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湖城-黄石公园纯玩 4天 (Y4) 

                                                         --（团号：Y4) 

出发团期 

04/30-10/11 周二、五出发 

05/13-08/16 天天出发 

出发地：盐湖城（接机） 

离团地：盐湖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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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0 $30.00 $238.00 $180.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4 天 3 晚  目的地：- Salt Lake City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一人成行！买二送一！第四人特价！ 

盐湖城入团，直接开玩！两天黄石，深度体验！ 

深度游览黄石国家公园 12-15 大景点，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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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湖城接机 - 圣殿广场 - 杨百翰故居 - 犹他州州长官邸 - 爱达荷瀑布 

描述：我们于 2:30pm 在鹽湖城機場集合出發，第一站前往位于鹽湖城市中心的著名摩門教聖

地--“圣殿广场”。猶他州鹽湖城是全球摩門教的大本營，而聖殿廣場是世界上最大的摩門教聖

殿。摩门教姊妹將带领我们深度遊覽盐湖城圣殿、盐湖城大礼拜堂、盐湖城聚会堂、海鸥纪念

碑等著名建築物。摩門教姊妹均是義務在聖殿廣場服務，據說他們要在教會免費服務兩年，并

捐獻工資的十分之一給教會。我們還會參觀楊百翰博物館，當年先知楊百翰帶著摩門教徒深入

中部來到鹽湖城扎根繁衍，憑藉對神的信心在這塊不毛之地開墾拓荒，於是眾志成城，鹽湖城

如今富饒安定，居民大多是摩門教徒，所以犯罪率和離婚率極低，這在城市發展史上不得不說

是個奇跡。之後前往參觀摩門教先知“楊百翰” 故居，蜂巢屋，這也是摩門教先驅們最早在鹽

湖城居住的地方。離開鹽湖城之前，開車前往有超過百年歷史的猶他州州長官邸，隨後前往愛

達荷瀑布。傍晚更可擕家人朋友漫步河畔，欣賞世界最大的人工瀑布-愛達荷瀑布的美景！夜宿

愛達荷瀑布。 

 

集合時間： 

請訂 2pm 前抵達美國國內航班，或 1:30pm 前抵達國際航班 

集合地點： 

一号航站楼的一号行李转盘 Terminal 1 Bag Claim #1 



 

 

 

酒店: 最佳西方大酒店（含豐盛自助早餐） 

以下日期入住 Pocatello 紅獅大酒店：6/6, 6/07, 6/08, 7/22, 7/23，（含早餐） 

餐食：【早餐】 

住宿：Best Western Plus Idaho Falls 或 Red Lion Pocatello 或同级 

第 2 天 

黄石国家公园 

描述：早晨前往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我們將有一整天的時間感歎黃石的奇特與美

妙。大自然的馈赠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坐落在最大的世界活火山口上，黄石拥有超过 10000

个地热现象，200 多個瀑布，獨特的生態環境孕育了北美最好的巨群野生動物棲息地，它擁有

60 餘種哺乳動物，超過 1100 種原生植物。自然的手將黃石塑造出了最豐富多彩的模樣，团友

们将会看到云蒸雾绕的峡谷，万马奔腾的瀑布，色彩旖旎的温泉，闲散漫步草原的美洲水牛和

野鹿，以及在水边栖息的水鸟。黄石是野生动物的家，画家笔下的名画，诗人口中的佳句，爱

人的眼睛，大自然的心。想要描述黄石的美景总是词穷，只能靠我们的双眼与相机去丈量和铭

记醉人美景。今晚我們入住真正的世外桃源，蒙大拿州 著名度假勝地 Big Sky，這裡風景可以

媲美黃石公園，甚至有更多的野生動物！（黃石公園是火山區，地熱現象周圍由板橋圍繞，平

均每個景點需步行 30 分鐘，請穿舒適鞋子） 

 

**5 月 19 日之前出發的部分團組會入住西黃石酒店（不含早餐）: White Buffalo, Dude 

Roundup, Yellowstone Country Inn, Traveler Lodge 

 

**5 月 10 日黃石公園南門開放之前，如遇到景點因下雪關閉，會根據天氣路況調整行程 

 

餐食：【早餐】 

住宿：The Lodge at the Big Sky 或同级 

第 3 天 

黃石國家公園 - 大提頓國家公園 - 傑克森小鎮 - 鹽湖城 

描述：早上在酒店整裝出發（溫馨提示：黃石公園位於落基山脈之中，海拔約 7000 英呎； 盛

夏七八月早上溫度有時只有 4℃，請注意保暖）當您還沉醉於前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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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来到道地的西部牛仔小镇 - 杰克逊，這裡也是世界聞名的度假聖地，千萬不要

錯過市中心的鹿角公園！夜宿鹽湖城。 

餐食：【早餐】 

住宿：Park Inn by Raddison 或同级 

第 4 天 

犹他州府大厦 - 大盐湖 - 盐湖城机场 

描述：(請訂 1:00PM 以後離開的美國國內航班， 1:30PM 以後離開的國際航班) 

 

早上我們會參觀犹他州州政府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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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素有“小白宮”的美譽。告別猶他州州

政府大樓，我們來到美國的“死海”大鹽湖。大鹽湖是史前大湖邦納維爾湖的最大殘餘部分，

是西半球最大的鹹水湖，由於是內陸湖，湖水只能靠蒸發，導致礦物物質持續增多，鹽度很高，

成為鳥類，鹵蟲及其他動物們的天堂。 參觀完大鹽湖，我們會送大家去鹽湖城國際機場，結束

我們難忘的黃石公園大提頓四天假期.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14:30 
地点：Salt Lake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盐湖城国际机场 SLC) 

地址：776 N Terminal Dr, Salt Lake City, UT 8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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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导游地接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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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单间差； 

9. 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10. 必付费用：含黄石+大提顿+大盐湖+燃油附加费=$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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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4 必付费用$80 包含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頓国家公园+大鹽湖和燃油附加費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1. 请订 2:00PM 之前抵达的美国国内航班， 1:30PM 之前抵达的国际航班抵达盐湖城。 

2. 请订 1:00PM 以后离开的美国国内航班， 1:30PM 以后离开的国际航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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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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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