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羚羊峽谷•紅石峽谷•大提頓公園

飛機+巴士系列 2018
3/25/2018

YSB4  黃石公園飛機

出發日期：週四 (6/21-8/16)，週日 (4/29-9/23)                *不含接機,含SLC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鹽湖城

第二天: 鹽湖城, 大提頓公園, 黃石公園

第三天: 黃石公園, 奧登市

第四天: 奧登市, 鹽湖城

$498 $40 $378 $778

YSB5  黃石公園巴士 + 飛機

出發日期：週三 (6/20-8/15), 週六 (4/28-9/22)               *不含接機,含SLC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洛杉磯或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第二天: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第三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四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五天: 奧登市, 鹽湖城

$568 $50 $438 $868

YSB6  黃石公園飛機 + 巴士

出發日期：週四 (6/21-8/16)，週日 (4/29-9/23)                 *不含接機,含LAX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鹽湖城

第二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三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四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五天: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第六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618 $60 $458 $948

YSB7  黃石公園巴士

出發日期：週三 (6/20-8/15), 週六 (4/28-9/22)              *不含接機,含LAX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洛杉磯或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第二天: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第三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四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五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六天: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第七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658 $70 $498 $1018

YSB10  黃石公園 - 拉斯維加斯 +兩大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週三，四，五 (4/25-9/21) ，一，二，日 (6/17-8/14)           *含接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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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第五天: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第六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七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八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九天: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第十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送機

$938 $110 $698 $1588

必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大鹽湖,黃石公園,大提頓,飛機館 $75 $75

二選一項目：
A.南峽谷入場費 $50 $50

            B.西峽入場費,午餐 $90 $90
＋舊金山深度遊，優勝美地，17哩灣門票 $55 $55
＋俄勒崗火山湖五天遊：咆哮山莊觀光
  火車,納帕酒莊,樹屋,沙斯塔鐘乳石洞

$90 $90

YSB13  黃石公園 - 拉斯維加斯 - 舊金山 + 兩大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週一，二，三，四，五，日 (4/22-9/21)                           *含接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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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第五天: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第六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七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八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九天: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第十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第十一天: 洛杉磯, 丹麥城,17哩灣, 舊金山

第十二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美熹德

第十三天: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1108 $125 $858 $1668

YSB11  舊金山 - 黃石公園 - 拉斯維加斯

出發日期：週二，五 (4/27-9/21)                              *含接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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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城,17哩灣, 舊金山
第三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美熹德
第四天: 優勝美地, 洛杉磯
第五天: 洛杉磯, 拉斯維加斯, 聖喬治
第六天: 羚羊峽谷, 紅石峽谷, 鹽湖城
第七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八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九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十天: 西峽谷或南峽谷, 拉斯維加斯
第十ㄧ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送機

$958 $85 $798 $1438

自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羚羊峽谷      $52 起     $52 起

拉斯維加斯夜遊 $35 $35

西峽谷玻璃橋 $30 $30
西峽谷直昇機 $220 $220
南大峽谷立體電影+午餐 $25 $22
舊金山灣區遊輪 $32 $22

黄石公園
Y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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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
地

DEP
ART		

團號	
Tour	
Code	

天
數	

出發地/ 
離開地	
BEGIN/	
END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行		程		景		點		
	Itinerary	 	

雙人房

Twin	
第三人

3rd	pax	
第四人	
4th	Pax	

單人房	
Single	
Room	

	

洛	

杉	

磯	

或	

拉	

斯	

維	

加	

斯	

		LA	

		or	

		LV	

YSB6AC	 6	
LA	
/	
SLC	

Tue		(6/19-8/14)	
Fri				(4/27-9/21)	

LAX	in	+	YSB5	–	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678	 60	 498	 1018	

YSB7AC	 7	
LA	
/	
SLC	

Mon,	Tue	
(6/18-8/14)	
Thur,	Fri	
(4/26-9/21)	

LAX	in	+1	Splendid	Day	
Tour+YSB5	–	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748	 90	 548	 1128	

YSB8AC	 8	
LA	
/	
SLC	

Sun,	Mon,	Tue	
(6/17-8/14)	
Wed,	Thur,	Fri	
(4/28-9/21)	

LAX	in	+2	Splendid	Day	
Tour+YSB5	–	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818	 100	 578	 1238	

YSB13AC	 13	
LA	
/	
SLC	

Fri	
(5/25&6/8-8/17)	
Tue	
(6/17-8/14)	

LAX	in	+OCD5+2	Splendid	Day	
Tour+YSB5	–	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248	 150	 928	 1838	

YSB8	 8	
LA	
/	
LA	

Fri			(4/27-9/21)	
Tue	(6/19-8/14)	

LAX	in	+	YSB7	–	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788	 70	 638	 1188	

YSB9	 9	
LA	
/	
LA	

Mon,	Tue	
(6/18-8/14)	
Thu,	Fri	
(4/26-9/21)	

LAX	in	+	1	Splendid	Day	Tour	
+YSB7	–	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858	 90	 668	 1298	

  注意事項：
• 訂團時請先確認精選項目，以方便安排行程規劃，

入團後恕不更改。 
• 拉斯維加斯參團者、請於下午2:00p.m前到達    

Bally's 酒店大廳等候集合。
• 4/6天飛機團自行飛往鹽湖城之旅客，可在任何時

間抵達自行乘坐酒店專車前往酒店入住(6/24,7/1, 
7/5 抵達的客人請自行前往酒店)。

• 從鹽湖城離團，請訂下午1點以後的航班離開鹽湖
城。

• 洛杉磯離團者，可免費LAX機場送機。
• 從洛杉磯飛回原居地之旅客，請安排晚上9:00p.m  

(國內航班)，10:00p.m(國際航班)以後的班機。 
• 司機與導遊的服務費, 建議每人每天$9。
• 以上行程會依到達日期不同而會有先後更改順序。

第一天: 洛杉磯, 紅杉木國家公園, 普萊森頓

第二天: 納帕酒鄉, 紅木森林, 尤利卡

第三天: 雷森特城, 綺麗湖, 克來麥斯

第四天: 沙斯塔雪山, 沙斯塔湖洞穴, 

           日晷橋, 吉爾羅伊

第五天: 咆哮山莊, 洛杉磯

    俄勒崗火山湖五天

第一天: 洛杉磯, 丹麥城, 17哩灣, 舊金山

第二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美熹德

第三天: 美熹德，優勝美地，洛杉磯  

    舊金山三天

(A) 迪士尼樂園 $119 
(B) 環球影城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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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 棕櫚泉纜車工廠直銷名店 $75 
(G) 洛杉磯市區觀光 $75

   七大精選項目
    任選一天至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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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選項: A.南峽谷

西峽谷玻璃橋(Skyw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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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選項: B.西峽谷
玻璃橋

黃石公園搭配延伸組合

2

   羚羊峽谷•紅石峽谷•大提頓公園
黃石公園 飛機+巴士系列

YSB



	
	

出發
地

DEP
ART		

團號	
Tour	Code	

天
數	
	

出發地/ 
離開地	
BEGIN/	
END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行		程		景		點		
	Itinerary	 	

雙人房

Twin	
第三人

3rd	pax	
第四人	
4th	Pax	

單人房	
Single	
Room	

洛	

杉	

磯	

或	

拉	

斯	

維	

加	

斯	

		LA	

		or	

		LV 

YSB13AA	 13	
LA	
/	
LA	

Tue	(6/19-8/14)	
Fri(5/18&6/1-8/10)	

LAX	in	+	OCD5+YSB7	–	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218	 120	 1068	 1798	

YSB14AA	 14	
LA	
/	
LA	

Mon,	Tue	
(6/18-8/14)	
Thu,	Fri	
(5/17&5/31-8/10)	

LAX	in	+	OCD5+1	Splendid	Day	
Tour	+YSB7	–	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288	 140	 1028	 1898	

YSB15AA	 15	
LA	
/	
LA	

Sun,	Mon,	Tue	
(6/17-8/14)	
Wed,	Thu,	Fri	
(5/16-5/18	&	5/30-
8/16)	

LAX	in	+	OCD5+2	Splendid	Day	
Tour	+YSB7	–	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368	 150	 1048	 2018	

YSB10V	 10	
LV	
/	
LA	

Wed	(6/20-8/15)	
Sat			(4/28-9/22)	

Las	Vegas	in	+	YSB7+SFO3-LAX	
Free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928	 85	 768	 1428	

YSB12V	 12	
LV	
/	
LA	

Wed		(6/20-8/15)	
Sat				(4/28-9/22)	

Las	Vegas	in	+	YSB7+2	
Splendid	Day	Tour	+SFO3-LAX	
Free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078	 125	 828	 1658	

		
	
	
	
	
	舊	
	金	
	山	
	

		S	

		F	

		O	

 
 
 

YSB8SC	 8	
SFO	
/	
SLC	

Sun		(6/17-8/12)	
SFO	in	+YSB5-SLC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848	 65	 688	 1278	

YSB9SC	 9	
SFO	
/	
SLC	

Sat		(6/16-8/11)	

SFO	in+1	Splendid	Day	Tour	+	
YSB5-SLC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918	 85	 708	 1388	

YSB10SC	 10	
SFO	
/	
SLC	

	Fri	(6/15-8/10)	

		SFO	in+2	Splendid	Day	Tour	+				
		YSB5	–	SLC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998	 105	 748	 1508	

YSB10SA	 10	
SFO	
/	

LAX	
Sun		(6/17-8/12)	

SFO	in	+YSB7	-	LAX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968	 95	 808	 1448	

YSB10SA	 10	
SFO	
/	

LAX	
		Sun		(6/17-8/12)	

		SFO	in	+YSB7	-	LAX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968	 95	 808	 1448	

YSB12SA	 12	
SFO	
/	

LAX	

	Fri,	Sat,	Sun	
	(6/15-8/12)	

		SFO	in	+2	Splendid	Day	Tour	+			
		YSB7-LAX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118	 125	 868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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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stone, Mt. Rushmore  6 Days Air Tour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
六日飛機團

•  暢遊全美最大的黃石公園,鹽湖城,大提頓公園

  傑克森,總統巨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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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t Lake City, Grand Teto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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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參觀印第安民族英雄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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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參觀位於南達科他
州(South Dakota)舉世聞名的總統巨石像，
該像矗立在若虛莫山(Mt. Rushmore),是波
格崙父子(Mr.Borgl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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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ate by Wyndham or similar. 

Depart for Crazy Horse sculpture in the morning. 
Followed by Mt. Rushmore National Monument 
with the sculptured faces of four presidents: 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Theodore Roos-
evelt and Abraham Lincoln. Overnight in Gillette.

 

早上前往黃石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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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Yellowstone Hotel or similar.

In the morning,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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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lud-
ed woods. Overnight at Yellowstone Park. 

原居地飛往鹽湖城機場(請安排下午1點以
前到達鹽湖城機場),集合後前往市區觀
光，參觀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之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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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
鹽湖城。(下午1點後抵達者自行搭乘酒店
專車前住酒店,不將有市區觀光)

酒店: Red Lion Hotel or similar
Depart hometown for Salt Lake City. Arrival be-
fore 1:00pm, meet our guide at the baggage 
claim area, followed by a city tour.  (No city tour 
for passengers arriving after 1:00PM, take free 
shuttle bus to hotel). 

早晨遊覽大鹽湖、繼而沿80號公路東行經
迴音峽谷前往馬田谷，在1856年由馬田帶
領約500名摩門教移民，只憑手推車移民西
遷，在此遇上大風雪，145人受凍死亡，後
來摩門教會為了紀念此地而作為歷史文物
原地，同時這也是當年所有移民西遷必停
留之維修手推車之地，至今還保有文化。
參觀完畢後途經“獨立石”，一個高36米
的花崗巖的大石山。1843─1869年，當時
白人西遷，沒有公路和鐵路，靠得是徒
步、馬車，所以要想在大雪封山前翻過洛
基山脈，就必須在美國獨立日7月4日前走
到這個地方，然後在此歡慶國慶後，又必
須繼續趕路，十分艱辛，於是這個大石頭
被稱為獨立石。夜宿卡氏堡鎮。

酒店: : Best Western or similar 
In the morning visit Great Salt Lake. Then pass 
through Echo Canyon towards Independence 
Rock. Overnight in Cas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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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更是美國最

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清澈的溪流，鱒魚

力爭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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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Yellowstone Hotel or similar.

A full day tour of the park has been arranged for 
you, featuring the famous Old Faithful Geyser, 
Yellowstone Canyon, Yellowstone Waterfalls, 
hot spring and gey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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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猶他州的飛

機博物館。下午時分進入鹽湖城。然後送往

機場，(請安排下午7:00以後的班機，離開鹽

湖城，返回原居地)。
In the morning drive along the Snake River to the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Then proceed to cow-
boy town—Jackson Hole in the afternoon. You 
can enjoy free time to walk around town and have 
lunch at Jackson Hole. Continue heading south 
along the Great Salt Lake, and  visit Air Museum, 
back to Salt Lake City airport. (arrange flight after 
7:00pmfor home town) .

     瘋馬巨石-總統巨石-吉利鎮 

         CRAZY HORSE - MT.RUSHMORE
        GILLETTE  
3

      原居地 - 鹽湖城   
        HOMETOWN-SALT LAKE CITY  1 

     吉利鎮 - 黃石公園  
       GILLETTE - YELLOWSTONE4

       黃石公園-大提頓公園-鹽湖城    
          YELLOWSTONE - GRAND TETON 
          SALT LAKE CITY  
6

       鹽湖城-馬田谷-獨立石-卡氏堡鎮            
          SALT LAKE CITY- INDEPENDENCE 
          ROCK - CASPER   
2

買二送一, BUY 2 GET 1 FREE       黃石公園   
        YELLOWSTONE N.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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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WED(6/20-8/22)

週六/SAT(5/12-8/25)
$648 $60 $488 + $380

  
    

必付的費用/ MANDATORY CHARGE: 
※ 總統巨石，黃石公園，大提頓，瘋馬巨石，
  大鹽湖，飛機館 $75

※ Mt.Rushmore,Yellowstone, Grand Teton,  
     Crazy Horse, Great Salt Lake, Hill Air Force 
     Base $75

費用不包括 / FARE EXCLUDES
※ 司機與導遊的服務費, 建議每人每天$9.

※ 來回鹽湖城機票.

※ Driver & tour guide’s service fee at $9 per person per day.
※ Round trip Salt Lake City air tickets

Y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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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B5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大提頓公園飛機        

出發日期：週三(5/23-8/22), 五 (4/27-9/28), 日 (4/29-9/30)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丹佛

第二天: 丹佛, 瘋馬巨石, 總統巨石, 吉列鎮

第三天: 吉列鎮, 黃石公園 

第四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五天: 奧登市, 鹽湖城

$598 $50 $428 $878

YMB7 66號公路-黃石公園-總統巨石              

出發日期：週一 (5/21-8/20), 三 (4/25-9/26), 五 (4/27-9/28)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洛杉磯, 66號美國國道, 威廉士
第二天: 大峽谷, 馬蹄灣, 羚羊峽谷,蒙迪塞洛
第三天: 拱門國家公園, 洛磯山脈, 丹佛
第四天: 丹佛, 瘋馬巨石, 總統巨石, 吉列鎮
第五天: 吉列鎮, 黃石公園 
第六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七天: 奧登市, 鹽湖城

$748 $70 $638 $1108

YMB10 黃石公園-拱門公園- 總統巨石+ 精選項目      *含LAX接送機*

出發日期：週六, 日 (5/19-8/19), 一, 二, 三, 四 (4/23-9/27)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三天: 洛杉磯, 66號美國國道, 威廉士

第四天: 大峽谷, 馬蹄灣, 羚羊峽谷,蒙迪塞洛

第五天: 拱門國家公園, 洛磯山脈, 丹佛

第六天: 丹佛, 瘋馬巨石, 總統巨石, 吉列鎮

第七天: 吉列鎮, 黃石公園 

第八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九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十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送機 

$988 $90 $828 $1468

YMB12 舊金山-優勝美地-黃石公園-拱門公園- 總統巨石  *含接送機*

出發日期：週二 (5/8-8/7), 四 ((4/26-9/27), 六 (5/26-8/11)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 丹麥城,17哩灣, 舊金山

第三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美熹德

第四天: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 洛杉磯 

第五天: 洛杉磯, 66號美國國道, 威廉士

第六天: 大峽谷, 馬蹄灣, 羚羊峽谷,蒙迪塞洛

第七天: 拱門國家公園, 洛磯山脈, 丹佛

第八天: 丹佛, 瘋馬巨石, 總統巨石, 吉列鎮

第九天: 吉列鎮, 黃石公園 

第十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十一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十二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送機 

$1118 $95 $948 1678

YMB11 黃石公園-拱門公園- 總統巨石+兩大精選項目   *含LAX接送機*

出發日期：週 一, 二, 三, 四, 日 (4/22-9/27) , 週五, 六 (5/18-8/19)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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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號美國國道, 威廉士
第五天: 大峽谷, 馬蹄灣, 羚羊峽谷,蒙迪塞洛
第六天: 拱門國家公園, 洛磯山脈, 丹佛
第七天: 丹佛, 瘋馬巨石, 總統巨石, 吉列鎮
第八天: 吉列鎮, 黃石公園 
第九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十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十一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送機 

$1068 $120 $868 $1588

YMB 8  66號公路-黃石公園-總統巨石-西峽谷-拉斯維加斯   *含LAX送機*

出發日期：週一 (5/21-8/20), 三 (4/25-9/26), 五 (4/27-9/28)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洛杉磯, 66號美國國道, 威廉士

第二天: 大峽谷, 馬蹄灣, 羚羊峽谷,蒙迪塞洛

第三天: 拱門國家公園, 洛磯山脈, 丹佛

第四天: 丹佛, 瘋馬巨石, 總統巨石, 吉列鎮

第五天: 吉列鎮, 黃石公園 

第六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七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798 $80 $688 $1198

YMB 9  黃石公園-拱門國家公-總統巨石-拉斯維加斯     *含LAX接送機*

出發日期：週二 (4/24-9/25), 四 (4/26-9/27), 日 (5/20-8/19)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洛杉磯, 66號美國國道, 威廉士
第三天: 大峽谷, 馬蹄灣, 羚羊峽谷,蒙迪塞洛
第四天: 拱門國家公園, 洛磯山脈, 丹佛
第五天: 丹佛, 瘋馬巨石, 總統巨石, 吉列鎮
第六天: 吉列鎮, 黃石公園 
第七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八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九天: 工廠直銷店, 洛杉磯, 送機

$918 $90 $798 $1358

必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大峽谷，拱門公園，黃石公園，總統巨石，大提頓，瘋
馬巨石，大鹽湖

$95 $95

＋ 舊金山深度遊，優勝美地，17哩灣門票 $55 $55
＋ 俄勒崗火山湖五天遊：咆哮山莊觀光火車,納帕酒莊
   樹屋,沙斯塔鐘乳石洞

$90 $90

自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羚羊峽谷      $52 起     $52 起

拉斯維加斯夜遊 $35 $35

西峽谷玻璃橋 $30 $30
西峽谷直昇機 $220 $220
南大峽谷立體電影+午餐 $25 $22
舊金山灣區遊輪 $32 $22

5

   總統巨石•大峽谷•大提頓公園
飛機+巴士系列

Y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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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
地

DEP
ART		

團號	
Tour	Code	

天
數	
	

出發地/ 
離開地	
BEGIN/	
END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行		程		景		點		
	Itinerary	 	

雙人房

Twin	
第三人

3rd	pax	
第四人	
4th	Pax	

單人房	
Single	
Room	

洛	

杉	

磯	

或	

拉	

斯	

維	

加	

斯	

		LA	

		or	

		LV 

YMB12	 12	
LA	
/	

LA	

Tue		(5/8-8/7)	
Thur	(4/26-9/27)	
Sat				(5/26-8/11)	

LAX	in	+	SFO3+YMB8-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118	 95	 948	 1678	

YMB13	 13	
LA	
/	

LA	

Mon,	Tue	
(5/7-8/7)	
Wed,	Thur,	Fri	
(4/20-9/26)	
Sat,	Sun													
(5/26-8/11	&	8/19)	

LAX	in+SFO3	+YMB8+1	
Splendid	day	tour-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198	 105	 978	 1798	

YMB14	 14	
LA	
/	

LA	

Tue,	Wed,	Thur,	Fri	
(4/19-9/27)	
Sun,	Mon	(5/6-8/6)	
Sat	(5/19-8/18)	

	LAX	in+SFO3	+YMB8+2						
	Splendid	day	tour-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268	 135	 1018	 1908	

YMB13AC	 13	
LA	
/	

SLC	
Tue	(6/19-8/14)	

LAX	in	+	OCD5+YMB7-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298	 120	 1058	 1908	

	
	

  注意事項：

• 訂團時請先確認精選項目，以方便安排行程

規劃，入團後恕不更改。 

• 5天飛機團自行飛往丹佛之旅客，請自行前

往酒店。

• 從鹽湖城離團，請訂下午1點以後的航班離

開鹽湖城。

• 洛杉磯離團者，可免費LAX機場送機。

• 從洛杉磯飛回原居地之旅客，請安排晚上

9:00p.m (國內航班)，10:00p.m(國際航班)

以後的班機。 

• 以上行程會依到達日期不同而會有先後更改

順序。

第一天: 洛杉磯, 紅杉木國家公園, 普萊森頓

第二天: 納帕酒鄉, 紅木森林, 尤利卡

第三天: 雷森特城, 綺麗湖, 克來麥斯

第四天: 沙斯塔雪山, 沙斯塔湖洞穴, 

           日晷橋, 吉爾羅伊

第五天: 咆哮山莊, 洛杉磯

    俄勒崗火山湖五天

(A) 迪士尼樂園 $119 
(B) 環球影城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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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 棕櫚泉纜車工廠直銷名店 $75 
(G) 洛杉磯市區觀光 $75

   七大精選項目
    任選一天至三天

黃石公園搭配延伸組合

第一天: 洛杉磯，丹麥城，17哩灣，舊金山

第二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美熹德

第三天: 美熹德，優勝美地，洛杉磯  

    舊金山三天

   總統巨石•大峽谷•大提頓公園
黃石公園飛機+巴士系列

YM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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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
地

DEP
ART		

團號	
Tour	Code	

天
數	
	

出發地/ 
離開地	
BEGIN/	
END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行		程		景		點		
	Itinerary	 	

雙人房

Twin	
第三人

3rd	pax	
第四人	
4th	Pax	

單人房	
Single	
Room	

	

洛	

杉	

磯	

或	

拉	

斯	

維	

加	

斯	

   LA	

		or	

		LV 

YMB14AC	 14	
LA	
/	

SLC	

Mon	(6/18-8/13)	
Fri		(5/25&6/8-8/17)	

LAX	in	+	OCD5+1	Splendid	
day	tour	+	YMB7-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378	 130	 1078	 2028	

YMB14AA	 14	
LA	
/	

LA	

Tue	(6/12-8/22)	
Thur								
(5/17&5/31-8/9)	

LAX	in	+	OCD5+YMB8-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388	 140	 1148	 2038	

YMB11AC	 11	
LA	
/	

SLC	

Thur	(5/17-8/16)	
Sat				(5/26-8/11)	

LAX	in	+	SFO3+YMB7-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038	 85	 918	 1558	

YMB12AC	 12	
LA	
/	

SLC	

Wed	(5/16-8/15)	
Fri					(4/20-9/21)	

LAX	in	+	SFO3+1	Splendid	
day	tour	+YMB7-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118	 105	 898	 1678	

YMB13AC	 13	
LA	
/	

SLC	

Thur		(4/19-9/21)	
Tue				(5/15-8/14)	

LAX	in	+	SFO3+1	Splendid	
day	tour	+YMB7-SLC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188	 125	 928	 1788	

		
	舊	
	金	
	山	
	出	
	發	
		S	

		F	

		O	

 

YMB10SC	 10	
SFO	

/	
SLC	

Fri			(5/18-8/17)	
Sun	(5/27-8/12)	

SFO	in	+	YMB7	–	SLC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998	 85	 778	 1478	

YMB11SC	 11	
SFO	

/	
SLC	

Thur		(5/17-8/16)	
Sun				(5/26-8/12)	

SFO	in	+	YMB7+	1	Splendid	
day	tour	–	SLC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078	 105	 908	 1598	

YMB12SC	 12	
SFO	

/	
SLC	

Thur,	Fri,	Sat,	Sun	
(5/17-8/17)	

		SFO	in	+	YMB7+	1	Splendid					
		day	tour	–	SLC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SLC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158	 105	 988	 1718	

YMB11SA	 11	
SFO	

/	
LA	

Fri			(5/18-8/17)	
Sun	(5/27-8/12)	

SFO	in	+	YMB8	–	LAX	
Free	SFO	airport	pick	up	and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088	 95	 958	 1608	

2

   總統巨石•大峽谷•大提頓公園
黃石公園飛機+巴士系列

Y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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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公園-鳳凰城 巴士系列

YAB 約書亞樹•索多納•羚羊峽谷

SUPER VACATION INC 美亞假期

2018
YAB6  約書亞樹-索多納-布萊斯峽谷-黃石公園巴士+飛機

出發日期：週五 (5/11-8/24)                            *不含接機,含SLC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洛杉磯, 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鳳凰城

第二天: 索多納, 大峽谷, 馬蹄灣, 佩吉鎮 

第三天: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鹽湖城

第四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五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六天: 奧登市, 鹽湖城

$718 $60 $568 $1058

YAB7  約書亞樹-索多納-布萊斯峽谷-羚羊峽谷-黃石公園

出發日期：週五 (5/11-8/24)                            *不含接機,含LAX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洛杉磯, 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鳳凰城
第二天: 索多納, 大峽谷, 馬蹄灣, 佩吉鎮 
第三天: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鹽湖城
第四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五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六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七天: 巧克力工廠, 直銷名牌店, 洛杉磯

$748 $70 $608 $1128

YAB8 約書亞樹-索多納-布萊斯峽谷-羚羊峽谷-黃石公園

出發日期：週四 (5/10-8/23)                                   *含LAX接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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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鳳凰城
第三天: 索多納, 大峽谷, 馬蹄灣, 佩吉鎮 
第四天: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鹽湖城
第五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六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七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 直銷名牌店, 洛杉磯, 送機

$858 $80 $698 $1278

YAB11 約書亞樹-索多納-布萊斯峽谷-羚羊峽谷-黃石公園-舊金山

出發日期：週四 (5/10-8/23)                                       *含LAX接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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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鳳凰城
第三天: 索多納, 大峽谷, 馬蹄灣, 佩吉鎮 
第四天: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鹽湖城
第五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六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七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 直銷名牌店, 洛杉磯
第九天: 洛杉磯, 丹麥城, 17哩灣, 舊金山
第十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美熹德
第十一天: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1068 $95 $898 $1608

YAB12 索多納-布萊斯峽谷-羚羊峽谷-黃石公園-舊金山+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週三, 四 (5/9-8/23)                                      *含LAX接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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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鳳凰城

第三天: 索多納, 大峽谷, 馬蹄灣, 佩吉鎮 

第四天: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鹽湖城

第五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六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七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 直銷名牌店, 洛杉磯 

第九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十天: 洛杉磯, 丹麥城, 17哩灣, 舊金山

第十一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美熹德

第十一天: 優勝美地, 洛杉磯, 送機 

$1148 $105 $928 $1728

YAB9 約書亞樹-索多納-布萊斯峽谷-羚羊峽谷-黃石公園 + 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週三, 四 (5/9-8/23)                             *含LAX接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第一天: 接機, 旅館
第二天: 七大精選項目任選其一
第三天: 洛杉磯, 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鳳凰城
第四天: 索多納, 大峽谷, 馬蹄灣, 佩吉鎮 
第五天: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鹽湖城
第六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七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八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九天: 直銷名牌店, 洛杉磯, 送機

$928 $90 $768 $1388

YAB10 約書亞樹-索多納-布萊斯峽谷-羚羊峽谷-黃石公園 +兩大精選項目

出發日期：週二, 三, 四 (5/9-8/23)                               *含LAX接送機*

行  程  景  點
雙人房
每人

免費者
應付

小孩/
第四人

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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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樹國家公園, 鳳凰城

第五天: 索多納, 大峽谷, 馬蹄灣, 佩吉鎮 

第六天: 羚羊峽谷, 布萊斯峽谷, 鹽湖城

第七天: 鹽湖城, 黃石公園 

第八天: 黃石公園, 大提頓公園, 奧登市 

第九天: 奧登市, 鹽湖城, 拉斯維加斯

第十天: 直銷名牌店, 洛杉磯, 送機

$1048 $100 $808 $1508

必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約書亞樹公園,大峽谷,布萊斯峽谷,黃石公園,大提頓,大鹽湖 $75 $75

＋ 舊金山深度遊，優勝美地，17哩灣門票 $55 $55
＋ 俄勒崗火山湖五天遊：咆哮山莊觀光火車,納帕酒莊
   樹屋,沙斯塔鐘乳石洞

$90 $90

自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羚羊峽谷      $52 起     $52 起

拉斯維加斯夜遊 $35 $35

西峽谷玻璃橋 $30 $30
西峽谷直昇機 $220 $220
南大峽谷立體電影+午餐 $25 $22
舊金山灣區遊輪 $32 $22



9

	
出發
地

DEP
ART		

團號	
Tour	
Code	

天
數	
	

出發地/ 
離開地	
BEGIN/	
END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行		程		景		點		
	Itinerary	 	

雙人房

Twin	
第三人

3rd	pax	
第四人	
4th	Pax	

單人房	
Single	
Room	

		洛	

杉	

磯	

或	

菲	

尼	

克	

斯 

YAB13	 13	
LA	
/	
LA	

Tue,	Wed,	Thur	
(5/8-8/23)	

LAX	In	+	YAB7+SFO3+2	Splendid	
Day	Tour	–	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218	 140	 968	 1798	

YAB14	 14	
LA	
/	
LA	

Thur												
(5/17&5/31-8/9)	
Fri																			
(5/25&6/8-8/17)	

LAX	In	+	YAB7+OCD5+2	Splendid	
Day	Tour	–	LAX	
Free	LAX	airport	pick	up	and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1358	 150	 1128	 1988	

YAB8PA	 8	
PHX	
/	
LA	

Fri	(5/11-8/24)	
Phx	in	+	YAB7+1	Splendid	Day	
Tour	–	LAX	
Free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858	 90	 698	 1278	

YAB10PA	 10	
PHX	
/	
LA	

Fri	(5/11-8/24)	
Phx	in	+	SFO	–	LAX	
Free	LAX	airport	drop	off.	

賣		價	
Selling	Price	 998	 95	 878	 1498	

	

  注意事項：
• 訂團時請先確認精選項目，以方便安排行程

規劃， 入團後恕不更改。 
• 鳳凰城參團者，可在任何時間抵達自行乘坐

酒店專車前往酒店入住。
• 從鹽湖城離團，請訂下午1點以後的航班離

開鹽湖城。
• 洛杉磯離團者，可免費LAX機場送機。
• 從洛杉磯飛回原居地之旅客，請安排晚上

9:00p.m   (國內航班)，10:00p.m(國際航
班)以後的班機。 

• 以上行程會依到達日期不同而會有先後更改
順序。

第一天: 洛杉磯, 紅杉木國家公園, 普萊森頓

第二天: 納帕酒鄉, 紅木森林, 尤利卡

第三天: 雷森特城, 綺麗湖, 克來麥斯

第四天: 沙斯塔雪山, 沙斯塔湖洞穴, 

           日晷橋, 吉爾羅伊

第五天: 咆哮山莊, 洛杉磯

    俄勒崗火山湖五天

(A) 迪士尼樂園 $119 
(B) 環球影城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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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 棕櫚泉纜車工廠直銷名店 $75 
(G) 洛杉磯市區觀光 $75

   七大精選項目
    任選一天至三天

第一天: 洛杉磯，丹麥城，17哩灣，舊金山

第二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美熹德

第三天: 美熹德，優勝美地，洛杉磯  

    舊金山三天

黃石公園搭配延伸組合

黃石公園-鳳凰城 巴士系列

YAB 約書亞樹•索多納•羚羊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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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自由選擇參加精選項目： (A)迪士尼樂園$119. (B)環球影城$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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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F)棕櫚泉纜車工廠直銷名店$75. (G)洛杉磯市區觀光$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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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週三, 四, 五 (1/3-12/22), 每週三, 四, 五 (5/24-9/1),  每週一,六,日 (6/1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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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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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70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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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9)，每週五  (5/2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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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60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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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28)，每週三, 四, 五 (5/24-8/18 & 8/2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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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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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70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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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2-12/22)，每週一 (6/18-8/20)，每週二, 五 (5/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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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城, 17哩灣, 舊金山
第三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美熹德
第四天: 優勝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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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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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80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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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9-12/28)，每週二, 五 ( 5/23 - 8/18 &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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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
第三天: (A)南峽谷或(B)西峽谷(C)羚羊彩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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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 $80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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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28)，每週一,二,三,四,五,日 (5/22-8/18 & 8/2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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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
第三天: (A)南峽谷或(B)西峽谷(C)羚羊彩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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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 $100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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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週一, 二, 三, 四, 五, 日 (1/1-12/21)，每週一, 二, 三, 四, 五, 日 (5/20-8/31)
                 天天 (6/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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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 丹麥城, 17哩灣, 舊金山
第三天: 舊金山市區觀光, 美熹德
第四天: 優勝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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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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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 $100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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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26)，每週三  (5/23-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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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峽谷或(B)西峽谷(C)羚羊彩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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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70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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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舊金山深度遊,優勝美地,17哩灣門票(8/10 UTAH團需另加) $55 $55

TAHOE  系 列 必 付 費 項 目

項 目 內 容 大 人 小 孩

優勝美地門票 $10 $10
大峽谷可自選： 
(7V/8/10 TAHOE團

需另加)

(A)西峽谷$90(入場費, 午餐),(B)南峽谷門票$50(入場費)

(C)下羚羊峽谷之旅$134起, (D)如都不參加需付自由行$30

猶他-羚羊彩穴
馬蹄灣系列

太浩湖-舊金山
優勝美地系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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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一 (6/18-8/20), 每週五 (5/26-9/1)，每隔週五  (1/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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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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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60 $328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