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旅行社

美國黃石國家公園 六天遊

出發日期：星期六 2018年 5月19日-10月6日
(每位)

Yellowstone
6 Days

雙人房
(1床)

(2床)

同房第三 / 四位 單人房

CAD $818 $858

(現付導遊;大小同價)

$1458

USD$60

第一天 溫哥華 – 華盛頓州 - 北灣 - 乾瀑布 - 史樸基

VANCOUVER – WASHINGTON – NORTHBEND – DRY FALLS - SPOKANE

溫哥華出發南下進入美國華盛頓州，中午到達北灣午餐；下午參觀冰河時期的最
大瀑布乾瀑布(Dry Falls)，它是一個長達3.5英里的新月形懸崖，是地球冰河時期
最大瀑布遺址，當時瀑布威力巨大，至今仍可從宏偉的地勢中清楚地看出來。黃
昏抵達史樸堅，史樸堅為1974年世界博覽會主辦城市。晚上住宿Mirabeau
Park Hotel & Convention Centre/The Madison Inn By Riversage Spokane
或同級酒店。

(總值:USD$65）

集合時間及地點

5:30AM 列治文置地廣場之道明銀行
(Sexsmith & Cambie Road)
5:45AM 溫哥華渥列治商場對面之滙豐銀行
(Cambie St. & 42nd Ave)
6:15AM 本拿比麗晶廣場之滙豐銀行
(Kingsway & Willingdon Ave.)
*高貴林集合點: THE KEG
(1135 Pinetree Way)，請查詢時間

第二天 史樸基 - 歌狄蓮 - 米蘇拉 - 布士民

SPOKANE – COEUR D’ALENE – MISSOULA - BOZEMAN

早上參觀愛達荷州著名渡假勝地歌狄蓮湖及漫步於世界上最長的行人浮橋上，
中午抵達蒙坦拿州午餐；傍晚抵達布士民，酒店旁有大型超市沃爾瑪(Walmart)。
晚上住宿Comfort Inn/Days Inn Bozeman或同級酒店。

第三天，第四天 布士民 -黃石公園 - 布士民

BOZEMAN – YELLOWSTONE - BOZEMAN

共兩天進入黃石公園：經由北拱門North Gate進入全世界第一個、於 1872 年成立的黃
石公園。公園佔地8,992 平方公里，座落於熔岩高原上。參觀十多個景點，包括黃石澗
下瀑布LowerFall，感受氣勢澎湃的流水；藝術家角Artist Point，位於黃石大峽谷內，石
壁色彩極美，地形氣象萬千，排列在峽谷的火山流紋岩，反映出橘黃色的色澤；峽谷村
Canyon Village午餐及購買紀念品；泥漿火山Mud Volcano，火山沸騰的泥沼含高酸性，硫磺味道強烈
，有別於一般溫泉；黃石湖Yellowstone Lake，為北美海拔最高的山中湖，面積有 350 平方公里，浩瀚
而秀麗；西拇指溫泉區West Thumb有多個溫泉，顏色、大小、形態各具特色；水彩調色盤 Fountain
Paint Pot有多種地熱現象如噴泉、溫泉、噴氣孔及泥盆等；大耀泉Grand Prismatic Spring是黃石最大
以及全球第三大溫泉，色彩奇麗，位於中途噴泉盤地內；老忠實噴泉Old Faithful，導遊能預告噴泉的
噴發時間，團友可在附近餐廳午膳及欣賞噴發時的美態，從不令人失望；黑沙盤地Norris GeyserBasin
最熱，地層最薄及最古老的大溫泉區，色彩美輪美奐；西黃石鎮West Yellowstone 西部牛仔村；長毛
象溫泉平台 Mammoth Hot Springs可欣賞石灰彩色臺階。晚上住宿Comfort Inn / Days Inn Bozeman同
級酒店。
＊以上行程安排只供參考，景點參觀先後次序及時間按實際情況而定。

第五天 布士民 - 南門商場 - 五萬銀幣店 - 史樸基
Bozeman – Southgate Mall – Silver Dollar Bar – Spokane

早餐後前往蒙坦尼州大型免稅購物中心Southgate Mall；午餐後途經以銅礦著名的比特市(Butte)，參觀
一所有 60 年歷史、充滿西部牛仔特色的禮品店，內裡的酒吧牆上鑲滿了超過 5 萬枚銀幣，每天都吸引
不少遊人慕名而來，選購特色紀念品。晚上住宿Mirabeau Park Hotel & Convention Centre The
Madison Inn By Riversage Spokane或同級酒店。

第六天 史樸基 - 西雅圖直銷中心 - 邊境免稅店 - 溫哥華
SPOKANE - SEATTLE PREMIUM - DUTY FREE – VANCOUVER

早餐後離開史樸堅，沿途經過半高原地帶，沙丘密佈及地形高低起伏不平，中午趕往西雅圖直銷中心
(Seattle Premium Outlet)購物及午餐，不同品牌減價品應有盡有，如ArmaniExchange、Burberry、
Coach、Michael Kors、Juicy Couture、Calvin Klein、Guess、DKNY、KateSpade NY、Abercombie
& Fitch、UGG等。回程稍停邊境免稅店購買特價免稅煙酒及化妝品，黃昏返抵溫哥華，滿載而歸。

團友必須攜帶有效旅行證件(需六個月以上有效期),美國簽證自行申請;
如因簽證或護照問題不能入境,慨與本公司無關,所交款項不退還

費用包括: ● 專業華籍領隊(國語/粵語) ● 酒店住宿 ● 團費內包括之及
入場費 費用不包括: ● 服務費 ● 團費內不包括之入場費和餐費 ● 所有私
人性質費用如簽證/電話/洗衣/行李搬運/保險等
取消訂位: ● 出發前31天以上取消定位者，收手續費 每人$50 ● 出發前
16-30天取消定位者，扣除團費50% ● 出發前15天內取消定位者,視作
自動放棄, 所繳餐費，門票費，酒店費用全部不退還
HHF18s_YEL6D_03

$328

送5早餐及
包國家公園門票

服務費

黃石國家公園旅遊巴士前三排座位費（每位）CAD$120

參觀乾瀑布 蒙坦拿州免稅購物 增遊西雅圖工廠直銷
次進入黃石公園 適合喜歡生態旅遊野生動物及攝影愛好者

2

團費

旅遊須知: ● 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費用恕不退還 ●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
權利, 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 每人只限行李一件, 手提袋一個 ● 酒店內不允 許吸菸，否則自付罰款$300 ● 行
程安排只供參考，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於更改或取消旅行團之權利，如數退
還已繳付之費用.本公司不負任何其他責任，團員不可藉故要求賠償 ● 如途中發生意外而引致傷亡或其他損
失，當根據旅遊車公司/酒店/及有關營運機構所訂條例為解決根據，與本公司無涉 ● 本公司強烈建議, 為保
旅遊安心，請自行購買旅遊保險，醫療險及行程取消險等。
Operated by Win's Holiday (Canada) Ltd B.C. REG No. 26446 FEB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