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羚羊彩穴-布莱斯峡谷-西峡谷 6 天 (AC6)
--（团号：AC6)
每周六出发
出发地：洛杉矶（接机）

出发团期
离团地：洛杉矶（送机） / 拉斯维加斯（自行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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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00

$10.00

$328.00

$200.00

$45.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6 天 5 晚 目的地：美国-Los Angeles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四大国家公园+两大北美最佳摄影地 点+美西四大州！

产品特色

异域风情的印第安羚羊彩穴
光怪陆离的布莱斯，色彩斑斓的包伟湖， 沧海桑田的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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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接机
描述：接机须知：
*请在出发三天前提供航班信息，所有临时增加或延误的航班，海鸥假期不保证提供免费接机服
第1天
务；
*接机地点：乘坐美国国内和加拿大航班的客人到达后请在行李提取处等候导游，国际航班请在
出口处（7-11 便利店旁）等候；

*接机时间：8:30 至 22:30 每小时一班；22:30 至 24:00 需额外支付$80 接机费（5 人以下）；
其余时间请自行回酒店，费用自理；
*接机导游：身穿黄色制服举着黄色小旗,，如看不到导游请拨打海鸥假期电话（323-261-8811
转团务部）查询导游信息；
*接机服务小费：$5/人/次

住宿：Holiday Inn El Monte 或同级
洛杉矶 - 拉斯维加斯 - 圣乔治
描述：早上乘坐豪华巴士离开洛杉磯。翻越圣伯纳丁诺山脉后，进入莫哈比沙漠。形单影隻的

第2天

约书亚树点缀著浩瀚无边的沙漠，领略莫哈比特有的壮丽和独特的地貌和繁华都市中难觅的寧
静！夜宿犹他州重镇圣乔治。

住宿：Red Lion St George 或同级
鲍伟湖 - 羚羊彩穴 - 马蹄湾 - 葛兰大坝 - 布莱斯木屋酒店
描述：今天早上我们乘船游览北美洲最大的人工湖之一，鲍伟湖。湖岸线超过 3000 公里，湖区
内足足有 96 个峡谷。阳关下展露出它千变万化的壮美，浩瀚，荒凉，寧静。当船隻穿过狭窄的
峡谷时（包偉湖遊船自費），不由得您不佩服船长高超的技巧。之后我们抵达全世界最奇特的
狭缝洞穴，世界十大摄影地点之一的下羚羊彩穴（自費），跟随纳瓦霍印第安嚮导进入彩穴。

第3天

彩穴岩壁融合了千百年来风和洪流的侵蚀，呈完美的波浪形，是大自然的抽像画。一直以来彩
穴都是纳瓦霍印第安人静坐深思的净地，他们相信这裡可以聆听神的声音。随后前往马蹄湾, 国
家地理杂誌评选的出十大最佳摄影地点之一！翻过一段小山坡，沿著佈满细沙的步道前行，眼
前豁然开朗，沉醉於碧水蓝天红岩鉤织出的动人心魄的美。不过在这裡拍照，也真正考验人的
胆量呢！然后前往葛兰大坝。夜宿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旁木屋酒店。

住宿：Bryce View Lodge 或同级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 锡安国家公园 - 拉斯维加斯
描述：早晨我们将驱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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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石俑则默默的矗立，看世事变迁，沧海

第4天

桑田。中午我们向西南部行进，进入到锡安国家公园。锡安在希伯来语意为圣地、避难所，当
初备受迫害的摩门教徒来到这里开拓，命名此处也应有此意。这里钟灵毓秀，郁郁葱葱，柳暗
花明，遍地芳菲。林林总总的飞鱼走兽，奇花异草也为锡安增添了一片斑斓。穿过隧道，从岩
壁的巨窗望出去，锡安山的明秀美色尽纳眼底，不愧“圣殿”的美誉。夜宿拉斯维加斯。

住宿：Circus Circus Hotel Las Vegas 或同级
西大峡谷 - 胡佛水坝 - 拉斯维加斯
描述：清晨我們前往驅車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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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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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美洲最高的
第5天
水壩 – 胡佛大壩，亦可遠眺美國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返回拉斯維加斯，今晚您可以欣賞全世
界最高水準的表演！夜宿拉斯維加斯。

*参加此行程需在团上额外支付$90，包含车费、西峡谷门票、午餐。
*自由活動需繳$30 離團費

住宿：Circus Circus Hotel Las Vegas 或同级
巧克力工厂 - 仙人掌花园 - 奥特莱斯 - 洛杉矶
第6天
描述：早上我们会来到巧克力工厂及仙人掌庭院，在观看巧克力制作过程的同时，一尝新鲜巧

克力的甜美。各色各样的仙人掌提示着我们处在干旱的沙漠里享受着人力物力堆砌出来的的奢
华城市。 告别赌城，我们会前往奥特莱斯，尽享购物的乐趣，奥特莱斯有各样一线品牌，价格
比国内低上一半，在这里朋友们一定能买到心满意足的回程礼物。傍晚时分抵达洛杉矶。

费用说明
1.交通：专业旅游用车（含商业保险）；

费用包含

2.住宿：美国当地品牌酒店（境外酒店均不挂星）；
3.导游：当地专业中英双语导游。
1. 全程餐费（行程中注明的赠送及包餐行程除外）；
2. 当地导游地接服务费 (每人每天 10 美元)，接机 5 美元/人；
★根据国际惯例，客人在境外旅游过程中必须支付当地司陪人员服务费, 客人的赞扬和肯定是司
陪人员努力提升服务品质的动力；
3. 如行程安排中有加州主题项目，主题项目费用为必付，请在下单时选择；
4. 护照及签证费；
5. 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

费用不含
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一切私人消费；
6. 司机导游及交通工具超时工作费用；
7.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
外费用；
8. 机票加税费以及起始地到出发机场往返交通费；
9. 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10. 行程中的必付项目；

11. 必付项目$30： 包含布莱斯、锡安、包伟湖及燃油附加费
12. 费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说明

大峡谷(南峡)+车費+简餐 $90
必付服务費$10/人/天

占座位同價
Mandatory service fee $10 per day per person
必付包含：布莱斯 + 锡安 + 包伟湖 + 燃油附加费

AC 必付费用 $30

拉斯维加斯自由行必付$30

拉斯维加斯自由行必付$30

西峡谷门票+车费+简餐 $90

2 岁以上同价

西峡谷小飞机 $129

2 歲以上同价

西峡谷直升机 $169

2 岁以上同价

玻璃橋門票 $25

2 歲以上同價

西峡谷直升机+游船 $230

2 岁以上同价

羚羊彩穴门票(下羚羊) $48

成人$48 , 小孩 7~12 岁 $28

包伟湖游船 $50

成人$50， 儿童（5-10 岁） $40

大峡谷(南峡)+车費+简餐 $90(自选）
拉斯维加斯夜游

$35

占座位同价

拉斯维加斯夜游+摩天轮 $75
太陽劇團-愛- Beatles Love
太陽劇團-卡秀 - KA

$133

$126

太陽劇團奇幻魔術-MindFreak

占座位同價

$110

成人 $75, 小孩 4~12 歲 $60
需 5 歲以上
需 5 歲以上
需 5 歲以上

成人秀（18 禁） - Fantasy
太陽劇團火辣奇幻秀- Zumanity
太陽劇團歐秀 - O

$95

$237

大衛魔術秀 David Copperfield
藍人- Blue Man

$70

$133

需 18 歲以上
需 18 歲以上
需 5 歲以上

$160

需 5 歲以上
均可觀看

预定须知
1. 请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结束旅程的最后一天於晚上 9:30pm(美国国内航班)或 10:30pm(国
际航班)以后离开；
温馨提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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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4. 景点会因季节性、交通状况，做出相应顺序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