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賴  宜 伶  02-2523-8965 

 
2018/09/30【美國】精采絕倫五大國家公園 15 日 
NT :168,0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 150USD 、 ESTA 500) 

 
行程特色 

 

 

 

領隊: 

吳翊言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天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抵達城市 出發日期-時間  抵達日期-時間 

第一天 CI 004 桃園 TPE / 舊金山 SFO 23:35 20:00 

第十三天 AS2453 博茲曼 BZN/西雅圖 SEA 13:20 14:25 

第十三天 AS410 西雅圖 SEA/洛杉磯 LAX  15:35 17:59 

第十四天 CI 007 洛杉磯 LAX / 桃園 TPE 01:05 0600 +1  

(第 15 天到)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舊金山              
因飛越換日線，班機於當天抵達美國西半球充滿浪漫色彩的迷人霧都～舊金山，冬暖夏涼的天候、美麗的港灣、典

雅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都使舊金山當選舉世公認全美最美麗的城市。 

 
早：X 午：X 晚：X 

宿：舊金山 SHERATON PLEASANTON 或同級 

 

第 02 天  舊金山 - 金門大橋 - 漁人碼頭 – 九曲花街 - 港灣遊船車程約 3hr - 格羅夫藍

Groveland 
【 金門大橋 】朱紅的橋身，配上當寒流碰上暖流常起的霧，成就了一張張美麗的圖案。  

【 漁人碼頭 】 美麗的港灣，停泊的船隻，微鹹的海風拂面，還有不請自來的海獅喔喔叫個不停。過去，這

裡只是一個小小漁港；如今，這裡商店雲集，遊人如織，熱鬧十足，美景無邊，這裡絕對可說是舊金山觀

光景點的當家花旦。 

【 九曲花街 】電視電影拍攝最喜愛的場景，本是 27 度斜坡的直線雙向車道，後來才改成彎曲的街 道，成

了風靡全球、最彎曲也最美麗的街道。 
【 港灣遊船】安排搭乘舊金山港灣遊船遊覽舊金山灣。舊金山必玩！一小時無與倫比的遊船體驗，帶你環繞著名的

惡魔島一圈，航行過金門大橋，讓你用各種角度拍遍金門大橋的樣貌，欣賞著名的舊金山天際線，記得把握絕佳的

拍攝機會，抓住大橋各種角度的宏偉姿態。拍攝完畢，啟航返回舊金山港灣，沿途會經過山林海岸線自然保護區、

美麗的度假小鎮蘇沙利多與天使島州立公園。 

 

早：O 飯店內用 午：西式螃蟹餐 45USD 晚：中式自助餐 或中式七菜一湯 15USD 

宿：格羅夫藍 THE GROVELAND HOTEL 或 BEST WESTERN YOSEMITE WAY STATION 或同級 

 

第 03 天  格羅夫藍車程約 30min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Glacier Point Tunnel View – 新娘面紗瀑

布 – 午餐車程約 3hr – Bakersfield 貝克斯菲爾德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是美西最負盛名的國家公園，美如其名，位於加州中部內華達山脈，面積約 3081

平方公里，是美國西部最美麗、造訪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之一，與大峽谷、黃石國家公園齊名，聯合國已

列入為世界自然遺產之一。它也是第一個受到美國聯邦政府保護的自然區，耀眼亮麗的翡翠森林，無所不

在花崗石，閃爍的銀色湖泊，形形色色的花草樹木，尖細起伏不定的山脊和高聳的懸崖，交叉形成令人驚

豔的美景。 

【新娘面紗瀑布】是優勝美地瀑布的代表之一，雖然不大，但是卻很魅力。新娘面紗瀑布位於優勝美地谷

口，通常是旅行者們進山熱身的第一個小徑。傾瀉而下的瀑布，水霧飄散遮蓋著的岩石，讓早期探險者們

想到了柔美的新娘面紗。 

 



早：O 飯店內用 午：現金餐費 USD 15 晚：西式套餐 30USD 

宿：貝克斯菲爾德 HOLIDAY INN EXPRESS BAKERSFIELD 或同級 

 

第 04 天  貝克斯菲爾德車程約 2hr  – 巴斯托 Outlet 車程約 20 min – 卡利哥鬼鎮車程約 2.5hr – 

拉斯維加斯(夜遊) 
【OUTLET】在此您可以在此大肆採購一番，以平價的價錢購每到美國各知名品牌。 

【卡利哥鬼鎮】位於南加州聖伯納蒂諾縣(San Bernardino County)的十五號公路旁, 巴斯托市(Barstow)

以東的沙漠地區, 是一個著名的鬼鎮. 在一百多年前為一座盛產銀礦的小鎮. 不過由於銀的價值崩跌, 卡

利哥的銀礦已經在 1890 年停止開採. 不過小鎮上仍然留下許多當時建築. 目前小鎮則以觀光為主, 以西

部荒漠鬼鎮為主題, 鎮上有許多小店販賣紀念品, 以及西部風味餐廳 

【拉斯維加斯】是美國人最喜愛的旅遊地點之一，也是世界第一大賭城！不過這裡並非只有賭，它還是個

老少咸宜的多元化旅遊城市，擁有全世界超水準的歌舞秀以及千萬價值的夜景，不論是金殿的人造火山爆

發、凱撒宮的雕像秀、還是百樂宮的水舞，各種精彩剌激街景都將進入眼簾，帶給觀光客最佳感官饗宴。 

 

早：O 飯店內用 午：現金餐費 USD10 晚：中式七菜一湯 USD15 

宿：拉斯維加斯 PLANET HOLLYWOOD 或 NEW YORK NEW YROK 或同級 

 

 第 05 天  拉斯維加斯車程約 60min-火焰峽谷  

火焰谷州立公園位於南內華達州、莫哈比沙漠內，離拉斯維加斯僅 50 英里的路程。成立於 1935 年的公園面積

達 36,800 公頃，是內華達州最早成立的州立公園。火焰谷中經歷了一億五千萬年風雨侵蝕的砂岩，形狀各異，

造型奇特，奇形怪狀地滿佈整座山谷之中。在陽光照射下，紅白條紋的岩塊紅艷艷地，如同熊熊燃燒烈火一般，

火焰峽谷因此得名。夏天山谷裡的溫度更高達 122 華氏度以上。此地曾被當地的原住民印地安人視為聖地，所

以在紅色的砂岩之上，至今還留有許多的壁畫，壁畫的內容包含當時的印地安人的生活及大自然的變化等。據

考證有些的壁畫已經有 3000 年的歷史了。因此這更可視為一座露天的考古博物館。 

 
早：O 飯店內用 午：現金餐費 USD10 晚：飯店自助餐  

宿：拉斯維加斯 PLANET HOLLYWOOD 或 NEW YORK NEW YROK 或同級 

 

第 06 天  拉斯維加斯車程約 40min – 密德湖車程約 20min– 胡佛水壩車程約 1.5hr – 金曼車程約

2.5hr – 大峽谷南緣(午餐) –Imax 電影+吉普車之旅 
【密德湖】是美國最大的人造湖和水庫。位於內華達州與亞利桑那州交境之處，賭城拉斯維加斯東南 48

公里。由著名的胡佛水壩攔科羅拉多河之水而成。水庫在大壩之後延綿 180 餘公里，持水約 350 億立方米，

水庫通過給水工程供應南加州與內華達州社區用水。 

【胡佛水壩(Hoover Dam)】位於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的交界處，壩高 220m，底寬 200m，頂寬 14m，

堤長 377m。1936 年，胡佛水壩竣工並且開始投入使用;2010 年 10 月，胡佛水壩大橋開通並使用。胡佛水

壩的壩下是著名的科羅拉多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胡佛水壩還有個全名，邁克.奧卡拉漢-帕特.蒂爾曼紀

念大橋(Mike O'Callaghan-Pat Tillman Memorial Bridge)，是以兩位美國人的名字來命名，一人是前內華

達州州長邁克·奧卡拉漢，另一人是前美式足球明星帕特·蒂爾曼。 
【大峽谷南緣】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大峽谷南緣。南大峽谷深達 7000 英尺，落差最大， 景區的遊

覽面積最廣，甚為壯觀。古老的(Yavapai Point). 您可登上瞭望台感嘆科羅拉多河的宏偉和壯麗，也可漫

步在悠長的步道上領略峽谷的神奇地貌。 

【 Imax 電影】IMAX（全稱：Image MAXimum），意指最大影像，為一種能夠放映比傳統底片更大和更高解析度的

電影放映系統。IMAX 是大格式及需在特定場館播放的影像展示系統中最為成功的。 

 

http://cms.sbcounty.gov/parks/Parks/CalicoGhostTown.aspx
http://www.towngoodies.com/county:us-ca-san-bernardino
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ca-barstow
http://www.towngoodies.com/town:us-ca-barsto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5%8D%8E%E8%BE%B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8%A9%E6%A1%91%E9%82%A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6%96%AF%E7%BB%B4%E5%8A%A0%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4%BD%9B%E6%B0%B4%E5%9D%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7%BD%97%E6%8B%89%E5%A4%9A%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7%9E


早：O 中式稀飯餐盒 USD5 午：西式自助餐 USD12 晚：西式套餐 

宿：CANYON PLAZA 或同級 

 

第 07 天  大峽谷南緣 NAVAJO POINT 車程約 2.5hr– 羚羊峽谷(四輪傳動車) – 馬蹄灣 – 佩吉 
【NAVAJO POINT】是大峽谷南緣比較高的一個觀景點，可以同時看到峽谷和沙漠景觀，可以感受到除了波瀾壯

闊的大峽谷。 

【羚羊峽谷(四輪傳動車)】搭乘那瓦荷人的四輪傳動車，通過數哩的乾涸河床，即抵達峽谷入口。羚羊峽谷是由沙

漠中偶發豪雨的急流切割台地所形成的裂縫，桃紅與巧克力色的嶙峋山壁向上延伸百餘呎，並隨著陽光角度不同而

產生繽紛色彩，充滿神秘之美，是地球上最奇特詭異的景觀之一，也是大自然攝影家的最愛。 

【馬蹄灣】由上往下俯瞰科羅拉多河流經此處切割而成的 270 度巨大的馬蹄型彎道，它的美令人怦然心動，它的壯

觀遠超乎您的想像。 

 

早：O 飯店內用 午：西式套餐 20USD  晚：西式套餐 30USD 

宿：佩吉 HAMPTON INN AND SUITES PAGE LAKE POWELL 或 LA QUINTA INN LA KE POWELL 或同級 

 

第 08 天  佩吉車程約 3hr – 布萊斯峽谷距離 5m – 布萊斯古城  
【 布萊斯峽 谷國家公園】成立於 1928 年的布萊斯峽谷國家公 園，位於南猶 他州，以 其瑰麗色彩和獨具

一格的岩柱聞名， 綜 合了風、河水、融 冰 的特殊侵蝕和湖床 沈 積岩組合而成，一 眼 望去有的像中國秦

朝的兵馬俑，有的 又 像童話中的城堡、 仙 女、棋盤等，因而 被 讚譽為天然石俑的 殿 堂，加上隨著陽光

的移動，瞬息萬變 出 橙、棕、紅、灰等 色 彩，不論何時前去 都 滿是驚嘆。  

 

早：O 飯店內用 午：西式自助餐 15USD 晚：西式套餐 25USD 

宿：布萊斯古城 BEST WESTERN RUBY’S INN 或同級 

 

第 09 天 布萊斯古城車程約 4hr – 鹽湖城 – 市區觀光  
【 鹽湖城】 是猶它州首都也是該州最大 都 市，更是耶穌基督 後 期聖徒教會的總部 ， 此地是教徒黃百翰

帶領摩門教徒，來 到 這個寸草不生的猶 他 州，辛苦建立的家 園 。 

隨後市區觀光。 

 

早：O 飯店內用 午：中式自助餐 15USD 晚：中式七菜一湯 15USD 

宿：鹽湖城 HOLIDAY INN SALT LAKE 或同級 

 

第 10 天  鹽湖城車程約 5hr – 大蒂頓國家公園 – 大蒂頓 
【 大蒂頓國 家公園】大提頓山脈千峰弄雪，是美國落基山脈的精華所在，派拉蒙電影公司的片頭就是大提頓峰，

雪山、碧湖、翠林、繁花，如畫山水倒映在冰湖上，隨手之照便是絕美明信片。 

  

早：O 飯店內用 午：西式餐 20USD 晚：西式套餐 40USD 

宿：大蒂頓 THE LODGE AT JACKSON HOTEL 或同級 

 

第 11 天  大蒂頓國家公園車程約 2.5hr – 黃石國家公園(老忠實噴泉凹地) – 黃石湖 – 大稜鏡

溫泉 – Imax 電影 
【 黃石國家 公園】 是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橫跨懷俄明、艾達華和蒙大拿三州，被譽為「世界瑰寶、地球之眼」，

總面積達約 83 萬公頃，約有台灣的四分之一大，幅員遼闊。黃石景觀以溫泉、地熱、間歇泉、泥漿盆聞名，其中最

具代表的老忠實噴泉，每天熱情忠實上演，從不令遊客失望，園內還可遇見許多野生動物，處處充滿驚喜。 

【 老忠實噴 泉】老忠實間歇泉是黃石公園的地標，以它的穩定性聞名于世，相隔九十多分鐘就會噴發一次，從不叫



遊客失望，它始終如一的忠實受到遊客的喜愛。 

【 大稜鏡溫 泉】又稱大虹彩溫泉，大稜鏡溫泉也是黃石公園裡最有名的間歇泉之一。大稜鏡溫泉的美在於湖面的顏

色隨季節而改變，春季，湖面從綠色變為燦爛的橙紅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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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體內的葉綠素和類胡蘿蔔素的比例會隨季節變換而改變。 

【 Imax 電影】IMAX（全稱：Image MAXimum），意指最大影像，為一種能夠放映比傳統底片更大和更高解析度的

電影放映系統。IMAX 是大格式及需在特定場館播放的影像展示系統中最為成功的。 

  

早：O 飯店內用 午：現金餐費 USD15 晚：西式套餐 35USD 

宿：黃石國家公園 CLUB HOUSE INN WEST YELLOWSTONE 或 YELLOWSTONE WESTAGE 或同級 

 

第 12 天  長毛象溫泉 – 黃石大峽谷(噴泉凹地) – 泥火山  
【 長毛象溫 泉】位於黃石公園西北方的長毛象 (Mammoth) 溫泉區，是黃石國家公園管理總部的所在地，以石灰岩

地形「長毛象溫泉」(Mammoth Hot Springs) 聞名。溫泉所形成的雪白及暗黃台階，有如梯田一般。當熱溫泉自石

灰岩層中湧出，熱水便將構成石灰岩裡的碳酸鈣溶解於水中，當流出地表的水冷卻後，水中的碳酸鈣又凝結而沈積

成石灰平台。當地下的出水孔被堆積物阻塞後，泉水便又流向其它出口，而形成另一個平台。平台中沈積的泉水，

受到的藻類微生物活動的影響，遂形成了黃、白、褐等色，層層堆疊就形成『石灰華階』。 

【 黃石大峽 谷】宛如置身山水國畫中，瀑布和黃石河更是不可錯過的景點。黃石湖出口北流形成黃石河，黃石河水

貫穿火山岩石，長期的強力沖蝕，而形成了氣勢磅礡的黃石大峽谷。峽谷中有雙瀑飛落，那就是有名的「黃石上下

瀑布」，很難想像園內竟也有瀑布，兩側崖壁因風蝕氧化顏色萬千，其壯觀的程度不雅於尼加拉瀑布；若您可以找到

那條「湯姆叔叔步道 Uncle TomS Trail」，可以順著懸崖階梯而下，迎面而來的水花與巨大的聲響，那種身歷其境的

體驗，保證令您終身難忘。 

【 泥火山】是園區東部唯一的地熱景區。雖然不大，但是很有特色，這里大多是泥漿泉，幾乎看不到彩色噴泉。很

早前就是一個景色多變的噴泉，有時沸騰，有時寧靜的像一個溫泉池。 

 

早：O 飯店內用 午：現金餐費 USD15 晚：西式套餐 35USD 

宿：黃石國家公園 CLUB HOUSE INN WEST YELLOWSTONE 或 YELLOWSTONE WESTAGE 或同級 

 

第 13 天  黃石- 博茲曼/西雅圖/洛杉磯  
今日從黃石公園到波茲曼機場，搭乘內陸段飛機到洛杉磯。 

 

早：O 飯店內用 午：現金餐費 USD15 晚：中式海鮮餐 USD26 

宿：機上 

 

第 14 天 洛杉磯/桃園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溫暖的故鄉台灣。 

 

早：X 午：X 晚：X 

宿：機上 

 

第 15 天 台北 
今日早上 5 點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次愉快難忘的 15 日遊。 預祝 各位貴賓旅途愉快!! 

 

註：本行程及班機時間僅做參考，以出發時之班機及行程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