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晚黃石深度-總統巨石-拱門公園-丹佛 7 天團（MA7） 

                                                         

出發團期 

6/26/2021-10/9/2021，每週六出發 
出發地：丹佛（接機） 
離團地：丹佛（送機） 
*客人參團時需提供疫苗接種證明或者出發前 3 天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7 月起可付費升級入住黃石湖景區木屋酒店：兩晚升級費$320（需提前一個月預訂，先到先

得） 
 

類型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同房第 4 人 單人房加收 分房加收 

價格 $998.00 $558.00 $558.00 $360.00 不提供分房 

 

產品特色 

產品概要 行程天數：7 天 6 晚  目的地：美國-Denver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產品特色 
2 晚入住黃石，深度遊覽大黃石生態圈，飽覽黃石 15 大最著名景點！ 

深度遊覽美國著名標誌—總統巨石山，總統步道近距離觀賞總統巨石！ 

深度遊覽美國第一國家紀念碑—魔鬼峰，環山步道近距離觀賞大自然的傑作！ 

 

行程介紹 

以下行程僅供參考,最終行程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微調,敬請以出團通知為准 

第 1 天 

家園 - 丹佛 - 夏安 
描述：早上乘坐飛機前往科羅拉多州首府 -丹佛，請於下午 1:30 之前（丹佛當地時間）在機場

大廳內的東航站樓 6 號行李提取處等候導遊。參觀科羅拉多州州政府廣場，參觀州政府金頂大

廈。下午前往位於市中心繁華路段的著名第十六街購物中心，這裡商店林立，更有很多丹佛最具

歷史意義的建築。夜宿懷俄明州首府夏安城。 
住宿：Red Lion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Cheyenne 或同級 

第 2 天 

瘋馬巨石 - 總統巨石 - 魔鬼峰 - 吉列 
描述：早晨前往世界最大的山體雕像— 瘋馬巨石！此石由印第安人與美國人聯手雕刻，為紀念

印第安人自主而戰的英雄。隨後前往美國標誌—舉世聞名的總統巨石。鬼斧神工的雕刻技術，將

美國國父華盛頓、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和平使者羅斯福、黑人之父林肯在雄偉的山峰留下不

朽的傑作。隨後出發前往世界第一個國家紀念碑—魔鬼峰！印第安人稱之為 “熊的居所” ，魔

鬼峰拔地而起超過 1200 英呎，無比壯觀，每年引得無數遊客和攀岩愛好者慕名而來。組成魔鬼

峰的六邊形岩柱是全世界最高最大的，讓您不由得感歎造物的神奇！魔鬼峰也是著名電影 “第

三類接觸” 的拍攝地點。夜宿吉列。 
住宿：Ramada Inn Gillette 或同級 

第 3 天 

洛基山脈 - 黃石國家公園 
描述：早上出發進入洛基山脈，這裡是通往黃石國家公園東門的必經之路，沿途美景令人目不暇

接！延綿不絕的山峰林海，終年不化的雪山冰河，徜徉不息瀑布河流，漫山遍野的野花芳草，勾

勒出一幅動人的畫卷，這裡更有機會見到各種野生動物！中午進入黃石國家公園- 世界第一個

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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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西黃石。 
*7 月起可付費升級入住黃石湖景區木屋酒店：兩晚升級費$320 
 



 

住宿：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或同級 

第 4 天 

黃石國家公園 
描述：早上出發前往黃石國家公園，盡情享受一整天遊覽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的樂趣。進入黃石

國家公園 - 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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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彩繽紛牽牛花池，霧氣騰騰的諾裡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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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同級 

第 5 天 

黃石 - 大提頓國家公園 - 傑克森 - 大鹽湖 - 鹽湖城 
描述：早上在酒店整裝出發（溫馨提示：黃石公園位於洛磯山脈之中，海拔約 7000 英呎；&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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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來到道地的西部牛仔小鎮 - 傑克遜，這裡也是世界聞名的度假聖地，搭乘纜車至海

拔萬呎山峰俯瞰傑克森山谷、巍峨大提頓山脈。下午抵達美國中西部第一大城 – 鹽湖城，參觀

“美國的死海”大鹽湖。夜宿鹽湖城。 
住宿：Ramada by Wyndham Salt Lake City 或同級 

第 6 天 

州府山莊 - 聖殿廣場 - 拱門國家公園  
描述：早上參觀鹽湖城的地標建築、全美國最豪華和最壯觀的州政府大廈 – 猶他州州政府大

廈。宛如宮殿般的政府大樓是美國少有的幾處不需要安檢即可入內參觀的州政府。採用了新古典

主義建築的風格，整座大樓外部由花崗岩建造，內部一色灰白天然大理石，穹頂畫有早起開拓者

來此拓荒的壁畫，不經意間流露出些許的摩門教色彩，整棟建築恢弘壯闊，精緻華麗，是猶他州

的顯著地標，美國最壯觀的州府大廈。隨後前往摩門教的聖地—聖殿廣場。摩門教姊妹帶領我們

參觀，並娓娓道來摩門教的教義以及發展的歷史。下午前往世界最大的自然沙石拱門集中地 - 
拱門國家公園。佔地七萬三千英畝的國家公園內，又有超過 2000 多座拱形石橋散佈四周，各有

特色，它們結合了風和水的侵蝕力量，有的像尖塔，有的像窗戶，有的像幾個人在講悄悄話。夜

宿科羅拉多州。 
住宿：Ramada Inn Grand Junction 或同級 

第 7 天 

洛基山脈 - 威爾 - 紅石劇場 - 丹佛  
描述：早上乘車穿越'北美大陸的屋脊' - 洛基山脈，科羅拉多境內的洛基山脈是最高的一段，海

拔接近 12000 英呎，是美國所有州際高速公路最高點。跨過分水嶺，沿途景色美不勝收！中午

抵達洛基山脈金三角的威爾市，這裡是世界聞名的度假勝地，戶外活動的天堂，也是很多政客明

星夏天度假，冬天滑雪的首選！小鎮景色精緻美麗，世界最頂級的滑雪度假村林立！隨後參觀位

於洛基山脈半山的著名露天搖滾音樂表演場 - 紅石公園，這裡夏天的每個週末幾乎都會有著名

的歌星、樂隊來此表演，劇場氣勢恢宏，更可俯瞰大丹佛地區。下午抵達丹佛國際機場，乘機返

回家園，結束難忘的黃石總統巨石假期。 
 
*請訂 4:00PM 以後的航班離開丹佛(DEN)機場 

 

接客地點 

時間 地點 

13:30 地點：Den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丹佛國際機場 DEN) 東航站樓 6 號行李提取處（東航站



 

樓 6 號行李提取處） 
地址：8500 Pena Blvd, Denver, CO 80249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專業旅遊用車； 
專業司導服務； 
商業車險；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 

費用不含 

往返出發地的交通費用； 
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 
個人費用（如餐費，電話費，收費電視等一切個人消費）； 
行程中的必付項目； 
行程中的自費項目； 
費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自費專案 說明 

MA7 必付費用 190  包含黃石公園 大提頓 總統巨石 瘋馬巨石 魔鬼峰 拱門 大鹽湖 燃油附加費 

必付服務費$12/人/天 按預訂行程的天數計算，大人小孩同價 

MA 巴士前三排$90 
團號：MA6 MA7 
 

 

預定須知 

溫馨提示 

*在收到海鷗假期的行程確認單之前，請不要預訂機票，否則損失自付； 
*由於出發日期不同，行程的前後順序會有調整，最終行程以海鷗假期的確認單為准； 
*門票價格會因季節調整，以當日景點價格為准； 
*景點會因季節性、交通狀況，做出相應順序調整。 

參團須知 

*客人參團時需提供疫苗接種證明或者出發前 3 天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請安排您的航班在您結束旅程的最後一天 4:00PM 後離開丹佛 DEN； 
*請確認攜帶旅行證件，請在參團及酒店入住時出示海鷗假期行程確認單； 
*如遇特殊情況，本公司保留調整行程和酒店的權利； 
*酒店的入住時間都是 15:00 以後，房間皆為「非吸煙」房，在房間內吸煙會被罰款$250
以上； 
*每個房間最多安排兩張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請自行向酒店前臺查詢，加床費用自

理； 
*服務費標準（必須支付）：每人每天 12 美元（按預訂行程的天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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