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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mar Vally不但景色壯麗，也是黃石國家公園中，觀察野生動物的最佳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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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美國國內班機  
入住兩大國家公園七天五夜

●��入住黃石國家公園內四天三夜，深度探索公園奇景。

●��入住大堤頓國家公園內三天二夜，慢遊絕美湖光山色。

●��全程國內線班機，大幅減少舟車勞頓，增加在兩大國家公園漫步旅遊的時間。

●��國家公園內轉搭中型巴士，可去一般旅遊團到不了的景點及拍照制高點。

●��全程只用三家旅館，免去每天更換旅館的不便。

●��優遊慢行，獨有私房景點及私房美食。

●��全程旅館保證入住、餐廳保證訂位、美國國內線班機保證機位。

●��僅有珍貴20個名額。

1

市場獨家
��大堤頓摩門小徑。

主辦單位

報名：(02)8643-3517、8643-3581、8643-3926、8643-3543

手機╱LINE ID：0956200868

信箱：rebecca.lee@udngroup.com

官網：http://utravel.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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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國家公園 站上地球之眼
黃石國家公園橫跨美國懷俄明州，蒙大拿

州和愛達荷州，成立於1872年，是美國第

一個國家公園，也是全球第一個國家公

園，1978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公園以多樣的生態系統，野生動物及許多

地熱資源聞名，特別是最受歡迎的老忠實

噴泉。遊客們在探索黃石公園，見證自然

世界的奇觀之後，更願意發出保護全球最

後荒野美景的呼喊。

黃石公園是喜歡用耳朵聆聽大自然人士的

樂園，山裡麋鹿動人的吼聲，叢林裡狼的

吠聲，迴盪在海登山谷裡野牛的如雷吼

聲。猛獸、深谷、怒吼的飛瀑、滾燙的噴

泉、五彩的池水。黃石代表的不只是一座

公園，它還是一個大生態的名稱。

遊程特色
Morning�Glory�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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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美的地球表面」美譽的大稜鏡溫泉。

●一般旅遊團不會去的Lamar�Valley看最壯麗的原野景觀與動物。��

●美國最古老最大的野牛群。

●美國最大的高山湖泊黃石湖。

●最富盛名的老忠實噴泉。

●世界上最高的汽船間歇泉。

●黃石公園最壯麗的景色之一黃石大峽谷。

●品嘗野牛肉或鹿肉做的新鮮漢堡或肉排。

●在門前常可以看到麋鹿和野牛的猛獁村餐廳用餐。

●公園內最新的Canyon�Lodge住宿四天三夜。(保證入住)

上帝遺忘在人間的黃石國家公園

黃昏與清晨常可以看到警車驅趕野牛，以維持道路暢通。Hayden�Valley�&�Alum�Greek�的壯麗景色。

老忠實噴泉永遠是黃石公園內最吸引人的景點之一。

吃吃
喝喝

住宿

Morning�Glory�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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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懷俄明州西北部的國家公園，

主要景點由堤頓山脈(Teton� Range)、蛇

河(Snake� River)以及傑克遜湖(Jackson�

Lak)與珍妮湖(Jenny� Lake)等大小湖泊組

成。大堤頓峰標高4,199公尺，是堤頓山

脈的最高峰，被冰河雕刻過的山形，有存

留至今的冰川。公園以湖光山色與鏡湖倒

影為其特色。高聳入雲的山巔，覆蓋著千

年的冰河，宛如人間仙境。園內大型野生

動物包括美洲野牛、灰熊、黑熊、麋鹿，

還有其他多種哺乳動物。

傑克遜鎮(Jackson� Hole)是從南門前往大

堤頓、黃石國家公園的遊客必經之路，小

鎮具有典型的美國西部風格，不少建築物

很有歷史感。傑克遜的城市廣場由四個麋

鹿角拱門構成，是一個會議場所，購物和

餐飲中心。

掉入地球的珍珠 大堤頓國家公園

旅遊亮點
�大堤頓國家公園Colter�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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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入地球的珍珠 大堤頓國家公園
●湖光山色與鏡湖倒影。

●高聳入雲的山峰與千年冰河。

●搭船遊傑克森湖在ELK島上野餐散步。

●四個麋鹿角拱門構成的傑克遜城市公園及廣場。

●莫蘭山脈在蛇河上景色如畫的倒影。

●洛磯山脈最美麗的海灣之一科特爾灣。

�

●在面向大堤頓國家公園的Jackson�Lake�Lodge酒店用餐。

●搭船到Elk島享用現場烹調的早餐，並欣賞大堤頓國家公園的湖光山色。

●美國總統避世度假的Jackson�Lake�Lodge酒店。(保證入住)

搭船到Elk島野餐並欣賞大堤頓國家公園的湖光山色。大堤頓國家公園。

宛如走進山水畫的大堤頓國家公園

吃吃
喝喝

住宿

從Jackson�Lodge�Lodge餐廳看大堤頓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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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城市 舊金山
舊金山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海灣城市，宏偉

的維多利亞建築，歷史悠久的有軌電車，

充滿活力的多元化社會，風景優美的海

濱，高聳的紅色金門大橋，被譽為世界上

最偉大的城市之一。

從米其林星級餐廳到生意火紅的街邊小

吃，舊金山引領餐飲潮流；這個城市擁有

世界知名的交響樂、芭蕾舞、戲劇、歌

劇，更有丰富多采的體育及戶外活動，使

得舊金山被喻為全美最適宜的旅遊城市。

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是美國

舊金山市的地標。它跨越連接舊金山灣

和太平洋的金門海峽，南端連接舊金山的

北端，北端接馬林縣。金門大橋的橋墩跨

距長1280.2米，建成時曾是世界上跨距最

大的懸索橋，長度2737.4米，擁有高達

227.4米世界第四高的橋塔，聳入雲霄，

風光迷人。

旅遊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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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太平洋邊的舊金山懸崖屋餐廳有最壯麗的景觀，

餐飲及服務水準也是有口皆碑。

湛藍天空下的浪漫舊金山
●遊世界最美大橋金門大橋。

●在蘋果飛碟總部的訪客中心品咖啡，買別處買不到的紀念品。

●參觀藝術宮、渡輪大樓、Lands�End。

�

●舊金山最著名的懸崖屋景觀餐廳。

●舊金山最著名的廣式海鮮餐廳鯉魚門。

●矽谷最火紅的海鮮餐廳吃龍蝦大餐。

●全球知名品牌酒店Hilton。

藝術宮。

Apple園區新落成的遊客中心。

吃吃
喝喝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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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第一天

●到達舊金山國際機場。

●用完晚餐後回Hilton酒店休息。

食晚餐:廣式料理。

第二天

搭達美航空6：00起飛，8：53到鹽湖城。

食早餐:機場早餐。
由鹽湖城11：15起飛，12：21到傑克遜霍爾。

食午餐:在Snake� River� Brewing品新鮮啤酒，
吃當地美食。

遊傑克遜鎮，好好的欣賞一下這個集文化、

藝術、美食及旅遊於一身的高山小鎮。

食晚餐:Jackson�Lake�Lodge
宿夜宿:Jackson�Lake�Lodge(保證入住)

DAY2
大堤頓春天野花爭相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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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搭船遊Jackson� Lake及Colter� Bay。

Jackson� Lake是大堤頓國家公園內面積

最大的湖，由大堤頓山脈的冰川和Snake�

River的水源注入形成，這裡可以看到非

常漂亮的鏡湖倒影。

食早餐：Elk島上用餐。
Colter� Bay是落磯山脈最美麗的海灣之

一，位於Jackson� Lake邊，雄偉的大堤頓

山脈為背景，從這裏登船遊Jackson� Lake�

並到Elk島享用現場烹調的早餐，散步欣

賞大堤頓山脈及冰川美景。

食午餐:Jackson�Lake�Lodge餐廳。
到West� Thumb看噴泉、野生動物。West�

Thumb� Geyser� Basin是15萬年前因為地殼

陷落而形成，在熱噴泉與湖水結合下，形

成一種煙霧瀰漫的奇妙景觀。

食晚餐:Canyon�Lodge
宿夜宿:黃石公園內的Canyon� Lodge，這
是2016年重新裝修完成的旅館，位於公園

中心地點。(保證入住)

DAY3
West�Th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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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遊黃石大峽谷。黃石湖流出的河水貫穿

火山岩石，長期強力沖蝕，形成了氣勢磅

礡的「黃石大峽谷」。這裡是黃石公園最

壯麗、最華麗的景色之一。

食午餐:Food�court�at�Lodge�
持續探訪黃石大峽谷及Norris� Geyser�

Basin。Norris� Geyser� Basin是黃石公

園裡最熱最活躍，也是最不穩定的間歇

泉，世界上最高的汽船間歇泉Steamboat�

Geyser�位於此區。

食晚餐:Canyon�Lodge
宿夜宿:Canyon�Lodge(保證入住)

黃石大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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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遊覽Mammoth� Hot� Springs。梯田的景

觀，晶瑩剔透，閃動著白玉般的光輝。

食午餐:Mammoth� Hot� Springs遊客中心的
餐廳。

Grand� Prismatic� Spring大稜鏡溫泉。

被譽為「最美的地球表面」。直徑約115

公尺，水溫高達70℃，每分鐘約湧出2000

公升泉水流入火洞河(Firehole� River)，

是美國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溫泉。從仙女

瀑布步道走到小山丘上，鳥瞰整個大稜鏡

溫泉，是黃石公園五星級的景點。

食晚餐:Canyon�Lodge
宿夜宿:Canyon�Lodge(保證入住)

DAY5

Grand�Prismatic�Spring大稜鏡溫泉�

�Grand�Prismatic�Spring�大稜鏡溫泉。 Mammoth�Hot�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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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遊美國黃石公園中最負盛名的景觀老忠

實噴泉。

食午餐:在Old�Faithful餐廳。

彩色鍋噴泉(Fountain� Paint� Pot)噴泉

周圍的泥土看起來像是乾了的油彩，導致

噴泉本身看起來像是在煮一鍋洗了油彩的

水，由此得名。在這裡可以觀賞黃石公園

四種溫泉，泥溫泉、間歇泉、噴氣孔、溫

泉。

Fountain�Paint�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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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晚餐:Jackson�Lake�Lodge內晚餐。�
宿夜宿:Jackson�Lake�Lodge。(保證入住)

黃石瀑布。

海登山谷(Hayden�Valley)。 叉角羚Prong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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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Oxbow� Bend� Turnout。大堤頓國家公園

內最美麗的景觀之一，也是看水鳥和野生

動物的地區。蛇河(Snake� River)從大壩

流下來，到了這裡轉了一個大彎，莫蘭山

脈(Mount� Moran)在蛇河上不同季節的倒

影，景色如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推薦的

最佳拍攝地點之一，是公園最具代表性的

景點。

蛇河展望點(Snake� River� Overlook)俯

瞰蛇河的壯觀景色，1942年著名的攝影師

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在這裡拍出

�Oxbow�Bend�T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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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經典的黑白風景照片。遠處是高聳的

大堤頓山峰，近處是S型的蛇河，景色壯

麗，這張照片促進了對公園的保護。

食午餐:Jackson�Hole機場內美式午餐。�
預定12：46搭機離開Jackson� Hole機

場。約14：06到達鹽湖城機場，17：00pm

離開鹽湖城，18：14回到舊金山。

食晚餐:廣式海鮮餐廳。
宿夜宿:Hilton(保證入住)

蛇河展望點。 大堤頓國家公園的駝鹿Moose。

大堤頓山脈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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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在蘋果飛碟總部的訪客中心品咖啡，買

別處買不到的紀念品。

食午餐:矽谷最火紅的海鮮餐廳吃龍蝦大
餐。

前往金門大橋、藝術宮、渡輪大樓、

Lands�End

食晚餐:懸崖屋餐廳。
●前往舊金山機場搭機回台。

舊金山是美麗的水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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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訊

舊金山

聖荷西

沙加緬度

鹽湖城
丹佛

黃石國家公園

大堤頓家公園 Day2

Day1

傑克遜霍爾

Day3-5

Day6-7

拉斯維加斯

Day7-8

Day2

聯合報貴賓獨享，

環宇商務中心禮遇

通關，海關及航空

公司地勤為您一對

一服務，快速通關

極致尊榮體驗。

航段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國際線 5/31(日)19：40 5/31(日)16：10 桃園-舊金山 長榮航空BR18

國內線 6/1(一)�6：00 6/1(一)�8：53 舊金山-鹽湖城 達美航空

國內線 6/1(一)�11：15 6/1(一)�12：21 鹽湖城-傑克遜霍爾 達美航空

國內線 6/6(六)�12：46 6/6(六)�14：06 傑克遜霍爾-鹽湖城 達美航空

國內線 6/6(六)�17：00 6/6(六)�18：14 鹽湖城-舊金山 達美航空

國際線 6/8(一)�1：00 6/9(二)�5：15 舊金山-桃園 長榮航空BR17

春季團

秋季團

航段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國際線 9/6(日)�19：40 9/6(日)�16：10 桃園-舊金山 長榮航空BR18

國內線 9/7(一)�6：00 9/7(一)�8：53 舊金山-鹽湖城 達美航空

國內線 9/7(一)�11：15 9/7(一)�12：21 鹽湖城-傑克遜霍爾 達美航空

國內線 9/12(六)12：46 9/12(六)14：06 傑克遜霍爾-鹽湖城 達美航空

國內線 9/12(六)17：00 9/12(六)18：14 鹽湖城-舊金山 達美航空

國際線 9/14(一)1：00 9/15(二)5：15 舊金山-桃園 長榮航空BR17



Canyon�Lodge旁邊的Food�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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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yon Lodge

Canyon�Lodge旁邊的Food�Court。

位於黃石國家公園內的黃石峽谷區，

住在這裡，可以節省進出國家公園的寶貴時間。



Jackson Lake Lodge, 

Grand Teton

在Elk島上用早餐。

在Elk島上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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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Hole�城市廣場的鹿角公園。�

美國總統度假入住的酒店



報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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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費用：新台幣215,000元
●�報名時請繳交50,000元訂金，春季團請

於2020年4月30日前繳清、秋季團請於

2020年8月6日前繳清，以確保席位。

2.團費包括項目
●�機票、燃料稅、機場稅、兵險費。

●�活動期間食宿、交通、門票、導覽費

等。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不含床頭小

費)。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契約責任險500

萬台幣，20萬意外醫療險。

●�交通保險：所有巴士依加州政府規定投

保500萬美元保險。

3.團費不包括項目
●�行李超重費。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

餐飲、醫療、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

額。

●�私人消費，如床頭小費、電話費等。

●�提早或延期停留所發生的費用，如旅

館、機場接送等。

4.繳款帳號

銀行代碼：004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報名流程：

Step1→�線上報名，或來電由專人為您

處理報名手續。

Step2→�繳交50,000元訂金(支票、匯

款、信用卡刷卡)，回傳報名

表、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否則

無法確保名額。

Step4→�辦理出國手續及申請「美國旅

遊登記ESTA」(護照請自行辦

理）

Step5→�參加行前說明會。

Step6→�機場集合、出發。

6.報名資訊

●�成團人數：全團人數20名，16名以上成

行。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

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

處，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

確行程。

●�為保留各位貴賓的房間及機位之權益，

請於報名完成後於三天內繳交訂金，尾

款請於指定時間前繳清。

●�相關取消行程說明，依照觀光局「國外

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規定。

●�本公司有權在任何時候依旅遊情況修改

行程，對於因為天災等不可抗力造成的

損失，恕不承擔任何責任及賠償。

●�因天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本

公司有權修改、延遲或取消行程，因而

產生的任何損失及費用，本公司恕不承

擔任何責任及賠償。

●�為確保旅途暢順，建議有高血壓、心臟

病、呼吸疾病，及其他不適合長途旅行

的人士，慎重考慮是否參加旅遊。如果

因為健康原因提前離團，所有團費恕不

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