. There are more than 600 natural 
arched stone bridges scattered around each 
other. They combine the erosive forces of 
wind and water to create such a subtle land-
scape. Overnight at Grand Junction, Utah.
※ 6 Days’ passengers please book fight after 
     1:00P.M. departure from Salt Lake City.

上午回到丹佛來到位於海拔6,450英尺的紅
石露天劇場，這裡住著非常多自然生物以及
存在著無數地質奇觀，獨特的岩石結構，讓
這座戶外露天音樂劇場成為世界唯一一座天
然卻有著完美收音效果的劇場。下午結束旅
程。請安排4:00p.m.後航班離開丹佛。

Morning visit Red Rocks Amphitheatre, 
there is a rock structure, large, tilted, disc-
shaped rock behind the stage, where 
concerts are given in the open-air amphi-
theatre. Then will return to Denver after a 
memorable trip. Please arrange return flight 
after 4:00p.m. from Denver.

      原居地 - 丹佛市區遊   
        HOMETOWN- CITY TOUR - 
        DENVER  
1 

     吉利鎮 - 黃石公園  
       GILLETTE - YELLOWSTONE3買二送一, BUY 2 GET 1 FREE

      黃石公園   
        YELLOWSTONE N.P.   4

      丹佛 - 瘋馬巨石 - 總統巨石      
      吉列鎮  
         DENVER - CRAZY HORSE
        MT. RUSHMORE - GILLETTE

2

       鹽湖城-拱門公園-大章克申  
         SALT LAKE CITY-ARCHES N.P. 
         GRAND JUNCTION   
6

      大章克申-紅石露天劇場-丹佛     
          GRAND JUNCTION -RED ROCKS  
         AMPHITHEATRE DENVER  
7

必付的費用/ MANDATORY CHARGE: 
※ 6天團: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大提頓,瘋馬巨石,大鹽湖,
   燃油附加費 $135.
※ 7天團: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大提頓,瘋馬巨石,大鹽湖,
   燃油附加費 $150

※ 6 Days Tour: Yellowstone, Mt.Rushmore, Grand Teton, 
     Crazy Horse,Great Salt Lake, Fuel surcharge $135.
※ 7 Days Tour: Yellowstone, Mt.Rushmore, Grand Teton, 
     Crazy Horse,Great Salt Lake, Arches national park, 
     Fuel surcharge $150.

費用不包括 / FARE EXCLUDES
※ 不含機票，司機與導遊的服務費，建議每人每天$10。
※ Air tickets, driver & tour guide’s service fee at $10 per day 
       per person.

       黃石公園-大提頓公園-鹽湖城    
          YELLOWSTONE - GRAND TETON 
          SALT LAKE CITY  
5

佣金 25 ％
(免費者,另加單人房無佣金)

YMA

連絡人 Michael / Hazel / Lisa / Lucy / Tony 
Tel: 626-307-2298    Fax: 626-307-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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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TAH  大峽谷-羚羊彩穴-馬蹄灣-錫安-布萊斯峽谷-拉斯維加斯

出發日期：每週五 (1/18-12/20 & 11/27, 12/24)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旅館
第二天: 拉斯維加斯, 倫敦橋, 拉芙琳
第三天: 拉芙琳, 大峽谷, 羚羊彩穴, 馬蹄灣   
第四天: 佩吉鎮, 布萊斯峽谷, 錫安公園, 
           拉斯維加斯 
第五天: 巧克力工廠, 工廠直銷中心, 洛杉磯送機

$488 $50 $368 $200

您可自由選擇參加精選項目： (A)迪士尼樂園$145起. (B)環球影城$115. (C)聖地牙哥海洋世界$85. (D)聖地牙哥市區遊$105 (E)太平洋沿海火車、聖塔芭芭拉$70.

(F)棕櫚泉纜車工廠直銷名店$70. (G)洛杉磯市區觀光$70.   **訂團時請先確認自選活動，以方便安排行程規劃，入團後恕不更改。   
注意事項: 從洛杉磯飛回原居地之旅客，國內航班請安排晚上9:00p.m，國際航班請安排晚上10:00p.m以後的班機。所有行程均包含LAX機場接送機(不含7VTahoe接機)

 (不含7VTahoe接機)， 7V TAHOE 參團者,下午4:00p.m 在 EXCALIBAR 酒店前臺等候。 ＊以上行程會依到達日期不同而會有先後更改順序。 ＊不含司機與導遊服務費。

7 UTAH  大峽谷-羚羊彩穴-馬蹄灣-拉斯維加斯+兩大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 每週三, 四, 五 (1/16-12/20)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三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四天: 拉斯維加斯, 倫敦橋, 拉芙琳
第五天: 拉芙琳, 大峽谷, 羚羊彩穴, 馬蹄灣   
第六天: 佩吉鎮, 布萊斯峽谷, 錫安公園, 
           拉斯維加斯 
第七天: 巧克力工廠, 工廠直銷中心, 洛杉磯送機

$718 $70 $518 $280

5 TAHOE  太浩湖-舊金山-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出發日期：每隔週五  (1/25-12/27)，每週五  (5/24-8/30)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 蒙特利灣, 舊金山

第三天: 舊金山, 加州首府, 太浩湖  

第四天: 太浩湖, 美熹德 

第五天: 美熹德,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488 $50 $368 $200

7 TAHOE  太浩湖-舊金山-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兩大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每隔週三, 四, 五  (1/23-12/27)，每週三, 四, 五 (5/22-8/30)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三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四天: 洛杉磯, 蒙特利灣, 舊金山
第五天: 舊金山, 加州首府, 太浩湖  
第六天: 太浩湖, 美熹德 
第七天: 美熹德,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718 $70 $518 $280

8 UTAH  舊金山-優勝美地-大峽谷-羚羊彩穴-馬蹄灣-拉斯維加斯

出發日期：每隔週二  (1/15-12/20)，每週二, 五 (1/15-12/20)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 優勝美地
第三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聖荷西
第四天: 17哩灣, 洛杉磯
第五天: 拉斯維加斯, 倫敦橋, 拉芙琳
第六天: 拉芙琳, 大峽谷, 羚羊彩穴, 馬蹄灣   
第七天: 佩吉鎮, 布萊斯峽谷, 錫安公園, 
           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 巧克力工廠, 工廠直銷中心, 洛杉磯送機

$788 $80 $648 $310

8 TAHOE  拉斯維加斯-太浩湖-舊金山-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出發日期：每隔週二 (1/22-12/24)，每週二, 五 ( 5/21 - 8/30)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
第三天: (A)南峽谷(B)西峽谷(C)羚羊(D)自由
第四天: 巧克力工廠, 名牌直銷店, 洛杉磯
第五天: 洛杉磯, 蒙特利灣, 舊金山
第六天: 舊金山, 加州首府, 太浩湖  
第七天: 太浩湖, 美熹德  
第八天: 美熹德,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788 $80 $648 $310

10 TAHOE  大峽谷-拉斯維加斯-太浩湖-舊金山+兩大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每隔週一,二,三,四,五,日 (1/21-12/23)，每週一,二,三,四,五,日 (5/20-8/30)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
第三天: (A)南峽谷(B)西峽谷(C)羚羊(D)自由
第四天: 巧克力工廠, 名牌直銷店, 洛杉磯
第五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六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七天: 洛杉磯, 蒙特利灣, 舊金山
第八天: 舊金山, 加州首府, 太浩湖  
第九天: 太浩湖, 美熹德 
第十天: 美熹德,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1018 $100 $768 $380

10 UTAH  舊金山-優勝美地-大峽谷-羚羊彩穴-馬蹄灣+兩大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每週一, 二, 三, 四, 五, 日 (5/20-8/31)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 優勝美地
第三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聖荷西
第四天: 17哩灣, 洛杉磯
第五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六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七天: 拉斯維加斯, 倫敦橋, 拉芙琳
第八天: 拉芙琳, 大峽谷, 羚羊彩穴, 馬蹄灣   
第九天: 佩吉鎮, 布萊斯峽谷, 錫安公園, 
           拉斯維加斯 
第十天: 巧克力工廠, 工廠直銷中心, 洛杉磯送機

$1018 $100 $768 $380

7V TAHOE  抵達大峽谷-拉斯維加斯-太浩湖-舊金山-優勝美地

出發日期：每隔週三  (1/9-12/25)，每週三  (5/22-8/28)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另加

第一天: 抵達拉斯維加斯, 旅館
第二天: (A)南峽谷(B)西峽谷(C)羚羊(D)自由
第三天: 巧克力工廠, 名牌直銷店, 洛杉磯
第四天: 洛杉磯, 蒙特利灣, 舊金山
第五天: 舊金山, 加州首府, 太浩湖  
第六天: 太浩湖, 美熹德  
第七天: 美熹德,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768 $70 $598 $300

UTAH  系 列 必 付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猶他國家公園門票 $90 $90
優勝美地門票, 舊金山深度遊,17哩灣及燃油附加費 $75 $75

TAHOE  系 列 必 付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優勝美地門票 $50 $50
大峽谷可自選: 

(7V/8/10 TAHOE
團需另加)

(A)西峽谷$105 (入場費,午餐). (B)南峽谷門票$100(入場費).

(C)下羚羊峽谷之旅$145起.  (D)拉斯維加斯自由行$50.

羚羊彩穴
馬蹄灣系列

舊金山
優勝美地系列猶他 太浩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