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s Explore!!
全方位探索黃石國家公園&拉什莫爾山

10 Days / 8 Nights Package
[Depart on every WED]

Travel license number: 353838

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以豐富的野生動物種類和地熱資源聞名，
公園中有多種類型的生態系統，其中以亞高山帶森林為主。整個黃石擁有全世界一半的地熱點(至少1萬個)和三分之
二的間歇泉(300個)，世界上最著名的間歇泉就是位於上間歇泉盆地的老忠實間歇泉，同時城堡間歇泉、獅子間歇泉
和蜂巢間歇泉也均位於這一盆地。

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俗稱美國總統公園、美國總統山、總統雕
像山。公園內有四座高達60英尺(約合18米) 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前總統頭像，分別是華盛頓、傑佛遜、老羅斯福和林
肯，這四位總統被認為代表了美國建國150年來的歷史。
Hotel

Adult Twin Sharing

Los Angeles: Best Western Executive Inn or similar
Richfield UT: Travelodge or similar
Denver: Ambassador Hotel Aurora or similar
Gillette: Clarion Inn or similar
Yellowstone: Travelers Lodge
Salt Lake City: Comfort Inn or similar
Las Vegas: Riviera Hotel or similar

第1日

$12890

Adult Triple
Sharing

Adult Quad
Sharing

Child (2-9yrs)
No Bed

$11590 $11190 $9290

香港 (Hong Kong) - 洛杉磯 (Los Angeles)
乘聯合航空到洛杉磯。
洛杉磯機場送到酒店 (Los Angeles Int’l Airport)
到達洛杉磯機場，將有代表迎接及提供行程包裹。
送至酒店後客人可自行暢遊洛杉磯。
洛杉磯 (Los Angeles) - 錫達城 (Cedar City) -猶他州里奇菲爾德

第2日

第3日

(Utah Richfield) [中/英兩語SIC遊覽]

早上乘遊覽車從洛杉磯出發，進入北美最大的莫哈比沙漠。經
錫達城再繼續前往猶他州， 夜宿里奇菲爾德。
里奇菲爾德 (Utah Richfield) - 拱門國家公園 (Arch National Park) 丹佛 (Denver) [早餐、中/英兩語SIC遊覽]
前往世界最大的自然沙石拱門集中地-拱門國家公園。佔地七
萬三千英畝的國家公園內，有超過2000多座拱形石橋散布四周，
各有特色，結合了風和水的侵蝕力量。之後進入科羅拉多州。
夜宿首府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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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Explore!!
全方位探索黃石國家公園&拉什莫爾山
Travel license number: 353838

日數

行程
丹佛 (Denver) - 拉什莫爾山 (Mt. Rushmore) -吉列城 (Gillette) [早餐、
中/英兩語SIC遊覽]

第4日

前往參觀舉世聞名的拉什莫爾山，鬼斧神工的雕刻技術，將美
國國父華盛頓、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和平使者羅斯福、黑
人之父林肯在雄偉的山峰留下不朽的傑作。夜宿吉列城。
吉列城 (Gillette)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早餐、中
/英兩語SIC遊覽]

第5日

第6日

跨越美國分水嶺洛基山脈，進入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 - 黃石公
園，在這古老的火山高原及全美最大的野生保護區，黑熊、灰
熊、高角鹿和多種稀有水鳥以此為家。夜宿黃石公園。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大提頓國家公園 (Grand
Teton) - 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中/英兩語SIC遊覽]
遊覽黃石公園的黃石湖、湖間釣魚橋、老忠實噴泉、巨象溫泉、
黃石瀑布、大峽谷。下午沿著蛇河河谷進入大提頓國家公園，
覆蓋千年不化的冰河，令你歎為觀止。夜宿鹽湖城。
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早餐、中/英兩語SIC

第7日

遊覽]

早上遊覽鹽湖城，稍作短暫停留再繼續前往拉斯維加斯。夜宿
拉斯維加斯。

第8日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 洛杉磯 (Los Angeles) [中/英兩語SIC遊覽]
返回洛杉磯，途經購物中心，大可盡情購物。夜宿洛杉磯。

第9-10日

洛杉磯 (Los Angeles) - 香港 (Hong Kong)
送到洛杉磯機場，乘聯合航空返港。

費用包括：
•來回聯合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兩晚洛杉磯酒店住宿
•來回洛杉磯機場與酒店接送
•7日6夜 SIC遊 & 4日早餐
•0.15% 旅遊業賠償基金
條款及細則：
•以上價錢以每人計算
•訂位代號：K
機票有效期 : 最長30日
•費用並未包括香港機場保安稅,兩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訂位時須繳交所有費用，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每發出機票乙張，收取港幣$30服務費

General Terms & Conditions
- Minimum 2 persons traveling together
- SIC tour is based on Bilingual (mainly Chinese speaking)
- All tipping for tour guide & driver, Airport & Hotel porterage are excluded
- NO refund for any unused services
-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 HK security charge, airport tax & fuel surcharge are not included
-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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