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晚黄石深度-总统巨石-丹佛 7 天团（MA7） 

                                                         --（团号：MA7) 

出发团期 

05/01 - 10/09 周三出发 

05/15 - 10/09 周三、六出发 

06/2 1- 08/16 周三、五、六出发 

出发地：丹佛（接机） 

离团地：丹佛（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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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00 $60.00 $468.00 $300.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7 天 6 晚  目的地：美国-Denver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导游：5-20 年以上带团经验；司机 10 年以上安全驾驶经验 

大巴：出城全部 3 年以内新车，豪华欧洲大巴 

行程：安排最合理，不走回头路，入住当地品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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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園 - 丹佛 - 夏安 

描述：早上乘坐飞机前往科罗拉多州首府 -丹佛，请于下午 1:30 之前（丹佛當地時間）在机场

大厅內的東航站樓 6 號行李提取處等候导游。參觀科羅拉多州州政府廣場，參觀州政府金顶大

廈。下午前往位於市中心繁華路段的著名第十六街购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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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同级 

第 2 天 

瘋馬巨石 - 總統巨石 - 熊國 - 魔鬼峰 - 吉列 

描述：早晨前往世界最大的山體雕像— 疯马巨石！此石由印第安人与美国人联手雕刻，為纪念

印第安人自主而战的英雄。随后前往美國標誌—举世闻名的总统巨石。鬼斧神工的雕刻技术，

将美国国父华盛顿、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和平使者罗斯福、黑人之父林肯在雄伟的山峰留

下不朽的杰作。下午抵達熊國（自費），一個巨大的野生動物園，這里可以看到各種各樣洛基

山脈的本土動物：狼，麋鹿，高角鹿，野牛，山師… 還有超過 160 只熊！車子緩緩穿過公園，

您可以體驗近距離觀賞拍照野生動物的樂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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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國： $15 成人/$10 (5~12 歲) 

住宿：Ramada Inn Gillette 或同级 

第 3 天 

洛基山脈 - 黃石國家公園 - 科迪牛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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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抵達位於東黃石的著名牛仔城—科迪，這裡充滿

牛仔氣息，每年 6 到 8 月更可觀賞正宗西部牛仔競技表演，或者體驗實彈射擊的樂趣（自費）。

夜宿科迪。 

打槍： $75/人 

牛仔競技： $25/人（6-8 月） 

 

住宿：Best Western - Sunset Inn 或 Buffalo Bill Village 或 Comfort Inn Cody 或 

Holiday Inn Cody 或同级 

第 4 天 

黄石国家公园 -  

描述：早上出发前往黄石国家公园，尽情享受一整天游览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的乐趣。进入黄

石国家公园 - 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成群的高角鹿，美洲水牛，各种珍稀水鸟，原始的大草原

森林与绚烂多彩的热泉编织出古老黄石火山高原动人心魄的图画！七彩缤纷大棱镜热泉；五颜

六色调色板；世界闻名老忠实；浪漫迷人的黄石湖；雄伟秀丽的黄石大峡谷；万马奔腾的上瀑

布；五彩缤纷牵牛花池，雾气腾腾的诺里斯；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精彩会一个个接踵而来！

夜宿科迪。 

住宿：Best Western - Sunset Inn 或 Buffalo Bill Village 或 Comfort Inn Cody 或 

Holiday Inn Cody 或同级 

第 5 天 

黄石 - 大提顿国家公园 - 杰克森 - 大盐湖 - 盐湖城 

描述：早上在酒店整装出发（温馨提示：黄石公园位于落基山脉之中，海拔约 7000 英呎；&nbsp;

盛夏七八月早上温度有时只有 4℃，请注意保暖）当您还沉醉于昨天精彩行程带给您的惊喜而依

依不舍时，今天我们一起去感受大黄石生态圈的秀美！神秘静谧的森林；浪漫迷人的黄石湖；

雾气腾腾的河流都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随后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万年不化的冰河覆

盖在巍峨的大提顿山脉上，蓝天森林环绕，倒映在山脚下处子般的杰克森湖上，蛇河蜿蜒流过，

宛如仙境！随后来到道地的西部牛仔小镇 - 杰克逊，这里也是世界闻名的度假圣地，搭乘缆车

至海拔万呎山峰俯瞰杰克森山谷、巍峨大提顿山脉。下午抵达美国中西部第一大城 – 盐湖城，

参观“美国的死海”大盐湖。夜宿盐湖城。 

**杰克森缆车 5 月 11 日开放，开放之前改为参观鹿角公园。 

住宿：La Quinta Midvale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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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宫殿般的政府大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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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的摩门教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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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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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集中地 - 拱门国家公园。佔地七万三千英亩的国家公园内，又有超过 2000 多座拱形石桥散佈

四周，各有特色，它们结合了风和水的侵蚀力量，有的像尖塔，有的像窗户，有的像几个人在

讲悄悄话。 



 

 

住宿：Ramada Inn Grand Junction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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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洛基山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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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分水岭，沿途景色美不胜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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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音乐表演场 - 红石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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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抵达丹佛國際機場，

乘機返回家園，结束难忘的黄石總統巨石假期。 

 

请订 4:00PM 以后的航班离开丹佛(DEN)机场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13:30 
地点：Den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丹佛国际机场 DEN) 

地址：8500 Pena Blvd, Denver, CO 80249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交通：专业旅游用车（含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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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 5 美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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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9.必付费用$150：黃石公园 大提頓 總統巨石 瘋馬巨石 魔鬼峰 拱門 大鹽湖 燃油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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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7 必付费用 150 
必付费用$150：黃石公园 大提頓 總統巨石 瘋馬巨石 魔鬼峰 拱門 大鹽湖 

燃油附加費 

牛仔城 CODY 牛仔竞技 Rodeo 表演

$25/人 
限 6-8 月，含接送。 



 

 

牛仔城 Cody 打枪项目$75/人 手枪、莱福枪、机关枪任选，含接送 

熊国门票$15 成人/$10 (5~12 歲)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1. 请安排 5:30PM 后航班离开丹佛 DEN，含送机。 

2. 由於出发日期不同，行程的前后顺序会有调整，最终行程以海鸥假期的确认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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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付费用$150：黃石公园 大提頓 總統巨石 瘋馬巨石 魔鬼峰 拱門 大鹽湖 燃油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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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假期行程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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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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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