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品黄石深度小众超豪华 7天团（XY7） 

                                                         --（团号：XY7) 

出发团期 

2021：07/07, 07/21, 08/04, 08/18, 09/01, 09/15 

*6 人以上成行，司兼导 

*可提供包车报价 

出发地：拉斯维加斯 

离团地：洛杉矶 / 拉斯维加斯 

*客人参团时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出发前 3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黄石木屋需提前一个月以上报名，先到先得。 

类型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同房第 4 人 单人房加收 分房加收 

价格 $2988.00 $2238.00 $2238.00 $720.00 不提供分房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7 天 6 晚  目的地：美国-Las Vegas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包含所有国家公園和景区门票，每天不早于 8 点出发； 

包含两晚黄石公园木屋酒店；拉斯维加斯住五星级酒店 Aria 

包含酒店早餐、赠送一餐黄石野味大餐； 

 

行程介绍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最终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敬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第 1 天 

南大峽谷-東大峽谷-佩吉 （车程 600 公里，约 6.5 小时） 

描述：*接站点：拉斯维加斯大道酒店都可以上车，出发前一天会联系客人确认准确时间 

(7:30am-8am) 



 

 

早上各大酒店出发前往大峡谷 

1:00pm – 03:00pm 【南大峡谷】停留在大峽谷，好好閱讀這本地球的活教材。世界七大奇景之

首的大峽谷國家公園，領略造物主的神奇。即使滄海桑田，斗轉星移，時間在大峽谷刻下了長

情的告白。置身其中，蔚為壯觀。銹紅色的岩石，奔騰谷底的河流，形单影只的枯树，山頂盤

旋啞叫的烏鴉，都在訴說無言的故事。以個人之渺小體驗自然之大美，我們只能順服于天地，

更加敬畏自然。在这里，每一位過客都是摄影家，每一张照片都是风景画，每一個不爭的瞬間、

不忿的心情、不展的眉頭都在這浩瀚廣闊中煙消雲散。 

 

南大峡谷是大峡谷最宽广、最壮观的一段！同时也是国家公园访客中心所在！ 

【Yavapai 观景点】停留大众旅行团无法去到的 Yavapai 观景点，尽赏大峡谷的波澜壮阔！ 

【南峡谷直升机】可自费乘坐直升机从空中俯瞰大峡谷，穿越世界七大自然奇迹之首！ 

4:00pm – 4:40pm 【东大峡谷】停留 Desert View Tower，欣赏东大峡谷、以及科罗拉多高原

的无敌美景！随后前往佩吉。 

7:00pm 抵达佩吉 

 

住宿：Best Western Page 或同级 

第 2 天 

馬蹄灣-羚羊彩穴-布萊斯-普沃 （车程 450 公里，约 6 小时） 

描述：8:00am  用过早餐（包含酒店自助早餐），从酒店出发 

8:30am – 9:30am 【馬蹄灣】馬蹄灣—國家地理雜誌評選出的美國十大最佳攝影地點之一！科

罗拉多河床上密布的水草使得河水在阳光下呈现出荧光般的幽绿，河流于此在红褐色的峡谷内

急转 360 度，切割出一个马蹄状的峡谷，马蹄湾正是由此而得名。站在峭壁边，沉醉于碧水蓝

天红岩钩织出的动人心魄的美。 

10:15am – 11:30am 【羚羊彩穴】全世界最奇特的狭缝洞穴，世界十大摄影地点之一！羚羊

彩穴分為上羚羊和下羚羊，上羚羊在納瓦霍語意為 “有水通過的岩石”， 而下羚羊意為“拱狀的



 

螺旋岩石”。羚羊彩穴的魅力在于，斑駁的紅砂岩經過自然束光折射幻化出艷麗的色彩，如夢幻

的絲綢，層層疊疊，又如絢麗的夢境，飄飄忽忽，而這些只是光與影聯袂獻出的一場絕佳表演。

身臨其境，每個人都會成為攝影師，為自己的旅程拍上美美的照片。置身如夢似幻的色彩天堂，

一擷斑斕旖旎的好風光。 

 

乘坐吉普车，跟随印第安向导一探上羚羊彩穴！ 

2:00pm – 03:30pm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巨大自然露天劇場。其獨特的地理結構稱為石俑。

由風、河流裡的水與冰侵蝕和湖床的沉積岩組成。位於其內的紅色、橙色與白色的岩石形成了

奇特的自然景觀，因此其被譽為天然石俑的殿堂。印第安人传说这些石俑原本是一个神奇的部

落，因为得罪了天神被变为石俑。 

【日落峰步道】步道 1 公里，海拔 8200 英尺；体力消耗中度 

【布莱斯观景点】一览众山小，俯瞰公园全景 

 

8:00pm 抵达普沃 

 

住宿：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Provo Orem 或同级 

第 3 天 

傑克森 – 大提頓國家公園 – 黃石國家公園（车程 450 公里，约 5 小时） 

描述：8:00am  用过早餐（包含酒店自助早餐），从酒店出发 

12:30pm – 2:30pm 【傑克森】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南部，別稱是「牛仔城」，以濃濃西部風情為

號召，這裡的房子全部都是仿西部味道建成的，當然也不缺牛仔、馬兒和馬車穿梭不停，增加

了遊客的興緻。这里是大黄石生态圈的一部分，一个户外活动的天堂，也是世界闻名的度假胜

地。 

【鹿角公园】傑克森小鎮的著名標誌；公园四角的四个巨大拱形足足用了 7,700 多个麋鹿角搭

建而成。據說每年有約 7,500 只麋鹿在麋鹿保護區過冬，到春天他們會自動換角，這些拱門就

是用脫落的麋鹿角搭建而成。 



 

3:00pm – 6:00pm 【大提頓国家公園】大提顿公园高耸入云的山峰覆盖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玉

雪冰清，荡涤着游人疲惫蒙尘的心，大坝雪山倒映在大提顿湖上，悠然宁静，唯美而已。 

【小眾體驗】大提頓國家公園健行 

1. 大提顿峰观景点 

2. 珍妮湖观景点 

3. 蛇河观景点 

4. 寇尔特湾健行 (约 1 小时，体力消耗轻度) 

7:00pm 抵达黄石公园小木屋 

【黄石公园小木屋】住宿全新装修黄石湖畔小木屋，步行三分钟到黄石湖。黄石国家公园面积

约为台湾的四分之一，比美国特拉华州和罗德岛州加起来还大。住宿在黄石国家公园公园内的

小木屋，不但省却每天进出公园的长途奔波，更重要的是每天早上起来身处黄石公园内的美妙

感觉。 

黄石湖的日出美景，与大自然零距离的接触，让人心旷神怡！更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

物！黄石公园小木屋一房难求，与大众旅行团相比，小众团无疑是最佳体验黄石公园的出游方

式！ 

温馨提示：在公园内，不要接近或喂食任何野生动物。黄石处于洛基山脉，早晚温差大，请穿

厚衣服及舒适运动鞋。 

 

 

住宿：Grant Village Lodge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 4 天 

黄石国家公园（车程 150 公里，约 2 小时） 

描述：8:30am 早上可自行去湖边散步，用过早餐（包含小木屋自助豪华早餐），从酒店出

发。 

【黄石国家公园】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大自然的馈赠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坐落在最大的



 

世界活火山口上，黄石拥有超过 10000 个地热现象，加上独特的生物生态环境，团友们将会看

到云蒸雾绕的峡谷，万马奔腾的瀑布，色彩旖旎的温泉，闲散漫步草原的美洲水牛和野鹿，以

及在水边栖息的水鸟。黄石是野生动物的家，也是画家笔下的名画，诗人口中的佳句，爱人的

眼睛，大自然的心。色彩在这里被无限挥霍，组合，放大，兼似有似无的轻雾，真是一步一回

头，处处皆美景。 

 

早上是观赏黄石秀美的最佳时间，我们会选择从公园的 8 字路线的东边开始。一路赏尽黄石湖、

黄石河谷、亚伯萨拉切山脉、黄石大峡谷，保证您在最佳时间拍出最美的照片！不过下车拍照，

请不要靠近任何野生动物。 

8:30am – 9:15am 1. 黄石湖西姆指 – West Thumb（健行约 45 分钟，体力消耗轻度，最佳

時間觀測！） 

9:40am –10:05am 2. 钓鱼桥 – Fishing Bridge 最佳時間觀測！ 

10:15am – 10:40am 3. 泥浆火山口 – Mud Volcano 最佳時間觀測！ 

10:50am – 11:05am 4. 海登山谷 – Hayden Valley 最佳時間觀測！ 

11:15am – 11:45am 5. 艺术家点 – Artist Point 最佳時間觀測！ 

11:50am – 12:20pm 6. 上瀑布口 – Brink of Upper Falls 最佳時間觀測！ 

12:30pm – 1:15pm 7. 下瀑布口 – Brink of Lower Falls（健行约 45 分钟，体力消耗中度）最

佳時間觀測！ 

1:25pm – 2:25pm 8. 峡谷村午餐，国家公园访客中心选购纪念品 

3:00pm – 3:45pm 9. 罗斯福塔区 – Tower Roosevelt（健行约 45 分钟，体力消耗中度）最佳

時間觀測！ 

4:15pm – 4:35pm 10. 大猛犸热泉 – Mammoth Hot Spring（健行约 30 分钟，体力消耗轻度） 

5:10pm – 5:50pm 11. 诺丽斯喷泉盆地 – Norris Geyser Basin（健行约 45 分钟，体力消耗轻

度） 



 

6:15pm – 6:40pm 12. 调色板泥浆潭 – Fountain Paint Pot （健行约 30 分钟，体力消耗轻度） 

7:15pm 【晚餐】西式风味餐 

 

住宿：Grant Village Lodge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 5 天 

黄石国家公园 – 盐湖城（车程 450 公里，约 5 小时） 

描述：8:00am 早上可自行去湖边散步，用过早餐（包含小木屋自助豪华早餐），从酒店出

发。 

8:45am – 9:10am 13. 小饼干喷泉盆地 – Little Biscuit Basin 最佳時間觀測！ 

9:15am – 10:30am 14. 喷泉步道（健行约 75 分钟，体力消耗中度）最佳時間觀測！ 

10:30am – 10:45am 15. 牵牛花热泉- Morning Glory Pool 最佳時間觀測！ 

11:00am – 12:15pm 16. 老忠实喷泉 / 午餐 – Old Faithful Geyser / Lunch 最佳時間觀測！ 

12:30pm – 01:10pm 17. 中途喷泉盆地/大棱镜 – Midway Geyser Basin 最佳時間觀測！ 

1:15pm – 2:15pm 18. 山顶大棱镜俯视点 – Grand Prismatic Overlook（视步道是否开放成行，

约 60 分钟，体力消耗中度）最佳時間觀測！ 

6:45pm – 7:15pm 【大盐湖】大鹽湖是史前邦納維爾湖的最大殘餘部分，是西半球最大的鹹水

湖，由於是內陸湖，湖水蒸發，導致礦物物質持續增多，鹽度很高，成為鳥類，鹵蟲及其他動

物們的天堂。 

7:15pm – 8:15pm 【晚餐】盐湖城中式晚餐 

 

住宿：Marriott Salt Lake Downtown at City Creek 或同级 

第 6 天 

州府山庄 – 圣殿广场 – 拉斯维加斯（车程 650 公里，约 6 小时） 

描述：8:00pm 酒店用过早餐出发 

 

08:15am – 09:00am 【犹他州州府山庄】整个建筑的规模和形制可与华盛顿的国会山庄相媲美。

拜占庭式的圆顶，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绚丽辉煌；新古典式的内部装饰富丽堂皇、精雕



 

细琢。让您不由得赞叹其奢华与气派。 

 

09:15am – 10:15am 【圣殿广场】全世界摩门教徒的圣地，摩門教姊妹帶領我們參觀，并娓娓

道來摩門教的教義以及發展的歷史。 

 

12:15pm – 01:15pm 【午餐】中式自助餐 

 

5:30pm 抵达拉斯维加斯 

 

住宿：ARIA Resort & Casino 或同级 

第 7 天 

拉斯维加斯 

描述：8:30am 从酒店出发，享用中式早午餐 

10:00am – 3:00pm 【拉斯维加斯】 

【射击】美国是世界知名的枪支合法化国家。来到美国，实弹射击是不可错过的体验。即使是

美国本土的游客，到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都会体验一下射击的快感，因为内华达州法律允许

的武器真是太多。我们特别为喜欢射击的客人准备了枪械自选套餐，让您在全美最大五星级户

外射击场体验真枪实弹的快感，手枪、散弹枪、莱福枪、机关枪任选，$260 起。 

可选枪械 

M 族系列：M4、M14、M4a1、M16、M10、M15 

AR 系列：15、14、sr15、kr15、kir15、ir15 

AK 系列：47、74、C39、56 

SIG 系列从步枪到手枪等 

贝雷塔系列：92、92f、cx4、cr4 

巴雷特 50 

鲁格从手枪到狙击步枪等 



 

手枪系列：1911、沙漠之鹰、贝雷塔、左轮、右轮、单发大功率等 

【开超级跑车】来到娱乐之都，驰骋拉斯维加斯是每一位热爱超跑的人的终极梦想。坐上赛车，

紧握方向盘，一脚油门冲出去，体会心跳加速的极致快感。为此我们特别推出超跑体验行程，

带您感受世界顶级超跑的魅力。法拉利 F430GT，保时捷 911GT，兰博基尼盖拉多，兰博基尼

飓风，更有阿斯顿马丁系列，顶级豪华跑车任您挑选，$200 起。 

【自由活动】经过 7 天的旅途时光，您也可以在酒店小憩，或者去赌场一试手气，或者享受购

物的乐趣。 

3:30pm 抵达拉斯维加斯国际机场，结束我们难忘的黄石公园深度小众之旅。 

*洛杉矶离团的客人请订晚上 8 点后起飞的美国国内航班，或者 9 点后起飞的国际航班。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07:30 

地点：拉斯维加斯大道酒店 7:30-8am 集合（拉斯维加斯大道酒店 7:30-8am 集合，出发前一天

会联系客人确认准确时间） 

地址：Las Vegas Strip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专业旅游用车； 

专业司导服务； 

商业车险；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早餐； 

行程所含景点门票 

费用不含 往返出发地的交通费用； 



 

导游及司机的服务费； 

个人费用（如餐费，电话费，收费电视等一切个人消费）； 

行程中的自费项目； 

费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说明 

拉斯维加斯夜游直升机 $114 大人、小孩同价 

南峡谷直升机 $249 2 歲以上同價 

必付服务费$15/人/天 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大人小孩同价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在收到海鸥假期的行程确认单之前，请不要预订机票，否则损失自付； 

*由於出发日期不同，行程的前后顺序会有调整，最终行程以海鸥假期的确认单为准；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景点会因季节性、交通状况，做出相应顺序调整。 

*如无法安排住宿黄石木屋，改住西黄石，每房每晚退$100 

参团须知 

*拉斯维加斯离团：请订下午 4pm 后航班离开（选择自由活动的客人可以自行离开） 

*洛杉矶离团：请订晚上 8pm 后境内或 9pm 后国际航班离开 LAX 

 

*客人参团时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出发前 3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请确认携带旅行证件，请在参团及酒店入住时出示海鸥假期行程确认单； 

*如遇特殊情况，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和酒店的权利； 

*酒店的入住时间都是 15:00 以后，房间皆为「非吸烟」房，在房间内吸烟会被罚款$250 以



 

上； 

*每个房间最多安排两张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请自行向酒店前台查询，加床费用自理； 

*《退改条例》：成团后预订押金不予退还，出发前 15-30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20%；

出发前 8-14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50%；出发前 7 天之内取消或着旅行中途因各种

原因取消者，需支付全额费用，不得要求退款或改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