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家假期 eHome Travel Group Inc.

美西南大圓環 羚羊峽谷 8 天 之 旅
出發 : 2019 年 4 月 25 日(熱賣) & 5 月 07 日 (熱賣) & 5 月 22 日 (熱賣)

已辦超過 68 團 ~ 本團特色 :
★ 布萊斯峽谷公園內 特意安排讓大家
步行穿梭於石柱群中 2 小時拍照
★ 親臨 紀念碑山谷 荷里活拍片場地觀景
★ 本團包 上羚羊 及 下 羚羊峽谷門票

暢遊一系列國家公園

更深入體驗各大景點

包來回直航機票 + 包稅 + 包所有公園門票
DAY-1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溫哥華直航機出發前往美國，於
中午到賭城拉斯維加斯。之後到
達拉斯維加斯 Premium Outlets
名牌直銷中心開心購物，並參觀
拉斯維加斯唐人街。
晚上住宿 Mesquite 梅斯基特市。

DAY-2 錫安國家公園 (Zion National Park)
前往錫安峽谷國家公園。
錫安公園內陡峭的峽谷景
觀和巨岩的迫人氣勢，不
禁令人驚嘆大自然的奧
妙。我們有半天的時間去
探索公園，領隊帶大家輕
鬆遠足，觀賞公園美景。
再坐旅遊巴士穿過 Zion-Mt. Carmel High
Way 隧道欣賞公園東邊的另一迷人美貌。

DAY-3 布萊斯石林 (Bryce Canyon )
今天到猶他州西南部的布萊斯峽谷國家公
園，這裡最著名的是其獨特的地質，因水土
流失造成了峽谷內多處佈滿獨特聳立的柱

包 上羚羊 及 下羚羊峽谷門票
岩，配上岩石折射陽光
所散發的奪目色彩，創
建了一個完美和諧的自
然景觀「石俑之殿
堂」。公園內之日出
角、日落角 和靈感角 均
是遊人最喜愛且景色最

美的景點。團友們不單在公園內的觀光處遠觀；更可在
天氣佳時，安排大家穿梭於石柱群間拍照，近距離拍下
布萊斯石林的美景。

DAY- 4 拱門國家公園 (Arches National Park)
往猶他州最著名的拱門國家公園 。這裡是世界上最大
的天然沙岩拱門集中地之一。除了拱門，更有無數的大
小尖塔、岩石壁等壯觀奇特的地質現象。當中沙岩石上
有著非常強烈的紋理和顏色對比，是攝影愛好者的樂
園。會參觀園內最有代表性的精緻拱門 (View Point)、
景觀拱門、雙子拱門等景點。

eHome Travel - Southwest Grand Circle Tour
DAY-5 紀念碑山谷 (MV)–馬蹄灣 (Horseshoe Bend)
早上前往紀念碑山
谷。途經 Forest
Gump 拍攝地。
Forest Gump 為
1994 年超級賣座
巨片，片中男主
角 Tom Hanks 跑
步時吸引很多人齊跑向紀念碑山谷。將會停車給團友拍

照。那兒常有攤檔擺賣印第安人平價首飾。繼後前往紀念
碑山谷內，當時第一間 Trading Post 參觀。內有博物館內
陳列出荷里活著名演員 John Wayne 拍西部牛仔片時相關
記錄，在旁更有他入住的小屋。博物館為真正古董店。黃
昏前到達佩姬市，帶大家觀賞一段 U 型、環抱著巨岩石的
科羅拉多河流域馬蹄灣。

DAY-6 －上羚羊 及 下羚羊峽谷 (Antelope Canyons)
上羚羊為 A 字型山洞: 乘四驅車穿過
數英哩乾涸的河床，到達羚羊峽谷。
當踏進峽谷裂縫中，便會深深被桃紅
色的山壁紋理和從上而來的陽光吸引
住。這裡的確充滿著神秘之美。下羚
羊為 V 字型山洞: 大家可以深入谷底，
在石縫間穿梭，拍照及玩個痛快。

行程包括




來回機票，7 晚酒店住宿 怡家粵語領隊 及 旅遊巴士
行程內之觀光節目 及 國家公園門票

行程不包括





司機+領隊服務費 全程共 USD 90.00 [ 出發前預繳 ]
餐費; 各酒店 及 餐廳服務員之小費

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繳款辦法





訂金：每位 USD 300，於報名 3 天內繳交以確定訂位
餘款：出發前 60 天前全數繳交
歡迎以現金, 支票, 或提款卡付款；

取消細則






出發 60 天前取消 ﹕扣除訂金全數
出發前 45-60 天取消﹕扣除團費之 50%
出發前 45 天內取消﹕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取消行程必需要書面通知，並以收到通知書日期為準

報名須知
各團友必須自備有效進入美國之旅遊證件/護照，並請檢查證件有距離回程
日最少半年之有效期. 本公司所採用之各類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其對旅

DAY-7 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P.)
早上進入大峽谷國家
公園，它由科羅拉多
河耗億萬年的雕琢斧
鑿，當中壯麗和震撼
感，絕非筆墨或照片
能帶給你，一定要站
立於峽谷崖壁上才真
正感覺到。黃昏時返拉斯維加斯。

DAY-8 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 溫哥華 (Vancouver)
中午乘直航機返回溫哥華 。結束 8 天精彩難忘奇幻之旅。

雙人房每位

US$ 1598

同房第 3, 4 人

1298

每位 US$

單人房附加費 US$600
來回選用 WestJet 直航
※ 費用已包所有指定門票, 機票 及 稅項 ※

客及行李安全問題，各機構均訂立有各種不同之條例，以對旅客負責。行
李遺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情況，當根據不同機構所訂立之條例作為
解決的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至於有關酒店住宿，膳食遊覽程序等，當儘量依照本公司之遊覽章程辦
理，若遇特殊情況，如天氣惡劣、道路阻塞、罷工、當地酒店突告客滿，
原定航班取消或延誤，政變等等，而必須將行程及住宿更改或取消任何一
項旅遊節目，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理，以利團體進行。團友亦要
同意承擔因特殊情況而引致之損失和支付額外的相關費用，我們極建議購
買合適的旅遊保險(如行程取消、延誤及醫療保險)。
旅客必須遵守各國法紀，嚴禁攜帶私貨營利及違禁品。進出境法例，是根
據個別國家所定立，如因個人理由而被某國拒絕入境者，其責任與本公司
無涉，餘下之旅程將不獲退還款項，而由此引發之額外費用，概與本公司
無關。本公司有權在任何旅行團出發前取消行程之出發日期。在此情況
下，團費將會全數退回。怡家假期不需負任何取消行程或出發日期之責
任。資料如有任何變動，以怡家假期最後公佈為準，敬請留意。

怡 家 假 期 eHome Travel Group Inc.
訂位專線： 604-278-1668
www.GoFun.ca
Unit 3280 - 4000 No.3 Road , Richmond BC V6X 4A5
列治文 Aberdeen Square 時代廣場 3280 室 (時代坊第 2 期)
(商場三樓 近 Food Court 及 Skytrain 站口 // 最近停車場入口: P4)
Consumer Protection BC #6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