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費包括 : 團費不包括 :

國泰航空經濟客位往返美國（包括燃油附加費及機場稅） 餐膳中之酒水費用

行程中酒店住宿或同級數（連每天酒店早餐） 簽證費用

行程中所指定膳食安排 個人之旅遊保險

隨團出發之領隊服務  （免收小費） 酒店內之雜項 ( 如電話費 , 洗衣費等 )

當地導遊及司機服務  （免收小費）

18 至 20 座觀光專用車

行程所列之觀光入場費

註 ： 以小團組形式出發 ( 十人成團，以十六位客人為上限 )。

團費

港幣 $58,999 每位

 單人房附加費

港幣 $16,999 每位

交通資料：乘坐國泰航航空 (CX) 豪華客機經濟艙往返 (註：航班資料最後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  三藩市 約中午 14:10起飛 / 於同日早上11:45抵達

三藩市  鹽湖城 約上午 10:30起飛 / 於同日中午13:13抵達

鹽湖城  傑克遜 約中午 13:45起飛 / 於同日中午14:45抵達

西黃石  鹽湖城 約中午 13:00起飛 / 於同日中午14:20抵達

鹽湖城  洛杉磯 約下午 15:00起飛 / 於同日下午16:00抵達

洛杉磯  香港 約中午13:05起飛 / 於翌日下午 18:55抵達

香港 回程香港 

美國 ( 大提頓及黃石國家公園探索之旅 )
八天尊鑄遊

黃石國家公園是一個主要位於美國懷俄明州境內並部分位於蒙大拿州和愛達荷州的國家公園，於1872
年3月1日美國總統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簽署國會通過的法案後建立，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
黃石公園以其豐富的野生動物種類和地熱資源聞名，老忠實間歇泉更是其中最富盛名的景點之一。 

長毛象溫泉珍妮湖 洛杉磯

行程編號 USSFOLAX08MG

傑克遜三藩市 西黃石小鎮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第三天
傑克遜 > 大提頓國家公園 > 大教堂團體避車道 > 摩門
農場 > 珍妮湖 > 珍尼湖暢遊 

大提頓國家公園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 位於美國懷

俄明州西北部壯觀的冰川山區，1929 年建立，占地1256 平方千

米。公園內最高的山峰是大提頓峰，海拔4198 米，有存留至今的

冰川。分佈在該地的冰湖以珍妮湖為最著名。高聳入雲的山巔，

覆蓋著千年的冰河，山連山，峰連峰，宛如進入人間仙境。公園

內有成群的美洲野牛、麋鹿和羚羊，還有其他許多種哺乳動物。

大教堂團體避車道 (Cathedral Group Turnout) : 是本地公認

觀賞堤頓山脈主峰大堤頓的最佳展望點，大教堂團體峰的組合包

含最右側歐文，中間大提頓山及左側提溫諾特山三座山峰。

摩門農場 (Mormon row barns) : 田野裡矗立著廢棄的孤單穀

倉，拍攝以大堤頓山眽作背景的一個不錯選擇。

珍妮湖 (Jenny Lake) : 是一處萬年前冰河消退遺留的湖泊，是

以當年海頓博士探險隊嚮導『Beaver Dick Leigh』的印地安人妻子

『Jenny Leigh』來命名，珍妮和她的孩子在 1876 年死於天花，

而位於珍妮湖北邊的雷湖就以她的丈夫名字來命名。

第一天
香港 > 三藩市 (機程約12小時35分鐘) > 金門大橋> 倫
巴街(九曲花街) >  漁人碼頭 > 三藩市海灣暢遊

金門大橋 (Golden Gate Bridge) : 是世界著名的橋樑之一，是

近代橋樑工程的一項奇跡。1937年5月27日，三藩市金門大橋正

式啟用。大橋雄峙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寬1900多米的金門海峽之

上，歷時4年和10萬多噸鋼材，耗資達3550萬美元建成，由史特

勞斯設計。現成為美國舊金山的地標。

倫巴街 (Lombard Street)：舊金山27%的陡坡, 為了緩衝而作的

特殊街道反到因為特殊而成為有名的電影景點八個彎道配合著百

花盛開以及穿梭的車流，行成了倫巴街的特殊景緻。

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是舊金山最負盛名的觀光地

區，區內各大小攤檔售賣多種海鮮小食及大蟹，區內還有多間裝

飾得七彩繽紛的商店，售賣各具特色之紀念品。

入住 : Intercontinental San Francisco Hotel 或同級 

入住 ： Spring Creek Ranch  或同級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費用自理。
晚餐 ： 於住宿酒店。

入住 ： Spring Creek Ranch  或同級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當地餐館。
晚餐 ： 於住宿酒店。

第二天
三藩市 > 鹽湖城 (機程約1小時43分鐘) > 傑克遜 (機程
約1小時)

傑克遜鎮 (Jackson Hole) : 是黃石國家公園的南方門戶。傑克

遜小鎮也稱為傑克遜洞穴，因為傑克遜鎮位於山谷中，從空中看

這個鎮就像一個凹下去的洞穴。傑克遜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小城，

至今仍保留著傳統的西部小鎮風情。小鎮中心處有座公園，遊客

都稱它為“鹿角公園”，公園的東西南北四面，各搭以數萬鹿角

堆成的巨型拱門 (Antler Arch)。每年寒冬來臨，黃石公園的麋鹿

群便會整批遷往傑克遜東北的“國家麋鹿保護區”（Jackson Hole 

Wyoming Elk Refuge）避冬。鹿群走後，公鹿自然脫落的鹿角，

則由當地童子軍進入保護區中撿拾收集，部份拍賣以維持童子軍

活動費用，部份則用來裝飾公園四面的門框，自此也變成了這裡

的特色之一。

早餐 ： 於航機上。。

午餐 ： 當地中餐館。

晚餐 ： 當地中餐館。



第四天
珍妮湖 > 訊號山山莊 > 傑克森湖堤壩展望點 > 傑克森
湖 > 黃石湖 > 泥火山區 > 龍泉口溫泉 > 海頓山谷 > 黃
石大峽谷 > 高塔瀑布 > 長毛象溫泉

訊號山山莊 (Signal Mountain) : 名稱來自山頂設立通訊用的

微波塔，可由山頂俯視，看到整個大堤頓山脈、傑克森湖和大部

分的傑克森洞地區。正好把對面的大堤頓山脈和傑克森湖一收眼

底。

傑克森湖堤壩展望點 (Jackson Lake Dam Overlook) :  位於

傑克遜湖交叉路口以西一英里處的堤塘公園道路上，傑克森湖堤

壩攔截蛇河，提升傑克遜湖高達四十英尺的蓄水水位。傑克森湖

雖然算是水庫，但是過去卻是從黃石國家公園流出的巨大冰河，

所形成的一個冰漬湖。

傑克森湖 (Jackson Lake) : 而大提頓國家公園區內最大的天然

湖泊，長達約26 千米、最深處有130 米。它與公園內其他湖泊最

不相同的是，它主要的水源是匯流了黃石國家公園南半部區域溪

流的蛇河。因此傑克森湖對其西鄰的愛達荷州的農業灌溉頗為重

要。

黃石湖 (Yellowstone Lake)：是美國黃石公園內最大的內陸

湖，大約海拔兩千三百多米，覆蓋352平方公里，最深處達118

米，它的唯一出口是黃石河，它實際上是黃石活火山口的中心，

覆蓋著黃石公園陸地的就是從這裡噴出的火山岩石和岩漿。此湖

為喇叭鵠和加拿大鵝等稀有水鳥的一個棲息所，並為垂釣鱒魚的

佳處。

泥火山區 (Mud Volcano) : 這裡並非真的火山，而是一帶有幾

個熱泥沼池，池內泥沼裡傳出濃烈的硫磺味，使附近異味薰天，

這個地區為泥岩地形，地下深處存在著巨大的地壓，足將地層水

擠出地面，因而形成泥漿噴發之現象，稱為泥火山。

龍泉口溫泉 (Dragon Mouth Spring) : 在此泥火山區處還有個

不斷噴出熱氣的山洞，而且洞中常傳出巨響，彷若龍吟，因而稱

為「龍泉口溫泉」。

海頓山谷 (Hayden Valley) : 以當年率領隊伍磡察黃石地區，促

使黃石國家公園在 1872 年成立的海頓  博士命名。這可說是在園

內最美的一段河谷，地理風貌非常獨特。

黃石大峽谷 (Yellowstone Grand Canyon) : 長約三十二公

里，最寬一千二百公尺，最窄處寬約四百公尺，谷深最深達

三百六十公尺。流經的河水突然跌落萬丈深淵的黃石大峽谷，因

而形成黃石上瀑布和黃石下瀑布，「上瀑布」高約三十三公尺，

「下瀑布」高約九十四公尺。黃石大峽穀就位於五個地理區中的

峽穀區，參觀黃石大峽穀的兩個瀑布，南北各有步道可眺望峽穀

中的上、下兩個瀑布。

高塔瀑布 (Tower Falls) : 位於黃石大峽穀以北 17 英里處，瀑布

高四十公尺。「高塔」名稱的由來是因為瀑布周圍環繞著高聳的

岩石，可沿著一公里長的陡峻山徑下到瀑布底。

長毛象溫泉 (Mammoth Hot Springs) : 以石灰岩地形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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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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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平臺。平臺中沈積的泉水，受到的藻類微生物活動的影

響，遂形成遂形成了黃、白、褐等色，層層堆疊就形成『石灰華

階』。

入住 :  Mammouth Hot Springs Hotel  或同級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當地餐館。
晚餐 ： 於住宿酒店。

第五天
長毛象溫泉 >  諾裡斯間歇泉盆地 > 大棱鏡池 > 老忠
實間歇泉 > 西黃石小鎮

諾裡斯間歇泉盆地（Norris Geyser Basin）︰諾裡斯是公園中

最熱的地熱區。地熱加上酸性水質（公園內大多數其他地區的水

都帶有輕微的鹼性）使諾裡斯呈現出與公園中其他地區不同的景

象。這種差異在瓷器盆地景觀小徑顯得特別壯觀。

大棱鏡池（Grand Prismatic Pool）: 位於中途間歇泉盆地，

是公園中最大的地熱景觀，並且非常豐富多彩。在情朗的日子，

您可以從停車場，穿越道路，攀登上小丘，就可以很清楚地觀賞

這個盆地。



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leisurelytours.com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於航機上。
晚餐 ： 於航機上。

第六天
西黃石小鎮 (機程約1小時20分鐘) > 鹽湖城 (機程約2
小時) > 洛杉磯 > 斯台普斯球館

斯台普斯球館 (Staples Centre)：斯台普斯球館是NBA洛杉磯

湖人隊 (L.A. Lakers) 的主場。位於洛杉磯市中心，距離球館還有3

公里時，就能看見遠處並排的三幢大樓上有著湖人三位歷史中鋒

張伯倫、賈巴爾和奧尼爾的巨幅畫像，直觀地向人們宣揚了湖人

最驕傲的中鋒傳統。球場頂部懸掛的超大電視螢幕有六面，比賽

中每個精彩畫面都能及時慢鏡頭重放。整個球館被分為400多區

塊，有近200條通道出入。

入住 : Holiday Inn at Buffalo Bill Village 或同級

夜宿於航機上

第八天
香港

航機於是日下午抵達香港，行程到此完畢。

LT-IUSSFOLAX08MG

入住 : Intercontinental Century City  或同級

第七天
洛杉磯 > 香港 (機程約14小時50分鐘)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坐國泰航空公司客機，直航返回香

港。

注意事項﹕

1.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十一歲或以下之
小童不佔床為標準。如單人報名或報名時出現單男 / 單女之情況，旅
客須補回單人房差額。

2. 免收當地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團費已包括十萬元之平安保險，但不
包括各地機場稅、保安費及飛機燃油附加費；遊輪港口服務費、碼頭
稅及遊輪燃油附加費。另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
徵費的服務費每位港幣30元。如因外幣浮動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
而導致成本上升，本社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燃油附加費或
稅項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必須於出發前全數補
回有關之差額。否則，本社可將訂位作廢，已繳之所有款項 (包括團
費及各項額外費用) 將不發還及不會撥作任何更改轉換之用。

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安排，
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均以航空公司及當地接待單
位為準。而各項價目及細則，期間如有更改則以報名為準，恕不另行 
通知。

4.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5.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按個人需要購買旅遊綜合保
險。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同時購買或自備綜合旅遊保險。若旅客於
出發前14天未能提供任何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本社將會取
消客人之訂位及可能扣除旅客一切已繳付之團費 (此條款只適用於旅
行團)。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條款」
及「旅客須知」。旅客可於新歷遊網站 (www.leisurelytours.com) 下載
或向本社職員索取。

6. 於2011年7月1日起報名參加旅行團，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
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
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
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 
(www.tichk.org)，或向本社職員查詢。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當地餐館。

晚餐 ： 於住宿酒店。

老忠實間歇泉 (Old Faithful Geyser) : 在黃石公園約萬個地

熱景觀中最知名。老忠實間歇泉是火洞河 (Firehold River) 的發源

地，火洞河流經的間歇泉區(Geyser Basin)，形成熱氣蒸騰的水

流，即使在冬季也不會結冰。雖然它噴發的水柱並不是最高、

水量也非最大，但自 1870 年被發現後，每天都準時地噴發 18 至 

22 次，故被稱為『老忠實』。

早餐   :  於住宿酒店。
午餐 ： 費用自理。
晚餐 ： 當地中餐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