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西11天国家公园全景深度游
黄石国家公园 (冬季不开放)/大峡谷/红石峡谷/
羚羊彩峡/大提顿公园/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第一天：抵达拉斯维加斯 – 圣乔治

航班抵达赌城拉斯维加斯（航班需要在中午11点前到达）。经由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进入印第安人最多的亚利桑那州，穿越
气势万千的处女峡谷，之后进入犹他州圣乔治。免费航班接机服
务服务时间仅为早上8:00至晚上9:00。其他时间接送费用另计。
酒店 : Quality Inn Hotel 或同级

第六天：奥登市-盐湖城-拉斯维加斯

早餐后前往参观飞机博物馆，之后前往犹他州首府 - 盐湖城，抵
达后参观摩门教大教堂，犹他州政府大厦观光及市区观光。傍晚
时分到达沙漠明珠号称拥有最美的夜景和最精彩的表演-拉斯韦加
斯，入住拉斯韦加斯大道中心酒店，晚上可自费参加四小时的夜
游(Bellagio酒店的音乐水喷泉；Paris酒店的艾菲尔铁塔；Vene-
tian酒店的凤尾船；拉斯韦加斯老城的电子音乐灯光表演等)
酒店 : Park MGM Hotel或同级

第七天：拉斯韦加斯-西峡谷玻璃桥 (住宿峡谷内) 
或 南峡谷深度游

南大峡谷深度游:周二出发的团友，清晨出发前往被称为世界七大
奇迹之一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独家设计的行程可以让你可以有充
裕的时间畅游大峡谷国家公园。导游徒步带领参观三个不同的观
景点:玛泽观景点,亚瓦派点,光明天使点欣赏大峡谷的壮丽，探索不
同岩层的美丽颜色。可自费参加直升飞机在高空俯翱翔，并更近
距离的感受大峡谷的魅力。傍晚抵达亚利桑那州的威廉姆斯，可
以参加熊利桑那野生动物园，映入眼帘的有野生动物，如美洲虎
，熊，野牛，鹿/麋鹿，豹，狼等等，熊利桑那还会特别为我们的
客人准备丰富的西部牛仔式自助晚餐，独特的体验让每位游客流
连忘返。
酒店: Red Roof Plus Williams 或同级

西峡谷深度游：周五出发的团友，下午抵达西峡谷，入住离峡谷
约一千呎的西部牛仔牧场.接着前往老鹰景点,欣赏大峡谷的壮丽,可
步行玻璃桥,在桥上,你可以欣赏到720度的大峡谷景观,傍晚抵达蝙
蝠景点，返回到牛仔村更可以欣赏到峡谷壁在夕阳斜照下呈现出
一片金黄色，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晚间边享用烤肉美食(BBQ 
Ribs)边欣赏牛仔为您演唱的吉他乡村歌曲。餐后在天气许可的情
况下参加营火晚会。你更可在峡谷的夜空下寻找你的星座或观看
皎洁的月亮，夜宿西峡谷。
酒店: Hualapai Ranch West Canyon 或同级

第八天：西峡谷 / 南峡谷- 洛杉矶

周二出发的团友：早上离开威廉士，途径美国六十六号公路回到
洛杉矶，66号公路被美国人亲切地称为母亲之路。傍晚时分抵达
洛杉矶。

周五出发的团友：清晨起床观看日出,您可直接在房间内或走出房
外,悠闲地欣赏缓缓上升的日出美景,早餐后,可自由参加乘坐直升机
深入峡谷,在清晨的习习凉风中乘坐游艇饱览科罗拉多河两岸的壮
丽风光，依依惜别热情的牛仔后，返抵洛杉矶。
酒店：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九天：洛杉矶-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优胜美地是美国加州中东部横跨横跨图奥勒米县、马里波萨县和
马德拉县东部部分地区的国家公园1984年，优胜美地被选定为世
界遗产，其壮观的花岗岩峭壁、瀑布、清澈的溪流、巨型红杉林
和生物多样性为国际所公认。
酒店：Best Western 或同级

第十天 ：旧金山市区观光

清晨,前往北加州最迷人的旧金山，著名的金门大桥、渔人码头、
唐人街、九曲花街、艺术宫殿、都使您流连忘返。下午接着畅游
深度游-悬崖屋，圣马丽教堂，双子峰及旧金山市政府大楼 ，其景
点之风景更是美不胜收。
酒店 : Double Tree/ Crown Plaza Silicon Valley或同级

第十一天 ：17哩湾-奥特莱斯-洛杉矶

早上八时离开旧金山，前往迷人的蒙特利半岛﹐蜿蜒的海岸﹑澎
湃的浪花﹑奇形的礁石﹑可爱的海狗海狮徜徉其间,亿万富豪的华
厦别墅金碧辉煌﹐闻名中外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也曾住在此的十七
哩蒙特利海湾﹐沿途美景令您心旷神怡。傍晚时分抵达洛杉矶。
接着送往机场返回原居地。
 (离开洛杉矶的班机请安排在晚上9:30之后起飞）

第二天：羚羊彩穴 – 马蹄湾 – 蒙迪塞洛
今天我们将前往亚利桑那州的佩吉市，去游览两处亚利桑那最风
景如画的景点：羚羊彩穴和马蹄湾。游客将会有机会徒步下羚羊
峡谷。马蹄湾是科罗拉多河的一处河湾，距鲍威尔河约5英里。从
这个马蹄湾眺望可以将多彩的峡谷尽收眼帘，另外急转的河湾更
是尤为壮观。羚羊峡谷是著名的是著名的摄影景点，位于美国亚
利桑纳州北方。宽的地方不过3-5米，窄的地方只能容下一个人穿
行。下羚羊峡谷呈“V”型，在光线的折射下呈现缤纷色彩。
酒店 : Rodeway Inn Monticello或同级

第三天 ：拱门国家公园 – 死马点州立公园 – 盐湖城

清晨前往世界最大的自然沙石拱门集中地拱门国家公园，拥有超
过六百座天然拱型石桥散布四周，各有特色。它们结合了风和水
的侵蚀力量﹐创造了如此精妙的景观，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接着来到死马点州立公园，整个公园是一个四周都
是陡峻峭壁的砂岩半岛，四周则是高达2000呎的悬崖峭壁，峭壁
下即是被科罗拉多河侵蚀的鬼斧神工般的切割地形。从这个公园
的观景台可以俯瞰深达六百公尺深的峡谷。夜宿犹他州第一大城
—盐湖城。
酒店 : Red Lion Salt Lake City或同级

第四天 ：盐湖城 - 黄石公园

清晨出发，沿着较海水盐分高出七倍的大 盐湖北行，一路上辽阔
的草原，驰骋的牛羊。中午时分进入著名的牛仔州—怀俄明州。
在充满西部风味的杰克森城午餐后， 进入全美第一座国家公园黄
石公园。独特神奇的“粉色豆浆泉”、温泉“大棱镜”、知名地
标“老忠实间歇泉”及百年原木客栈。特别安排漫步‘喷泉一英
里’，进入童话般的黄石世界一探知名‘牵牛花’温泉池之神秘。
酒店: 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五天 ：黄石公园 -大提顿公园-奥登市

早餐后继续游览黄石公园，随处的喷泉， 浪漫迷人的黄石湖，雄
伟秀丽的黄石峡谷，万马奔腾的黄石瀑布，神秘静谧的森 林，五
彩缤纷的温泉，屹立湖山之间的钓鱼桥，发出隆隆巨声的火山口
等美景分布在这块约台湾四分之一大的古老火山高原，她更是美
国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清澈的溪流，鳟鱼力争上游，如茵的
草原，野牛﹑驯鹿觅食其上，其他如黑熊、 棕熊、扁角鹿和各种
稀有水鸟亦以此为家。之后前往大提顿公园。高耸入云的山岭覆
盖着千年的冰河，山连山，峰连峰，犹胜富士雪山。傍晚抵达奥
登市。
酒店 : Ramada Inn or similar或同级

奥克兰总店
北岸Northcote分店
北岸Rosedale分店
西区Mt Albert分店

09 375 1717
09 418 5188
09 479 9588
09 845 6679

东区Howick分店

东区East Tamaki店

东区Highland Park店

09 535 2809

09 265 1888

09 535 8588

惠灵顿图书馆分店

惠灵顿Lower Hutt分店

基督城Christchurch分店

04 499 9668

04 566 0205

03 365 63960800 287 888 www.kiwiyou.co.nz

1. 全程行程酒店 (不含早餐)
2. 景点门票：大峡谷，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
大盐湖，羚羊峡谷，马蹄湾，旧金山深度游，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3. 交通接送
4. 机场来回接送机- 免费接送机时段: 
    08:00AM-09:00PM其他时间需另支付附加费

- 成人：NZD2310起每位成人（双人房）

- 第三位成人：NZD950起
（需与两位成人合住一房，不加床）

- 第四位成人或12岁以下儿童价格：
   NZD1800起
（需与两位成人同住，不加床）

- 单房差：NZD900

价格

费用包含

1. 新西兰往返美国国际机票及燃油税
2. 早午晚三餐
3. 自费项目
4. 个人消费
5. 美国签证
6. 自费项目
7. 小费标准每人每天US＄9.00

费用不包括

1. 即使团员已携带有效的旅游证件﹐但如遭
海关或移民局人员拒绝入境美国或加拿大﹐
恕本公司无法及不会负担任何责任或费用｡所
付团费亦不会发还
2. 严禁使用任何景点门票代用券，否则每名
乘客缴交USD$65附加费
3. 行程顺序将以确认单为准。
4. 请备妥签证后再报名此团。

注意事项

1. 确认报名，请缴交全部团款。
2. 出发前45-31天(含当天)取消此团，扣除全
部团费的50%。
3. 出发前30天(含当天)取消此团，扣除全部
团款。

注意条款

周二/五出发$2310起/人 （出发日期有限制，请详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