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石公园-羚羊彩穴-布莱斯峡谷-大峡谷七日游（YG7） 

                                                         --（团号：YG7) 

出发团期 

周六出发 （5/29/2021-10/9/2021） * 6 人以上成团 

出发地：旧金山 / 萨克拉门托 

离团地：旧金山 / 拉斯维加斯（自行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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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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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00 $728.00 $728.00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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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深度游览黄石、大提顿、布莱斯国家公园 

饱览摄影圣地羚羊彩穴、马蹄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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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金山 - 萨克拉门托 - 州府大厦 - 艾可市 

描述：早晨从美丽的旧金山出发。沿着 80 号公路一路向东，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参观加州州

府大厦和州政府广场。随后经唐那山口进入内华达州，穿越大旱湖，一览美国中西部沙漠地貌，

对于久居城市的游客，这里苍凉狂野的景色无疑别有一番风趣！夜宿内华达小镇艾可市，内华



 

达州赌博是合法的（21 岁以上），酒店内就有大型赌场，您更可一试手气！ 

(薩克拉門托上車地點為州政府大廈門口，集合時間為 11 點，行程结束不会回到萨克拉门托) 

住宿：Ramada Casino Elko 或同级 

第 2 天 

黄石国家公园 

描述：早晨由艾可市出發，驅車前往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 黃石國家公園。沿途無邊的草原丘陵；

漫山遍野的牛羊；高聳入雲的雪山；徜徉不息的河流；勤勞的牛仔無不令人心曠神怡。進入黃

石國家公園，沿途成群的高角鹿，美洲水牛，各種珍稀水鳥，原始的大草原森林與絢爛多彩的

熱泉編織出古老黃石火山高原動人心魄的圖畫！七彩繽紛大棱鏡熱泉；五顏六色調色板；世界

聞名老忠實；浪漫迷人的黃石湖；雄偉秀麗的黃石大峽谷；萬馬奔騰的上瀑布；五彩繽紛霧氣

騰騰的諾里斯；近距離觀賞野生動物… 精彩會一個個接踵而來！夜宿西黃石。 

住宿：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 3 天 

黄石国家公园 - 大提顿国家公园 - 杰克森 

描述：早上在酒店整裝出發（溫馨提示：黃石公園位於落基山脈之中，海拔約 7000 英呎； 盛

夏七八月早上溫度有時只有 4℃，請注意保暖）當您還沉醉於昨天精彩行程帶給您的驚喜而依依

不捨時，今天我們一起去感受大黃石生態圈的秀美！神秘靜謐的森林；浪漫迷人的黃石湖；霧

氣騰騰的河流都讓人不禁感歎大自然的神奇。隨後進入大提頓國家公園，萬年不化的冰河覆蓋

在巍峨的大提頓山脈上，藍天森林環繞，倒映在山腳下處子般的傑克森湖上，蛇河蜿蜒流過，

宛如仙境！之後来到道地的西部牛仔小镇 - 杰克逊，這裡也是世界聞名的度假聖地，千萬不要

錯過市中心的鹿角公園！夜宿普克泰羅。 

住宿：La Quinta Inn & Suites Pocatello 或同级 

第 4 天 

盐湖城 -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 布莱斯 

描述：    早晨前往大盐湖，大盐湖是史前邦纳维尔湖的最大残余部分，是西半球最大的咸水

湖，由于是内陆湖，湖水蒸发，导致矿物物质持续增多，盐度很高，成为鸟类，卤虫及其他动



 

物们的天堂。随后前往犹他州州府山庄，参观州政府大厦，宛如宫殿般的政府大楼是美国少有

的几处不需要安检即可入内参观的州政府。采用了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风格，整座大楼外部由花

岗岩建造，内部一色灰白天然大理石，穹顶画有早起开拓者来此拓荒的壁画，不经意间流露出

些许的摩门教色彩，整栋建筑恢弘壮阔，精致华丽，是犹他州的显著地标，美国最壮观的州府

大厦。随后前往摩门教的圣地—圣殿广场。摩门教姊妹带领我们参观，并娓娓道来摩门教的教

义以及发展的历史。中午出发前往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与其说布莱斯是峡谷，更不如说是一

个巨大的露天竞技场，高耸入云的褐色石岩层层叠叠，像极了守护天地的石俑。阳光为石俑披

上了烈焰的盔甲，整个露天剧场显得庄严肃穆，无限壮丽，石俑则默默矗立，看世事变迁，沧

海桑田。夜宿布莱斯。 

住宿：Bryce View Lodge 或同级 

第 5 天 

羚羊彩穴  - 马蹄湾 -  拉斯维加斯 

描述：早晨出发前往羚羊彩穴。途径葛兰峡谷，这里孕育着葛兰峡谷大坝蓄水而成的人工水库

—包伟湖。位于亚利桑那州，包伟湖是全美第二大人工湖，它有 96 个峡谷，仿佛是另一个坐落

在湖上的大峡谷。远看湖是蓝的，近看湖水却是碧绿的，天清，云白，岩红，水秀，相映成彰，

交织出一副动人美景。羚羊彩穴（门票自理）是世界十大著名摄影地点，随着纳瓦霍印第安向

导一探他们的保护区。羚羊彩穴分为上羚羊和下羚羊，上羚羊在纳瓦霍语意为 “有水通过的岩

石”， 而下羚羊意为“拱状的螺旋岩石”。当斑驳的红砂岩经过自然束光折射幻化出艷丽的色彩，

流光溢彩，如梦幻的丝绸，层层叠叠，又如绚丽的梦境，飘飘忽忽，而这些只是光与影联袂献

出的一场绝佳表演。身临其境，每个人都会成为摄影师，为自己的旅程拍出难忘的照片。随后

前往马蹄湾 – 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美国十大最佳摄影地点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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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抵达世界赌城—拉斯维加斯，夜宿拉斯维加斯。 



 

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 6 天 

西峡谷-玻璃桥-胡佛水坝(途径)-拉斯维加斯（*此日行程需另行付费）  

描述：清晨我们前往驱车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峡谷！领略造物主的神奇。即使沧海桑田，

斗转星移，时间在大峡谷刻下了长情的告白。置身其中，蔚为壮观。锈红色的岩石，奔腾谷底

的河流，山顶盘旋哑叫的乌鸦，都在诉说无言的故事。以个人之渺小体验自然之大美，我们只

能顺服于天地，更加敬畏自然。在这里，每一位过客都是摄影家，每一张照片都是风景画，每

一个不争的瞬间、不忿的心情、不展的眉头都在这浩瀚广阔中烟消云散。你还可以选择自费乘

坐直升机游览大峡谷全景，位于峡谷边缘的全世界最高的空中步道-“玻璃桥"，它悬空于海拔 4000

尺之上，耗资六千万美元，能同时承受 71 架波音 747 客机（约七千一百万磅） 的重量。在这

块用玻璃制成的平台上，你可以欣赏到 720 度的大峡谷美景，由不同的角度欣赏阳光与峡谷岩

壁折射而形成的奇景，峡谷的壮观让您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下午途径胡佛水坝，

返回拉斯维加斯。（*此日行程需另行付费） 

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 7 天 

拉斯维加斯  - 旧金山 

描述：拉斯维加斯-旧金山 

带着愉快的心情，从拉斯维加斯返回旧金山。首先途径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远眺这人类

智慧的结晶体。之后穿越西部最大的莫哈维沙漠，远眺爱德华空军基地，美国宇航飞机曾多次

在此降落。随后进入特哈岔霹山口，目睹加州最大的风力发电站，满山遍野的风车铺天盖地而

来，气势恢宏，令人震撼。下午沿富饶的中央山谷穿行，了解水利工程给加州农业带来的繁荣，

只见渠道纵横，果树成林，田连阡沃壤千里。傍晚抵达旧金山。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06:30 

地点：Red Roof Inn San Francisco Airport 

地址：777 Airport Blvd, Burlingame, CA 94010 

06:45 

地点：Marina Foods Cupertino (永和超市门口) 

地址：10122 Bandley Dr, Cupertino, CA 95014 

07:15 

地点：99 Ranch Market San Jose (大华超市门口) 

地址：1688 Hostetter Rd, San Jose, CA 95131 

07:30 

地点：Union Square Macy's (联合广场梅西百货门口) 

地址：291 Geary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07:35 

地点：Marina Foods Fremont (永和超市门口) 

地址：46196 Warm Springs Blvd, Fremont, CA 94539 

08:00 

地点：Courtyard Oakland（奥克兰万怡酒店楼下，百老汇街）（中国城客人可在此上车） 

地址：988 Broadway, Oakland, CA 94607 

08:45 

地点：Target Dublin (都柏林 Target 超市门口) 

地址：7200 Amador Plaza Rd, Dublin, CA 94568 

11:00 

地点：California State Capitol (加州州政府大厦门前）（回程不送此站点） 

地址：10th St & L Streets Sacramento CA 9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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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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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中的必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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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G 必付费用$190 包含黄石公园，大提顿，布莱斯，大盐湖，酒店 resort 费，燃油附加费 

拉斯维加斯城市游$35 占座位同价 

拉斯维加斯夜游直升机 $114 大人、小孩同价 

西峡谷、玻璃桥一日游 $125 含西峡门票、玻璃桥、简餐。大人小孩同价。 

西峡谷小飞机 $199 2 岁以上同价 

西峡谷直升机+游船 $255 2 岁以上同价 

下羚羊谷门票 $65 
成人$65，4-12 岁$45，包含当地向导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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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团须知 

*拉斯维加斯离团：请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结束旅程的最后一天於下午 1:30pm 以后离开 LAS 

*旧金山离团：请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结束旅程的最后一天於晚上 10pm 以后离开 S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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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费标准（必须支付）：每人每天 12 美元（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 

 

《退改条例》：黄石团（非木屋系列） 

*出发前 15-30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 30%团费； 

*出发前 8-14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 50%团费； 

*出发前 7 天内或旅行中因各种原因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全团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