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黄石公园九日团 

洛杉矶或拉斯维加斯参团或离开 团号：FNYW9 

【独家体验】冬季黄石国家公园，感受白雪皑皑、恍如仙境、美到极致的北美冰雪王国！ 

【超凡感受】寻觅野生动物的踪迹，更多原生态的探索，让您毕生难忘！ 

【尊贵享受】每天仅接待 200为客人，报名从速。 

出发团期 

2018 年 12 月：13、19、20、21、23、26、27、28 日  

2019 年 1 月：10、17、24、30、31 日 & 2019 年 2 月：1、3、4、5、14、21、28 日 & 

2019 年 3 月：7 日。                          

             

类型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同房第 4 人 单人房加收  

价格 $1068.00 $728.00 $728.00 $400.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9 天 8 晚  目的地：美国-Los Angeles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独家体验】冬季黄石国家公园，感受白雪皑皑、恍如仙境、美到极致的北美冰雪王国！ 

【超凡感受】寻觅野生动物的踪迹，更多原生态的探索，让您毕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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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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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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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机服务小费：$4/人/次 

 



 

住宿：Holiday Inn El Monte 或同级 

第 2 天 

洛杉矶 - 拉斯维加斯 - 康纳镇 

早上我们沐浴着加州冬日暖阳从洛杉矶出发，途中我们会被斑驳变幻的色彩和地貌吸引，穿过

圣伯纳丁诺森林、穿越北美最大的莫哈维沙漠，与星星点点的约书亚树擦身而过，下午到达沙

漠中的享乐天堂-拉斯维加斯。稍作休息后我们继续前进，傍晚到达并留宿有小好莱坞之称的犹

他州康纳镇，更可享受道地的西部牛仔风味大餐！ 

 

**拉斯维加斯参团朋友请于下午 3:00 前在 Circus Circus 赌城 Skyrise 大楼 2 楼星巴克旁等

候导游。 

**拉斯维加斯免费接机时间：每天中午 1:30 

 

住宿：La Quinta Inn Suites Kanab  或同级 

第 3 天 

康纳镇 - 葛兰大坝包伟湖 - 羚羊彩穴 - 布莱斯峡谷 - 盐湖城 

早上驱车前往羚羊彩穴，途径美国第二大人工湖—包伟湖。其湖岸线全长约 300 公里，有 96

个峡谷，仿佛是坐落在湖上的大峡谷。冬日暖阳下红石如焰，静谧旖旎。羚羊彩穴是令全球摄

影师都魂牵梦绕的摄影圣地，由纳瓦霍印第安向导引领揽胜。印第安族人认为这里是升华灵魂、

聆听神教诲的地方。当斑驳的红砂岩经过自然光束折射后幻化出艷丽的流光溢彩，如梦幻的丝

绸柔润而灵动，又如绚丽的梦境来去飘忽不定。在这里每位游客都会成为摄影大师，感叹造物

主的传神造化。接下来我们将驱车前往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高耸入云的褐色石岩层层叠叠，

像极了守护天地的石俑。白雪为石俑披上了素洁的披挂，而斑斓的石俑又将白雪润透成神秘的

焰火，整个露天剧场格外肃穆壮丽。夜宿在盐湖城。 

 

住宿：Four Points by Sheraton Salt Lake City Airport  或同级 

第 4 天 

盐湖城 - 杰克逊小镇 - 国家高角鹿保护区（马拉雪橇） 

早上从酒店出发，沿途一片银白世界，绵延高耸的雪山，雪原上动物足迹纵横交错，密密的白

色松林跌拓起伏，安静祥和的小村错落有致，还有冬日在酒馆欢聚的牛仔，无不让您感叹美国

山地州的冬日依旧迷人。途经犹他州、爱达荷州，于中午抵达牛仔的故乡—著名的怀俄明州杰

克森小镇，浓浓的西部牛仔风情扑面而来，可谁知道杰克森却是富豪政要和好莱坞大明星荟萃

的地方，也是世界闻名的度假胜地，团员们可观赏市中心著名的鹿角公园。下午我们会乘坐马

拉雪橇或者马车（视雪的厚度）游览国家高角鹿保护区。每年冬天成千上万只的高角鹿都会来

此过冬，远处大提顿山脉巍峨耸立，茫茫林海雪原上成千上万的高角鹿悠闲的觅食，这幅画卷

如此生动而气势如虹！夜宿杰克森。 

 

住宿：Quality Inn &amp; Suites 49'Er  或同级 

第 5 天 

杰克逊小镇 - 国王山庄滑雪 - 大提顿国家公园 - 西黄石 

早上我们从酒店出发，前往世界闻名的滑雪胜地—国王山庄，此地是很多奥林匹克选手训练的

地方。在这里您可以租借到各个级别的滑雪用具和服装，在中文教练（有经验者可自己滑）的

教导下很快就能体验到滑雪（自费）的乐趣，在洁白细滑的雪场滑行，徜徉在蓝天白雪之间，

心情也随之快意飞扬。缆车会将我们缓缓送上山顶，这里海拔超过 10,000 呎，可以俯瞰整个杰

克森山谷，层峦叠嶂的山谷与皑皑白雪和湛蓝清透的天空已经融为一幅壮美的水墨写意画，美

不胜收！中午我们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它的主峰就是著名电影公司派拉蒙的商标。大提顿公

园高耸入云的山峰上覆盖着终年不化的冰河，冰清玉洁，荡涤着游人心灵，也刻画出大提顿山

脉的轮廓，蔚为壮观。山脚下的蛇河更宛如一条玉带绵延不止，河道低空还经常有一层薄薄的

平流雾，宛如梦幻般的人间奇境。夜宿西黄石。 

 



 

(温馨提示：严寒地区，请备足御寒衣物/雪地靴；雪地的反射线很强，请做好防晒及护眼工作。) 

 

住宿：White Buffalo West Yellowstone  或同级 

第 6 天 

黄石国家公园（雪地巴士） - 调色板 - 老忠实喷泉 - 盐湖城 

今天搭乘我们精心为大家安排的雪地巴士进入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冬天的黄石

别具风情， 那些天然特殊景观，不但依然热烈澎湃，且因为低温的关系，造就更强烈的视觉效

果。在厚雪覆盖的冬季，同时看到冰雪与热泉交融，河岸的植物不同于其他结霜的枯枝，犹有

绿意，令人忍不住地对「黄石」发出惊悚的赞叹！有些河段由于有地热水的汇入不但不结冰，

还冒着蒸汽，更使得两岸冰雕玉琢，银装素裹，河面却是一片幽绿，安然流淌，宛如神话世界！

在去黄石公园旅游的沿途中可见成群的野牦牛等着游客为它们拍照，彷彿进入野生动物园。乘

坐雪地巴士进入黄石公园深处旅游，观赏世界最著名的喷泉—老忠实泉！由于冬天的气温特别

低，所以每次的喷发规模比夏日更为壮观！小饼干喷泉盆地，调色板，麦迪森… 精彩会接踵而

来！冬天大多数的野生动物都会从严寒的山头下来，到温暖的温泉区觅食，所以还能看见更多

的野生动物。夜宿盐湖城。 

 

（★温馨提示：黄石国家公园冬季如遇下雪天气或园内修路等原因导致部分景点关闭，导游将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游览内容，请游客理解和接受） 

 

住宿：Four Point Sheraton Salt Lake Airport  或同级 

第 7 天 

大盐湖 - 州府山庄 - 圣殿广场 - 拉斯维加斯 

早上前往美国的“死海”大盐湖。大盐湖是史前大湖邦纳维尔湖的最大残余部分，是西半球最

大的咸水湖，大盐湖干燥的自然环境与著名的死海相似，但湖水含盐量比海水大得多，是许多

珍贵野禽天堂。随后参观犹他州州政府大厦，这座艺术价值极高的建筑作品采用了新古典主义

建筑的风格，整座大楼外部由花岗岩建造，内部一色灰白天然大理石，穹顶画有早起开拓者来

此拓荒的壁画，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的摩门教色彩，整栋建筑恢弘壮阔、精致华丽，是犹他州

的显著地标，也是美国最壮观的州府山庄。随后参观摩门教圣地—圣殿广场，由摩门教姐妹带

领，并娓娓道来摩门教的历史和教义。午后前往沙漠明珠，有世界赌博娱乐之都美称的拉斯维

加斯，夜宿拉斯维加斯。 

 

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 8 天 

大峡谷  - 胡佛水坝 

清晨我们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首的大峡谷，领略洪荒之力的创世奇迹，大约有三分之一地壳变

动的历史被深深地纪录在石壁上。其雄伟的地貌、浩瀚的气魄、慑人的神态、震撼的景色世无

其匹。它像一块神秘的调色板，变幻出奇异的五色斑斓。我们可以选择观景直升机或飞机，在

空中一览大峡谷的震撼！随后前往美洲最高的胡佛水坝， 亦可远眺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夜宿

拉斯维加斯。 

 

住宿：Park MGM Las Vegas  或同级 

第 9 天 

巧克力工厂 - 仙人掌花园 - 奥特莱斯 - 洛杉矶【客人可以选择从拉斯维加斯自行离团】 

我们最后一站会来到著名的 MM 巧克力工厂和与其相连的仙人掌花园，在此不仅能一览世界著

名 MM 巧克力繁复精良的制作工艺，还能免费品尝和购买各种新出炉的特色巧克力。仙人掌花

园并不大，但这里的仙人掌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美国西部所有的仙人掌品种，我们就像上了

一堂生动的品鉴植物课。 告别赌城，我们前往奥特莱斯尽享购物的乐趣，傍晚时分抵达洛杉矶，

结束我们难忘的美好假期，不仅收获沿途的冬日盛艳美景，更有在旅途中与新朋旧友结成的温

馨情谊。 

 



 

注意：请安排 9:30pm 以后的（美国国内航班）或 10:30pm 以后的（国际航班）离开洛杉矶。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地点：不需要 LAX 接机的客人请自行去酒店入住 

地址： 

 
地点：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地址：1 World Way, Los Angeles, CA 90045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交通：当地豪华欧洲旅游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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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不含 

1. 全程餐费（赠送除外）； 

2. 当地导游地接服务费 (每人每天 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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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及签证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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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一切私人消费； 

5. 司机导游及交通工具超时工作费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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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机票加税费以及起始地到出发机场往返交通费； 

8. 全程单间差； 

9. 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10. 必付项目：$130，包含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马拉雪橇、雪地巴士、布莱斯峡谷公园、

燃油附加费。(不含羚羊彩穴)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说明 

必付服务費 $10/人/天 Mandatory service fee $10 per day per person 

YW8 必付($130) 包含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玛拉雪橇，雪地巴士，布莱斯峡谷，燃油附加费 

拉斯维加斯夜游  $35 占座位同价 

拉斯维加斯夜游+摩天轮 成人 $75 小

孩 $60 
小孩 4~12 歲 

太陽劇團-愛- Beatles Love  $133 需 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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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峡谷小飞机  $189 2 歲以上同價 

南峡谷直升机 $249 2 歲以上同價 

羚羊彩穴（下羚羊） 成人$48  小孩$28 小孩 7~12 歲 

滑雪（含滑雪服、滑雪工具，客人仅需

自备手套、滑雪镜）+小火车+缆车+雪胎

+山顶观光：$150/人 

滑雪（含滑雪服、滑雪工具，客人仅需自备手套、滑雪镜）+小火车+缆车+雪胎

+山顶观光：$150/人 

小火车+缆车+雪胎+山顶观光 $100  

太陽劇團-卡秀 - KA  $126 需 5 歲以上 

太陽劇團奇幻魔術-MindFreak  $110 需 5 歲以上 

成人秀（18 禁） - Fantasy  $70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火辣奇幻秀- Zumanity  $95 需 18 歲以上 

太陽劇團歐秀 - O  $237 需 5 歲以上 

大衛魔術秀 David Copperfield  $160 需 5 歲以上 

藍人- Blue Man  $133 均可觀看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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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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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团须知 

*请确认携带旅行证件，请在参团及酒店入住时出示行程确认单； 

*如遇特殊情况，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和酒店的权利； 

*酒店的入住时间都是 15:00 以后，房间皆为「非吸烟」房，在房间内吸烟会被罚款$250

以上； 

*每个房间最多安排两张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请自行向酒店前台查询，加床费用自理； 

*所有享受「买二送一」及特价优惠的订单取消一人：出团前 1-3 工作日内取消罚款$100，

参团当日有人不出现罚款$200； 

*服务费标准（必须支付）：每人每天 10 美元，接机每人每次 4 美元； 

*若出发前 8-14 天内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30%，出发前 4-7 天内罚款团费的 50%，

出发前 3 天内将不予退费。 

 

蜂鸟旅游 

www.FengniaoTravel.com 
 

 

http://www.fengniaotrav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