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鹽湖城+大提頓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總統山+丹佛+落基山國
家公園 8 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出發城市

SLCDEN8-A
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黃石熊世界 Yellowstone Bear
World、大提頓國家公園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黃石國家公
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拉
馬爾山谷 Lamar Valley、枯木鎮徒步

目的地城市

丹佛 Denver

途經地點

觀光 Deadwood walking tour、拉
皮德市 Rapid City、總統山 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瘋
馬巨石 Crazy Horse Monument、
惡地國家公園 Badlands National
Park、落基山國家公園 Rocky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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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 月 3 日、7 月 17 日、7 月 31 日、8 月 14 日、8 月 28 日、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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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酒店】三大酒店集團（希爾頓、洲際、萬豪） 旗下品牌。

四人入住：$1399 / 人

【尊享旅途】八天橫跨美西七州—猶他州、蒙大拿州、懷俄明州、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內布拉斯加州、科羅
拉多州，領略多樣美景。
【國家公園】暢遊四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大提頓國家公園、惡地國家公園、落基山國家公園，感受自然
的神奇與壯美。
【深度黃石】深度暢遊黃石國家公園，猛獁溫泉、大棱鏡溫泉、老忠實間歇泉等地標一個不落。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接機】鹽湖城國際機場（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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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國際機場（DEN）；
詳情請查看行程最後一天。

行程介紹

Day 1

鹽湖城接機

全天

今天搭乘飛機，抵達美國美國猶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鹽湖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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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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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2

鹽湖城市區遊 - 汽車 - 福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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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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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們將參觀黃石公園熊世界，夜宿愛達荷福爾斯。

行程安排：

大鹽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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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奧林匹克公園（15 分鐘）→ 黃石熊世界（自費，70 分鐘）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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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湖城奧林匹克公園 Salt Lake 2002 Olympic Cauldron Park

鹽湖城奧林匹克公園是 2002 年鹽湖城奧林匹克的精神之所在。它毗鄰水稻埃克爾斯體育場，是開幕式和閉幕式現
場。公園立著醒目的大釜和霍伯曼拱門，還有遊客中心和一個劇院。

黃石熊世界 Yellowstone Bear World

黃石公園熊世界位於愛達荷州雷克斯堡鎮，建於 1998 年，是大黃石唯一的驅車穿越的野生動物保護地。公園供遊
客觀賞的稀有動物有灰熊、黑熊、灰狼等北美珍貴動物。據說，有接近 100 只灰熊。這裡還有商店、導遊和喂熊
等小動物等表演。

晚上

入住城市：福爾斯 Falls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Idaho Falls 或 同級

Day 3

大提頓國家公園 - 汽車 - 黃石國家公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位於美國懷俄明州西北部的大提頓國家公園。大提頓峰標高 4199 公尺，是提頓山脈的最高峰，有
存留至今的冰川。下午我們將繼續深度體驗黃石公園，沿途無邊的草原丘陵，徜徉不息的河流，令人心曠神怡。
晚上返回愛達荷福爾斯入住酒店。

行程安排：

酒店 → 大提頓國家公園（90 分鐘）→ 黃石國家公園 → 黃石河釣魚橋（30 分鐘）→ 西姆指歇泉（30 分鐘）→
老忠實噴泉（45 分鐘）→ 牽牛花溫泉（30 分鐘）→ 大棱鏡溫泉（45 分鐘）→ 酒店

全天

大提頓國家公園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大提頓國家公園於 1929 年 2 月 26 日成立。大提頓國家公園內擁有長度達 300 公里的步道。園內並有以傑克森湖
與珍妮湖為首的眾多湖泊。大提頓國家公園的大部分區域均位於洛磯山脈內，自然景觀十分壯美。此外，大提頓
國家公園還擁有極為豐富的生物相，包括了美洲野牛、灰熊、黑熊、駝鹿等等。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地處號稱"美洲脊樑"的洛磯山脈，位於美國西部北洛磯山和中洛磯山之間的熔岩高原上。地熱奇觀是他的標誌，
一片由水與火錘煉而成的大地原始景觀，園內自然景觀分為五大區，即猛獁區、羅斯福區、峽谷區、間歇泉區和
湖泊區，五個景區各具特色。超出了人類藝術所能表現的極限，是地球表面上最精彩、最壯觀的美景。

老忠實間歇泉 Old Faithful Geyser

老忠實間歇泉因其始終如一的有規律地噴發而得名。目前大約每隔 60 至 110 分鐘噴發一次，每次噴發持續四至
五分鐘，水柱高達 40 多米，蔚為壯觀，而且從不間斷。老忠實遊客中心會提前擺出噴發時間表，可以先看好噴發
時間，再放心去遊覽。

黃石大棱鏡溫泉 The Grand Prismatic Hot Spring

又稱七彩池，是美國第一、世界第三大溫泉，寬度 75-91 米，深達 49 米，每分鐘會湧出大約 2000 升 71 度的熱
水。大稜鏡溫泉的令人驚歎之處在於湖面的顏色會隨季節而改變。春天的時候湖面從翠綠色變為金燦燦的橙紅
色，這是由於富含礦物質的水體中生活著的藻類和含色素的細菌等微生物。盛夏時節，葉綠素含量相對較低，因
此湖水呈現出絢爛的橙色、紅色或黃色。但到了數九寒冬，由於缺乏光照，這些微生物就會產生更多的葉綠素來
抑制類胡蘿蔔素的顏色，於是就看到水體呈現深邃的墨綠色。

西姆指間歇泉盆地 West Thumb Geyser Basin

西姆指間歇泉盆地，位於黃石湖邊上，十五萬年前因地殼陷落而形成，在熱噴泉與湖水結合下，出現了一種煙霧
彌漫的奇妙景觀：煙霧繚繞處是熱泉的蒸氣，綠波盈盈處是黃石的湖水，與背景中藍天白雲相互輝映，形成與黃

石其他溫泉區不同的景觀。此處相當於黃石湖的湖灣，許多間歇泉聚集此處，噴水口的顏色多種多樣，有的呈透
明綠色，有的呈好似水泥色般的暗暗的黑色。許許多多的噴水口呈現一種美麗的幻想。

晚上

入住城市：福爾斯 Falls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Idaho Falls 或 同級

Day 4

黃石國家公園

全天

黃石國家公園在 1978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最大的國家公園，主要位於懷俄明州，部分
位於蒙大拿州和愛達荷州。黃石國家公園被美國人自豪地稱為“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神奇樂園”。隨後穿過拉馬
爾山谷，晚上入住壁林斯酒店。

行程安排：

酒店 → 黃石國家公園 → 諾裏斯間歇泉盆地（30 分鐘）→ 猛獁象溫泉（45 分鐘）→ 拉馬爾山谷（60 分鐘）→
酒店 → 壁林斯郊外觀星（自費，45 分鐘）

全天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地處號稱"美洲脊樑"的洛磯山脈，位於美國西部北洛磯山和中洛磯山之間的熔岩高原上。地熱奇觀是他的標誌，
一片由水與火錘煉而成的大地原始景觀，園內自然景觀分為五大區，即猛獁區、羅斯福區、峽谷區、間歇泉區和
湖泊區，五個景區各具特色。超出了人類藝術所能表現的極限，是地球表面上最精彩、最壯觀的美景。

諾裏斯間歇泉盆地 Yellowstone Norris Geyser Basin

諾裏斯間歇泉盆地是黃石公園裏最熱、最不穩定的一系列間歇泉。它長期蟄伏，很久才噴發一次（上次噴發為
2008 年），曾創造了噴發高度 380 英尺的記錄。此區的間歇泉顏色也頗為豐富，有清澈見底的藍綠色，也有柔和
的像牛奶一樣的藍白色。

黃石猛獁溫泉 Yellowstone Mammoth Hot Springs

原來是好幾個熱泉從山坡上一節一節地流下來，山坡被泉水裡的微生物染得五彩絢爛，形成一個五顏六色的大臺
階。可是由於 2002 年的一次地殼變動，這裡的大部分熱泉都不再活動了，微生物死後變成灰白色的粉末，殘留在
乾枯了的大臺階上，反射著耀眼的陽光，將這裡變成一片肅刹的不毛之地。隨著地殼變動，原來很活躍的地方有
可能突然安靜下來；原來籍籍無名的地方也可能會一鳴驚人的。

拉馬爾山谷 Lamar Valley

拉馬爾山谷位於黃石國家公園東北，這裏是野牛、鹿、狼、灰熊的家，野牛和鹿是最常見的，也有成群的羚羊。
山谷是綿延於高塔瀑布到黃石公園東北入口處之間長達數十公里的山川河谷，一路上群山逶迤，丘陵起伏，景色
迷人。

壁林斯郊外觀星

準備好迎接一次終身難忘的觀星之旅了麼？雜亂的星空中隱藏著哪些你熟知的星座。我們將會在蒙大拿州比林茲
地區，一個零光污染且視野極佳的觀星地點，將為您帶來純粹的觀星體驗。

晚上

入住城市：壁林斯 Billings

酒店：TownePlace Suites by Marriott Billings 或 同級

Day 5

拉皮德城 - 汽車 - 總統山&瘋馬巨石夜景遊

全天

早上從酒店出發，驅車一路向東，穿過蒙大拿州，抵達位於南達科他州的拉皮德城，體驗小城風光。晚上，夜遊
為紀念美國四位總統而建的總統山和為印第安的民族英雄而建的瘋馬紀念雕像。

行程安排：

酒店 → 枯木鎮徒步觀光（自费，60 分鐘） → 拉皮德市區遊覽（15 分鐘）→ 酒店 → 總統山&瘋馬巨石夜景遊
（自費，120 分鐘）→ 酒店

全天

枯木鎮徒步觀光 Deadwood walking tour

枯木鎮是一個位於黑山地區（Black Hills）的不起眼的小鎮，在淘金時代，大批淘金者湧入這裡追逐財富。導遊將
帶領客人漫步小鎮探索，身處小鎮，仿佛回到舊日的西部世界！西部牛仔，紅燈區，特色餐廳，酒吧，賭場，酒
店，使得這個小鎮繁榮一時，燈火通明，夜夜笙歌。

拉皮德市 Rapid City

拉皮德市位於南達科他州西部的黑山國家森林以東，被稱為通往拉什莫爾山的大門。鄰近的黑山有拉什莫爾山、
瘋馬紀念館、卡斯特國家公園、風洞國家公園、寶石洞國家紀念碑和黑山地質研究所博物館等旅遊景點，城東是
荒地國家公園。

總統山 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

公園內有四座高達 60 英尺的美國前總統頭像，從左到右依次分別為喬治·華盛頓、湯瑪斯·傑弗遜、希歐多爾·羅斯
福和亞伯拉罕·林肯，這四位總統被認為代表美國建國 150 年來的歷史。整個公園占地面積 1278 英畝，最高處海
拔為 5725 英尺。公園由美國內政部下屬的一個分局——國家公園管理局進行管理，每年能吸引大約兩百萬遊客
前來觀光旅遊。

瘋馬巨石 Crazy Horse Monument

瘋馬山是為了紀念印第安的民族英雄、蘇族的一位年輕的酋長瘋馬(CRAZY HORSE)而名。這座向西的山以傳說中
的 CRAZY HORSE 的樣子雕刻成世界最大的雕像。繞著青山秀水的黑山而上，瘋馬山上，瘋馬英俊的頭顱向西凝
望著，神情剛毅。這座紀念碑的傳奇之處在於建造這個項目的雕塑家以自己舉家之力去投入這份事業的可貴精
神，更在於印第安人堅持不懈維護弘揚自身文化的決心。

晚上

入住城市：拉皮德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或 同級

Day 6

惡地國家公園 - 汽車 - 丹佛

全天

早上從酒店出發，驅車前往世界上著名的地質奇觀-惡地國家公園，隨後前往傳奇老藥房“Wall Drug”。最後抵
達丹佛。

行程安排：

酒店 → 惡地國家公園（90 分鐘）→ 傳奇老藥房“Wall Drug”（50 分鐘）→ 丹佛

全天

惡地國家公園 Badlands National Park

惡地國家公園位於美國南達科他州西南部，成立於 1978 年，占地 242756 英畝，由大面積的侵蝕石灰岩、尖峰和
草原組成，其中草原的面積可達 64144 英畝，是一片無人涉足的荒地，為美國瀕危物種哺乳動物黑足鼬的生長
地。數百萬年來，公園經受大風和雨水的侵蝕和風化形成了這片迷宮般的孤山、峽谷和溝壑地貌。走進園中可以
看到許多聳立的光禿禿的小山、深陷的丘豁、靜靜吃草的鹿和羊群，它們各有其型，各展其姿。公園還是多種野
生動物的家園，包括大角羊、野牛、草原狐和頻臨滅絕的黒腳雪貂等，它們在這裡安逸、和諧的生活著。

傳奇老藥房“Wall Drug”

雖然它並不算真正意義上的景點，但卻是到南達科他州必訪之地。這裡保留了自 1931 年就存在的老房子，門口還
有一排排拴馬的鐵樁。極具西部和印第安特色的餐廳和特色手工藝商店，濃厚的西部風情讓人久久不願離去。

晚上

入住城市：朗蒙特 Longmont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Longmont 或 同級

Day 7
全天

丹佛 - 汽車 - 落基山國家公園 - 汽車 - 丹佛

驅車跨越落基山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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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參觀科羅拉多州
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丹佛，打卡丹佛地標建築。

行程安排：

酒店 → 落基山國家公園（135 分鐘）→ 紅石公園+露天劇場（30 分鐘）→ 科羅拉多州議會大廈（外觀，30 分
鐘）→ 大藍熊（15 分鐘）→丹佛十六街商圈（35 分鐘）→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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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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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入住城市：丹佛 Denver

酒店：Hampton Inn Denver-International Airport 或 同級

Day 8

丹佛送機

全天

今天我們首先將前往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隨後結束愉快的旅程，搭乘飛機離開丹佛，回到溫暖舒
適的家園。

行程安排：

落基山阿森納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90 分鐘）→ 丹佛國際機場（DEN）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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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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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送客人抵達丹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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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成人：$20.00；

枯木鎮徒步觀光 Deadwood

導遊根據行程

walking tour

安排

老人（65+歲）：
$20.00；
兒童（3-12 歲）：
$15.00；

描述

成人：$27.00；
黃石熊世界 Yellowstone Bear

導遊根據行程

World

安排

老人（65+）：
$26.00；
兒童（3-12 歲）：
$14.00；
成人：$50.00；

總統山&瘋馬巨石夜景遊 Mt.
Rushmore & Crazy Horse Night
View

導遊根據行程
安排

老人（65+）：
$50.00；
兒童（3-12 歲）：
$40.00；
成人：$40.00；

壁林斯郊外觀星

導遊根據行程
安排

老人（65+歲）：
$40.00；
兒童（3-1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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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