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丹佛+落基山國家公園+馬蹄灣+大峽谷國家公園+拉斯維加斯+布
萊斯峽谷國家公園+鹽湖城 8 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DENSLC8-A

出發城市

丹佛 Denver
落基山國家公園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格倫伍德溫泉
Glenwood Hot Springs Pool、峽谷
地國家公園 Canyonlands National
Park、拱門國家公園 Arches
National Park、馬蹄灣 Horseshoe

目的地城市

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途經地點

Bend、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拉斯維加斯
夜遊 Las Vegas Night tour、胡佛水
壩 Hoover Dam、拉斯維加斯深度遊
Las Vegas In-depth tour、布萊斯峽
谷國家公園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行程天數

8天7晚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2099 / 人

兩人入住：$1699 / 人

三人入住：$1499 / 人

出發班期
2021：6 月 26 日、7 月 10 日、7 月 24 日、8 月 7 日、8 月 21 日、9 月 4 日

產品特色
【暖心服務】全程中文導遊帶隊，舒適用車，開啟舒心之旅。
【安全出行】全程車輛定時消毒，酒店防疫措施到位，遊玩更放心。

四人入住：$1399 / 人

【品質酒店】四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凱撒） 旗下品牌，特別安排入住拉斯維加斯大道酒店。
【尊享旅途】八天橫跨美西四州—科羅拉多州、亞利桑那州、猶他州、內華達州，領略多樣美景。
【國家公園】暢遊五大國家公園—大峽谷國家公園、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洛磯山國家公園、峽谷地國家公園、
拱門國家公園，感受自然的神奇與壯美。
【曠世奇景】打卡馬蹄灣絕美日出，見證大自然的神奇景觀。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接機】丹佛國際機場（DEN）；
免費接機時間點為：14:00 17:00 21: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時
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送機】鹽湖城國際機場（SLC）；
詳情請查看行程最後一天。

行程介紹

Day 1

丹佛接機

全天

今天搭乘飛機，抵達美國科羅拉多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丹佛。我們熱情的導遊會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並安排搭
乘班車前往酒店。17:00 之前與導遊匯合的客人將有機會參加我司為客人精心準備的歡迎晚宴（welcome
dinner）。

接機須知：

1. 免費接機時間點為：14:00 17:00 21: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
時間，逾時不候。如錯過班車，請等候下一班；錯過 21:00 的班車，請自行前往酒店。

2. 通過我司預定機票，有專業領隊陪飛服務的客人，將無需等待直接送往酒店。

3. 17:00 之後抵達的客人，將無法享受我司提供的歡迎晚宴，敬請諒解。

晚上

入住城市：丹佛 Denver

酒店：Hampton Inn Denver-International Airport 或 同級

Day 2

丹佛市區遊

全天

今天我們將參觀的是科羅拉多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丹佛，打卡丹佛地標建築。

行程安排：

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60 分鐘）→ 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外觀，45 分鐘）→ 大藍熊（15 分鐘）→
丹佛十六街商圈（70 分鐘）→ 紅石公園+露天劇場（30 分鐘）→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45 分鐘）→ 珍珠
街購物中心（45 分鐘）

全天

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Rocky Mountain Arsenal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距離丹佛市中心僅 10 分鐘車程，這裡目前生活著包括野牛、鳴禽、水禽等在內的 330
多種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的生態環境完全沒有人為開發的痕跡，在這裡可以更好的融入自然，放鬆身心，快來和
我們一起在大自然的美妙景色中和可愛的小動物們來一場邂逅吧！

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 Colorado State Capitol Building

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坐落在丹佛市中心東考發科斯大道，是科羅拉多州會員大會的所在地，同時也是科羅拉多州
州長和科羅拉多州副州長的辦公地。這棟建築的設計者是以利亞·E.梅爾斯，建於 19 世紀 90 年代，材料是科羅拉
多白花崗岩，於 1894 年 11 月正式投入使用。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所在地理位置要比丹佛市中心其他建築都要稍
高一些。議會大廈的圓頂塔高 180 英尺，上面還印有 16 位丹佛成立者的首寫大字母。

大藍熊 Big Blue Bear

大藍熊又被叫做偷窺熊，它位於丹佛會議中心外。大蓝熊高約 40 英尺，它用爪子輕輕的趴著丹佛會議中心的玻
璃，向裡望去，仿佛在好奇裡面的情況。大藍熊的表面大約由 4000 多個三角形組成，表面採用的是非常罕見的青
金石，所以整體呈現出迷人的藍色。

丹佛十六街商圈 The 16th St Mall, Denver

丹佛十六街商圈位於科羅拉多州丹佛市中心。這條步行長廊是由著名建築師貝聿銘（I.M. Pei）設計的，由紅、
白、灰三色花崗岩組成，從上面看，它的形狀類似於響尾蛇的皮膚。購物中心沿線有 42 家戶外咖啡館，是一個吃
東西或喝飲料的絕佳場所。

紅石公園和露天劇場 Red Rocks Park and Amphitheatre

紅石公園位於丹佛市區往西不到 20 公里的山地，海拔 6000 多英尺，占地 860 多公頃，以高達 300 英尺的巨大
紅砂岩石而得名。在紅石公園，最吸引眼球的還是被稱為“Amphitheatre”的露天劇場，它是世界上唯一利用山
峰溝壑的天然山體所修建而成的大型露天劇場。也許因為山谷裡天然的回音效果，從一開始就受到美國、乃至世
界音樂界的追捧，成為國際上最著名的露天劇場。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創辦於 1876 年，位於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博爾德市，處於洛磯山山坳，是一所世界頂
尖公立研究型高等學府、世界前二十大學。該校同時是美國大學協會 65 個成員之一，素有“公立常春藤”之稱。
學校建築風格為托斯卡納鄉村風格，並使用紅磚和科羅拉多砂石來構成外觀特徵，來搭配學校背景的洛磯山。

珍珠街購物中心 Pearl Street Mall

珍珠街購物中心是一個位於博爾德擁有四個街區的步行街。該步行區從第 11 街延伸至第 15 街，是許多企業和餐
館以及博爾德縣法院的所在地。購物中心充滿了公共藝術，包括眾多噴泉和雕塑以及兒童沙箱、博爾德縣風格化
地圖和許多種有各種花木的小花園，其中最著名的是春天的鬱金香。

晚上

入住城市：朗蒙特 Longmont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Longmont 或 同級

Day 3

落基山國家公園 - 汽車 - 格倫伍德溫泉 或 格倫伍德纜車+深度遊

全天

驅車跨越落基山國家公園，最後抵達西邊的格蘭德湖（Grand Lake）。沿途欣賞橫貫落基山國家公園平均海拔超
過 3000 米的壯闊景觀、許多遊客更是喜愛在制高點留影拍照，享受國家公園的如畫風景。下午前往科羅拉多州最
古老、最具標誌性的格倫伍德溫泉，或者乘坐纜車深度遊覽格倫伍德。

行程安排：

落基山國家公園（135 分鐘）→ 格倫伍德溫泉（自費，120 分鐘）或 格倫伍德纜車+深度遊（自費）

全天

落基山國家公園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落基山國家公園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占地 265,873 英畝。公園的特色在於園內有 78 座海拔超過 3658 米的山
峰，其中有 20 座山峰海拔超過了 3962 米。公園擁有 150 個湖泊、450 英里溪流，以及濕地、松林、山地森林和
高山苔原等各種生態系統。公園內還棲息著海狸、麋鹿和大角羊等哺乳動物，以及多種鳥類。

格倫伍德溫泉 Glenwood Hot Springs Pool

格倫伍德溫泉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溫泉游泳池，地下湧出的泉水流速為 143 公升/秒。您
可以泡在 40 ℃左右的富含鹽類礦物的治療池中舒緩工作的疲憊，或在水溫為 36 ℃游泳池中暢遊一番，都會有不
錯的感受。

或者

格倫伍德纜車+深度遊 Glenwood Caverns Gondola + In-depth Tour

客人將乘坐纜車穿過樹林，在鐵山頂以及格倫伍德洞穴和歷史悠久的仙女洞的入口處掠過，Glenwood Spring 小
鎮的美景一覽無餘，盡收眼底，體驗壯觀的落基山全景。

晚上

入住城市：大章克申 Grand Junction

酒店：Holiday Inn Grand Junction 或 同級

Day 4

峽谷地國家公園 - 汽車 - 拱門國家公園

全天

清晨，驅車前往峽谷地國家公園，這裡是一片占地 1366 平方公里的色彩鮮明的大地景觀，被科羅拉多河及其支流
侵蝕成數不清的峽谷、臺地、及孤峰等地形。中午前往拱門國家公園，2000 多個天然石拱，是全世界岩石拱門最
多、最密集的地方。自然的雕刻藝術在這裡體現得淋漓盡致。

行程安排：

峽谷地國家公園（135 分鐘）→ 拱門國家公園（130 分鐘）→ 沿途途徑自然拱門（15 分钟）

全天

峽谷地國家公園 Canyonlands National Park

峽谷地國家公園位於猶他州東南格林河和科羅拉多河匯合處，系多年河流沖刷和風霜雨雪侵蝕而成的砂岩塔、峽
谷等，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侵蝕區域之一，以峰巒險惡、怪石嶙峋著稱。天空之島坐落在陡峭的砂岩懸崖上，高
出周圍地形 1000 英尺。每一次俯瞰都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到峽谷地帶的壯觀景色。

拱門國家公園 Arches National Park

拱門國家公園位於美國猶他州靠近摩押鎮處，面積 309 平方公里，保存了超過 2000 座天然岩石拱門。約三億年
前，這種鹽層曾是海洋。海水消失的幾百萬年後，鹽層被空氣和水中的渣滓所覆蓋，並和其它雜物擠壓成岩石。
後經地殼隆起以及天然風化，成為如今的拱門。公園裡不只有拱門，還有為數眾多的大小尖塔、基座和平衡石等
奇特的地質特徵；所有的石頭上更有著顏色對比非常強烈的紋理。

晚上

入住城市：佩吉 Page

酒店：Home2Suites by Hilton Page Lake Powell 或 同級

Day 5

馬蹄灣 - 汽車 - 大峽谷國家公園 - 汽車 - 拉斯維加斯

全天

我們首先將前往馬蹄灣，靜靜等待太陽升起，定格這個美好畫面。上午驅車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國家
公園，置身其中，蔚為壯觀。晚上夜遊拉斯維加斯，感受不夜城繁華的都市魅力。

行程安排：

酒店出發 → 馬蹄灣看日出（自費，60 分鐘）→ 酒店 → 包偉湖 Wahweap 觀景點（20 分鐘）→ 大峽谷國家公
園（90 分鐘）→ 酒店 → 拉斯維加斯夜遊（自費，120 分鐘）

全天

馬蹄灣 Horseshoe B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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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羅拉多河床上密佈的水草使得河水在陽光下呈現
出螢光般的幽綠，河流於此在紅褐色的峽谷內急轉 360 度，切割出一個馬蹄狀的峽谷，馬蹄灣由此得名。站在峭
壁邊，沉醉于碧水藍天紅岩鉤織出的動人心魄的美。

包偉湖 Wahweap 觀景點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包偉湖的壯麗景色和背景中的廣闊景觀。視點靠近馬蹄形彎道，是一個田園詩般的景點，可以
欣賞亞利桑那州佩吉的美景。

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大峽谷國家公園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北部，占地 1904 平方英里，成立於 1919 年。大峽谷在 1979 年批准作為自
然遺產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大峽谷國家公園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由科羅拉多河流經此地
切割高原而形成。是美國最值得一看的國家公園之一。

拉斯維加斯夜遊 Las Vegas Night tour

第一站我們將欣賞著名的百樂宮音樂噴泉和花園，噴泉位於百樂宮酒店門前，整個噴泉猶如湖面一般，到了夜
晚，配合著噴泉池底的數千隻燈光照明，呈現出驚人的視覺效果，這是你一定不可錯過的體驗。隨後我們將前往
拉斯維加斯最繁榮的賭場大道，它也是拉斯維加斯的靈魂和象徵，賭城大道彙集了最豪華的酒店、賭場、餐館、
娛樂購物場所，在這座不眠城中徹底飛放鬆自我吧！最後我們將前去參觀巴黎巴黎酒店的埃菲爾鐵塔。

晚上

入住城市：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酒店：Bally's Las Vegas Hotel & Casino 或 同級

Day 6

拉斯維加斯 - 汽車 - 胡佛水壩 - 汽車 - 拉斯維加斯深度遊

全天

早上從“世界娛樂之都”拉斯維加斯出發，前往美國最大的水壩、被稱為沙漠之鑽的胡佛水壩。下午前往參加拉
斯維加斯深度遊，打卡絢麗的拉斯維加斯路牌、入內參觀美高梅大酒店、凱撒皇宮、威尼斯人大酒店等，行程豐
富多彩，絕對不容錯過。

行程安排：

胡佛水壩（自費，60 分鐘）→ 酒店 → 拉斯維加斯深度遊（自費，180 分鐘）

全天

胡佛水壩 Hoover Dam

胡佛水壩是美國綜合開發科羅拉多河水資源的一項關鍵性工程，位於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交界之處的黑峽。大
壩建在深窄峽谷內，壩基基岩為堅硬的安山岩、角礫岩，具有防洪、灌溉、發電、航運、供水等綜合功效。

拉斯維加斯深度遊 Las Vegas In-depth tour

首站我們將打卡絢麗拉斯維加斯路牌，這個標誌性的路牌以古老的風格向遊客們表達“歡迎來到美好的內華達拉
斯維加斯”。其次入內世界上最大的賭場酒店參觀拉斯維加斯美高梅大酒店。酒店的設計以美高梅電影公司 1939
年推出的經典影片《綠野仙蹤》(Wizardof Oz)為主題，從主色調到裝飾設計構思，均貼近《綠野仙蹤》童話裏的

情節。乘車途徑金字塔酒店、紐約-紐約酒店、阿丽雅酒店、大都会酒店。繼續入內參觀位於拉斯維加斯大道心臟
地帶、拉斯維加斯第一個主題賭場度假飯店的凱撒宮和充分展現了威尼斯水城的風光的威尼斯人大酒店。

晚上

入住城市：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酒店：Bally's Las Vegas Hotel & Casino 或 同級

Day 7

拉斯維加斯 - 汽車 - 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 - 汽車 - 鹽湖城

全天

早上從拉斯維加斯出發，途經聖喬治，進入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跟隨導遊的腳步深度遊覽布萊斯峽谷國家公
園。隨後前往鹽湖城。

行程安排：

聖喬治歡迎中心路牌（合影留念，15 分鐘）→ 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90 分鐘）→ 鹽湖城

全天

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位於美國猶他州西南部，其名字雖有峽谷一詞，但其並非真正的峽谷，而是沿著龐沙岡特高
原東面，由侵蝕而成的巨大自然露天劇場。其獨特的地理結構稱為岩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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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入住城市：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酒店：Hampton Inn & Suites Salt Lake City Airport 或 同級

Day 8

鹽湖城市區遊 - 汽車 - 原居地

全天

鹽湖城是美國猶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是 1847 年由楊百翰（Brigham Young）率領一批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
會（摩門教）的信徒在此拓荒所建成的一座城市，以緊靠大鹽湖而得名。今天我們將在導遊的帶領下打卡鹽湖城
經典景點，探索鹽湖城的獨特魅力。

行程安排：

酒店 →大鹽湖（25 分鐘）→ 猶他州政府議會大廈（35 分鐘）→ 聖殿廣場（15 分鐘）→ 圖書館廣場（25 分
鐘）→ 鹽湖城機場（SLC）

上午

大鹽湖 Great Salt Lake

大鹽湖是世界第二大鹹水湖，也是北美洲最大的內陸鹽湖，它位於美國猶他州西部，東邊是洛磯山脈，西邊是沙
漠，由 10 座島嶼組成。同時它也是野生動物保護區，每年吸引了數百萬的候鳥。這裡湖水的含鹽量高達 25%，
僅次於死海，湖中只有一些可耐高度鹽性的藻類可以生存。

猶他州政府議會大廈 Utah State Capitol

猶他州政府議會大廈坐落於鹽湖城，整個建築的規模和形制可與華盛頓的國會山莊相媲美。州政府大樓頂部是拜
占庭式的圓頂，在太陽光的照耀下光彩奪目絢麗輝煌。大廈內部更加富麗堂皇，精雕細琢。牆壁是光潔的大理
石，天花板繪有精美的壁畫，無數雕工精細的人物塑像佇立其中，栩栩如生。另外由於猶他州別名“蜂房州”，
大廈門前的顯眼處便擺了一座蜂房的雕塑，是來到此處的遊客不可不合影的景點之一。

聖殿廣場 Temple Square

猶他州鹽湖城是全球摩門教的大本營，是猶他州鹽湖城市中心一組屬於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總部的
建築群，包括鹽湖城聖殿、鹽湖城大禮拜堂、鹽湖城聚會堂、海鷗紀念碑和兩個遊客中心，占地 10 英畝。

圖書館廣場 Library Square

圖書館廣場是一個旨在為社區節日和慶祝活動等創造機會的公共廣場。它毗鄰鹽湖城公共圖書館。這裡是一個結
識朋友、看書放鬆、觀看音樂會、參加辯論或參加慶祝活動的好地方。

上午

送機須知：

1. 客人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12:00 之前起飛的航班，該天無任何行程，客人需自行乘坐酒店班
車前往機場。如需參加行程請預定 12:00 以後的航班，我司工作人員將於 10:00-10:30 左右送客人抵達鹽湖城機
場。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費用（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7 座商務，14 人座高頂/中巴，或 55-61 座巴
士）；
2. 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和司機導遊服務費；
4. 行程中涉及到的主要景點（自費專案列表中項目除外）；
5. 一日三餐（接送機兩天，三餐安排視具體航班來定）。
費用不含
1. 出發地至參團地的往返機票；
2. 自費專案列表中項目；
3.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4.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格倫伍德溫泉 Glenwood Hot

包含天數
導遊根據行程

價格說明
成人：$50.00；

描述
行程中，該景點與【格倫伍德

Springs Pool

安排

老人（65+）：

纜車+深度遊】兩個景點二選

$50.00；

其一參加。

兒童（3-12 歲）：
$35.00；
成人：$35.00；
格倫伍德纜車+深度遊 Glenwood
Caverns Gondola + In-depth
Tour

導遊根據行程
安排

老人（65+歲）：

行程中，該景點與【格倫伍德

$35.00；

溫泉】兩個景點二選其一參

兒童（3-12 歲）：

加。

$25.00；
成人：$40.00；
馬蹄灣看日出 Sunrise at

導遊根據行程

Horseshoe Bend

安排

老人（65+）：
$40.00；
兒童（3-12 歲）：
$30.00；
成人：$40.00；

拉斯維加斯夜遊 Las Vegas Night

導遊根據行程

Tour

安排

老人（65+）：
$40.00；
兒童（3-12 歲）：
$30.00；
成人：$40.00；

胡佛水壩 Hoover Dam

導遊根據行程
安排

老人（65+）：
$40.00；
兒童（3-12 歲）：
$30.00；
成人：$40.00；

拉斯維加斯 3 小時深度遊 Las

導遊根據行程

Vegas In-depth Tour(3 hours)

安排

老人（65+）：
$40.00；
兒童（3-12）：
$30.00；

預訂須知
1.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長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實際出行中，導遊可能會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對您的行程進行適當調整（如景點遊覽順序等），以
確保行程順利進行。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3. 如遇景點臨時關門、節假日休息。導致該景點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
保證行程的豐富性。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如您堅持使用自帶門票，我司將不再提供旅行

當日全天交通、導遊等服務，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別情形(如天氣、修路、罷工、封山、旅遊車特殊狀況)造成車輛晚點，敬請見諒。
6. 此行程需要與其他遊客同乘車輛，為保證團上遊客權益，出發時請提前到達上車地點候車，景點遊覽與集合時
間請配合工作人員安排，避免出現超時而需個人額外支付費用的情況發生。
7.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需離隊，請務必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8. 參團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明和文檔，如若遊客被拒絕入境，我司將不提供免費送
客服務。
9. 酒店安排會因季節有所改變， 如需要團上酒店資訊，請在團上與導遊確認。
10. 如您實際出行過程中乘坐車輛為 7 座商務/高頂/平頂（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8 歲以下
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縱橫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邁阿密、西雅圖相關團組租金為$8.00/人/
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兒童座椅，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
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