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黃石公園 多地參團
鹽湖城 | 洛杉磯 | 拉斯維加斯

價格按美金計價價格按美金計價

*參團接機：接機時間為早上11:00至晚上18:00
*離團送機：乘坐酒店機場穿梭巴士前往機場。

鹽湖城參團鹽湖城參團

*參團接機: 接機時間為每天早8:30至晚21:30。
*離團送機：晚上21:30以後離開洛杉磯的航班洛杉磯參團洛杉磯參團

*參團接機：接機時間僅為下午13:30。
*離團送機：晚上21:30以後離開洛杉磯的航班

拉斯維加斯參團拉斯維加斯參團

 住宿2晚黃石公園黃石公園-鹽湖城深度遊5天

第一天：原居地-鹽湖城
第二天：傑克遜小鎮-大提頓-黃石公園
第三天：黃石公園
第四天：黃石公園-鹽湖城市區遊-大鹽湖
第五晚：鹽湖城-原居地

團號：W05

包括黃石公園、大提頓公園、
大鹽湖。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828 $628 $10 $408
團
費

2019年5月11日-10月5日 週二、六出發

必付
費用 $90

黃石公園大巨環全景遊8天

第一天：原居地-拉斯維加斯
第二天：布萊斯峽谷-錫安國家公園-聖喬治
第三天：羚羊彩穴-馬蹄灣-紀念碑山谷
第四天：拱門國家公園-峽谷地國家公園-鹽湖城
第五天：黃石公園
第六天：黃石公園-大提頓-傑克遜-鹽湖城
第七天：鹽湖城市區遊-大鹽湖-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巧克力工廠-仙人掌庭院-奧特萊斯-洛杉磯

團號：YQ8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1088 $738

免費 $518

2019年5月4日-10月2日週三、六出發

黄石公园-总统巨石-盐湖城舒游6天

第一天：原居地-鹽湖城
第二天：傑克遜小鎮-大提頓-黃石公園
第三天：黃石公園-野牛水壩-吉列
第四天：魔鬼峰-總統巨石-瘋馬巨石-彩石鎮
第五天：獨立岩-帕克奧運村-鹽湖城市區遊-大鹽湖
第六天：鹽湖城-原居地

團號：M06

包括黃石公園，大提頓公園，總統
巨石，魔鬼峰，瘋馬巨石，大鹽湖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838 $588 $10 $378
團
費

2019年5月5日-10月4日天天出發

必付
費用 $120

包括黃石公園、大提
頓公園、馬蹄灣、大
鹽湖、拱門國家公園
、錫安國家公園、峽
谷地國家公園、布萊
斯國家公園、紀念碑
山谷、羚羊彩穴

團費

必付費用 $221

黃石公園美國國家公園環遊9天

第一天：原居地-拉斯維加斯
第二天：拉斯維加斯-大峽谷西緣-胡佛水壩-聖喬治
第三天：包偉湖-羚羊彩穴-馬蹄灣-鹽湖城
第四天：黃石公園
第五天：黃石公園-大提頓-傑克遜
第六天：鹽湖城市區遊-天空之境-雷諾
第七天：太浩湖-加州首府-納帕酒鄉-舊金山
第八天：舊金山市區遊-叮噹車-水族館（自費）-加
州伯克利大學
第九天：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洛杉磯

團號：YK9G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1298 $898

免費 $638

2019年5月3日-10月2日 週二、五出發

包括黃石公園、大提
頓公園、馬蹄灣、大鹽
湖、天空之鏡、納帕酒
鄉、大峽谷西緣、叮噹
車、舊金山深度遊、伯
克利大學、優勝美地
國家公園、羚羊彩穴

團費

必付費用 $321

黃石公園羚羊彩穴大峽谷樂遊8天

第一天：原居地-洛杉磯
第二天：洛杉磯-奧特萊斯-拉斯維加斯-聖喬治
第三天：包偉湖-羚羊彩穴-馬蹄灣-鹽湖城
第四天：黃石公園
第五天：黃石公園-大提頓-傑克遜-鹽湖城
第六天：鹽湖城市區遊-大鹽湖-拉斯維加斯
第七天：大峽谷（西/南）胡佛水壩-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巧克力工廠-仙人掌庭院-奧特萊斯-洛杉磯

團號：LYU8G
2019年5月4日-10月5日天天出發

黃石公園總統巨石羚羊彩穴經典10天 團號：LMU10G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1078 $728

$10 $518

包括黃石公園、大提
頓公園、馬蹄灣、羚
羊彩穴、大鹽湖和大
峽谷門票

團費

必付費用 $251

第一天：原居地-洛杉磯
第二天：洛杉磯-拉斯維加斯-聖喬治
第三天：包偉湖-羚羊彩穴-馬蹄灣-鹽湖城
第四天：傑克遜-大提頓國家公園-黃石公園
第五天：黃石公園-野牛水壩-吉列
第六天：魔鬼峰-總統巨石-瘋馬巨石-彩石鎮
第七天：獨立岩-帕克奧運村-鹽湖城市區遊-大鹽湖
第八天：鹽湖城-拉斯維加斯
第九天：胡佛水壩-大峽谷（西/南）-拉斯維加斯
第十天：巧克力工廠-仙人掌花園-奧特萊斯-洛杉磯

2019年5月4日-10月6日天天出發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1348 $898

$10 $638

包括黃石公園、大提
頓公園、總統巨石、瘋
馬巨石、魔鬼峰、羚羊
彩穴、馬蹄灣、大鹽湖
和大峽谷

團費

必付費用 $311



费用包括：
1. 當地豪華歐洲旅遊巴士
2. 美國當地品牌酒店（標準間，無加床）
3. 當地專業中英雙語導遊

費用不含：
1. 膳食
2. 必付景點門票費用，請於團上以美金現金
的方式支付給導遊
3. 機票、司機及導遊服務費（每天每位客人
$10美元，大小同價）
4. 旅遊保險和所有私人性費用

D.O.I. Feb 2019  TICO:#4671111 / #4671053  BC:#24426 / #36488 / #63436

黃石公園-入住1晚西峽谷木屋-羚羊彩穴-布萊斯峽谷8天

第一天：原居地-洛杉磯
第二天：洛杉磯 - 拉斯維加斯 - 西大峽谷（入住西
峽谷小木屋）
第三天：西大峽谷 - 羚羊彩穴 - 馬蹄灣 - 卡奈布
第四天：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 - 鹽湖城 - 普克泰羅
第五天：黃石國家公園
第六天：黃石公園 - 大提頓國家公園 - 傑克森 - 鹽
湖城
第七天：鹽湖城 - 州府山莊 - 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巧克力工廠 - 仙人掌花園 - 奧特萊斯 - 洛
杉磯

團號：YS8
2019年4月25日-10月11日每週 一，二，三，四，五出發

洛杉磯-2晚黃石公園-羚羊彩穴-布萊斯峽谷9天 團號：YZ9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1068 $718

$70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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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峽谷門票 1早餐 1
晚餐

團費

必付費用 $228

第一天：原居地-洛杉磯
第二天：洛杉磯-拉斯維加斯-聖喬治
第三天：包偉湖-羚羊彩穴-布萊斯峽谷-鹽湖城
第四天：黃石公園
第五天：黃石公園
第六天：黃石公園-大提頓-傑克遜-大鹽湖
第七天：鹽湖城-州府山莊-聖殿廣場-拉斯維加斯
第八天：大峽谷西緣-胡佛水壩-拉斯維加斯
第九天：巧克力工廠-仙人掌花園-奧特萊斯-洛杉磯

2019年4月19日-10月14日天天出發

單人房 雙人房

第3人 第4人
$1358 $918

$80 $508

含黃石國家公園、
大提頓國家公園、
大鹽湖、馬蹄灣，
四星酒店度假村費、
燃油附加費；西峽
谷

團費

必付費用 $210

5/14至10/3期間週二、三、四出發可升級入住黃石公園
木屋，加收$180每房

可升級入住黃石小木屋
5/13至9/30週一出發還可升級入住黃石公園木屋，
加收$180每房

可升級入住黃石小木屋

接機：洛杉磯國際機場（LAX）接機時間為早8:30至晚10:30，每小時一班
送機：晚上21:30以後（國內）或22:30（國際）離開洛杉磯的航班
接機：洛杉磯國際機場（LAX）接機時間為早8:30至晚10:30，每小時一班
送機：晚上21:30以後（國內）或22:30（國際）離開洛杉磯的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