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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黄石+大提顿+雷尼尔+西雅图 6 日游（YV6）
出发团期
类型

每周二出发，至 2018 年 9 月 25 日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价格（美金）

$714.00

$288.00

同房第 4 人

单人房加收

$288.00

$452.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产品特色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行程天数：6 天 5 晚 目的地：-Vancouver
专业资深司机、经验导游
全程品牌酒店
豪华舒适大巴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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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温地区 - 西雅图 - 德国村 - 斯波坎
描述：迎着朝阳从温哥华出发，穿越美加边境，来到西雅图。西雅图是美国华盛顿州的最大城
市，也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区的最大城市。随后游览德国村（停留约 1 小时），小镇最早是由 1860
年左右的淘金热而繁荣发达起来的。1960 年小镇的居民为改变当时的经纪困境，引入旅游观光
业来重振小镇的经济。居民们将许多具有德国巴伐利亚风格的房屋与建筑重新装修粉刷，将小
镇转变为典型的 Bavarian Village，故小镇又名‘小西德村’。晚上前往斯波坎住宿。
住宿：Red Lion River Inn 或同级 或同级
斯波坎 - 科达伦湖 - 密苏拉 - 西黄石
描述：早上离开斯波坎，来到山明水秀的科达伦湖（停留约 30 分钟）湖水湛蓝纯净，波光粼粼，
因此又称多蓝湖。之后前往黄石公园北门，参观罗斯福北拱门（停留约 15 分钟）、猛犸象热泉
（停留约 45 分钟）。晚上在西黄石小镇住宿。
住宿：White Buffalo Hotel 或同级 或同级
黄石国家公园
描述：今天前往期盼已久的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是美国国家法案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以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类和地热资源闻名。国内最大的湖泊是位于黄石火山中心的黄石湖，是整
个北美地区最大的高海拔湖泊之一。黄石公园分布有灰熊、狼、美洲野牛和加拿大马鹿的栖息
地。广袤的森林和草原中分布着多种独特的动植物，其中包括多种濒危物种。秀美的风景令人
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游览黄石国家公园西门国家公园标志（停留约 15 分钟）、调色板温泉（停
留约 40 分钟）、大棱镜温泉（停留约 45 分钟）、小饼干地热区（停留约 20 分钟）、老忠实景
区（停留约 2.5 小时）、峡谷区上瀑布（停留约 30 分钟）、诺里斯温泉区（停留约 40 分钟）
住宿：White Buffalo Hotel 或同级 或同级
黄石国家公园 - 大提顿国家公园 - 杰克森 - 比特
描述：经过一夜的休息，精神饱满的从酒店整装出发（温馨提示：黄石公园海拔约 7000 英尺，
盛夏七八月早上温度有时只有 4 摄氏度，请注意保暖）继续欣赏黄石美景，游览黄石湖西拇指
（停留约 45 分钟）。随后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游览杰克逊湖观景点（停留约 15 分钟）、之
后到提顿观景点（停留约 30 分钟），随后前往雪王庄缆车（停留约 2 小时），之后前往前往怀
俄明州著名西部牛仔城杰克森，参观位于市中心的鹿角公园。夜宿蒙大拿州小镇比特。
住宿：Quality Inn &amp; Suites – Butte 或同级 或同级
比特 - 五万银元店 - 雅基马
描述：今天从比特出发，来到五万银元店（停留约 30 分钟）。这个 1951 年开在 10 号公路上的
小店，原来的顾客主要是伐木工人。当初老板突发奇想，将 1 块银元挂在门上，下面标上自己
的名字，不料竟引来工人们效仿，你挂 1 元，我钉 1 元，并纷纷留下自己名字，结果越来越多，
直至上万。过往的游客也这别出心裁的做法吸引，进店便钉 1 块银元在墙上并写上名字表示来
过，成为进店的标志。之后前往华盛顿州小城雅基马住宿。
住宿：Red Lion Hotel Yakima Center 或同级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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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基马 - 雷尼尔国家公园 - 西雅图奥特莱斯 - 温哥华
描述：今天带您走进雷尼尔山国家公园是美国第五座国家公园（停留约 3 小时）。然后穿过翡
第6天
翠之城西雅图，直达西雅图奥特莱斯，尽情购物（停留约 2 小时）。然后返回温哥华，结束 6
天难忘的黄石国家公园假期。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请自行前往温哥华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费用不含

・华人导游随团照顾
・乘坐设有空调旅游客车
・观光行程及每晚住宿酒店
・導游及司機服務費每位客人 CADS10 元/天
・私人性質費用,如電話費、酒店收費電視等行程膳食及門票(除注明外)
・团费包含以外任何费用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温馨提示

参团须知

说明

预定须知
▪为了保证客人顺利过关，请确保客人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并完成 EVUS 登记。
▪为了确保夏季有效预订及客人良好观光体验,强烈建议引导客人在订团时一同缴纳餐费和
景点门票。请各位代理多多费心,一切为了客人。
▪为了维护客人参团权益,规范行业操作,请务必提供客人真实姓名。
▪为了帮助代理有效预订,请及时查阅我公司定期发布的商品余位表,加拿大存在高售馨率,
还望代理多加理解,遇到问题及时致电我公司,获取最新库存信息,我们会全力配合您的集
客,保证双方高效运作。
▪行程最后一天预计晚上 22:30 左右回到大温地区,请当天离开温哥华的客人酌情考虑航班
时间。
▪按加拿大消防条例规定,每个酒店房间最多住宿 4 人,包含婴儿;19 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可单
独参团,必须有监护人陪同。
▪酒店内不允许吸烟,否则罚款自负。
▪请准时抵达出发地点,如因迟到不能按时参团,所付费用恕不退还。
▪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旅游保险以确保个人利益。
▪鉴于可能发生之変化或参加人数不足,本公司保留于出发前更改或取消旅行团之权利,如数
退还已缴付费用。本公司不负任何其他责任,团员不可藉故要求赔偿。
▪出發前 31 天以上收手續費$50/人
▪出發前 21-30 天,扣除團費 50%
▪出發前 14~20 天,扣除團費 75%
▪出發前 14 天内,扣除全部費用。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弃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如團员因簽證不獲批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