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一路精彩
【SEDONA】+ 維德峽谷【頭等艙火車】 三日深度遊
【可可假期】推出高品質, 全美獨家的行程 !
特別感謝亞利桑那州旅遊局鼎力支持 !
團號:KK-SVR

行程特色:
1.搭乘維德峽谷頭等艙火車，包廂均為玻璃視窗(panoramic windows)，另有露天觀景車廂(open-air viewing
cars)。
2.維德峽谷頭等艙火車車廂備有免費招待点心和飲水。 (每人請準備$1給火車工作人員服務費)
3. 前往 66 號公路的歷史小鎮, 參觀迪斯尼電影【汽車總動員】的故事背景。
4. 搭乘觀光叮噹車暢遊紅岩國度和聖十字教堂。(每人請準備$1 給叮噹車工作人員服務費)
5. 瀏覽火山國家遺址公園。（依照住宿飯店不同, 參觀景點有所不同）
6. 除中西菜式自助晚餐外 (每人請準備$1 服務費)，特別安排享用當地頂級牛排晚餐。(每人請準備$5 服務費)
7. 入住 2 晚精緻酒店. (依照住宿飯店不同可在酒店內賭場小試手氣) 。

2018 出發日期 :

6/30, 8/31, 10/6, 11/23, 12/21/2018

行程安排:
項目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早餐

自理

自理

自理

午餐

自理

自理

自理

晚餐

包含

包含

自理

礦泉水

1瓶

1瓶

1瓶

酒店

連鎖酒店

連鎖酒店

返家

上車地點
(請選擇)

備註

7:30 AM : 711 West Valley Blvd, Alhambra, CA 91803 停車場
8:00 AM : Best Western Hotel, 18880 Gale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請於右側大巴士停車場上車, 如自行開車請至飯店櫃台支 付停車費用.

費用包含:
兩人同房 (雙床)
每人$239*2 人

三人同房 (雙床)
每人$219*3 人

四人同房 (雙床)
每人$199*4 人

單人房
每人$399*1 人

費用包括 : 2 晚酒店, 每人每日 1 瓶礦泉水, 巴士車資, 專業駕駛和導遊
費用不含:
1. 必付費用: $189/人 報名時請與團費同時繳清. (2 天晚餐, 叮噹車, 維德峽谷火車票, 國家公園) ,
2. 午餐,
3. 酒店客房小費, 餐廳小費,
4. 司機導遊小費($27/人)
【Sedona】的故事:
整座城市環繞於紅色的砂岩和蒼翠的樹林之中, 人文建設與自然環境形成一體, 色彩繽紛的岩石, 講述了一個極其悠遠的
故事, 海洋, 沙漠, 沼澤在此處形成後又消退的循環往復, 地球板塊之間擠壓的力量, 將地質垂直抬高, 最終形成了平坦的高原.

含不同成份的岩層, 於百萬年的時間裡, 風和水不斷的將岩石碎屑氧化, 而形成獨特的色彩.
據稱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巨大能量, 而術語中【Vortex - 漩渦】, 是指自然界中能量活躍的地方. 地球旋轉的能量,
類似於龍捲風般的集中於【Sedona】山谷之中, 由於強大的渦流能量, 樹木常形成扭曲的樹幹, 而使【Sedona】成為舉世聞名的
靈氣之都.
國內外許多報章雜誌稱譽聖多娜 Sedona 為美國風景最美、最為綺麗的地方，當地許多美得令人屏息和造型百變的紅
色岩石，傳說中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巨大磁場和能量，1980 年代靈療界人士認為其磁場能量具有極大的療效後，每年便吸
引上百萬觀光客，到此一探究竟。
聖多娜有美國西部曠野的空間感。不管是春夏秋冬、酷陽和暴雨、日出還是日落，這裡的壯觀和秀麗景象，都令人驚
豔，四季分明的景色中有其多變的風貌，加上怡人的天氣，令人沉浸不忍離去，難怪聖多娜 Sedona 有「美西香格里拉」之稱
的美譽！
聖多娜 Sedona 的紅石山脈，如同一 層層精心設計的千層蛋糕，從山腳的深紅到山頂的淺橙變調，中間還有幾層灰
白色。 這些無以名之、人形物形各顯其態的紅石巨岩，最為著名的包括 Bell Rock、 Snoopy Rock、 Coffeepot Rock、
Cathedral Rock、 Castle Rock 等，使它成為著名的红岩國度, 使它成為著名的渡假勝地和美麗的藝術城市。

第 1 天 : 洛杉磯 - 66 號公路小鎮--聖多娜.

( 晚餐)

夜宿：美國連鎖酒店

清晨出發, 經 15 號州際公路, 我們將前往亞利桑那州, 途經莫哈比沙漠, 由於氣候乾燥, 公路兩旁無盡的荒野, 能深深體會
當時歐州拓荒者, 於昭昭天命的時代, 擴展家園的堅勞與辛苦.
午後到達 66 號公路的歷史小鎮 - 塞利格曼, 這個的小鎮保留了 66 號公路上傳統的氣息, 如時光倒流般的見證了 66 號公
路 - 美國公路之母繁華的景象, 66 號公路經歷了美國大蕭條, 二戰與嬰兒潮等時代, 其輝煌歲月已被現有的州際公路取代, 但仍被
視為美國人尋夢所在, 好萊塢迪斯尼出品的動畫片 – 汽車總動員, 便是以此鎮歷史改編而成. 在此，可購買有關 66 號歷史公路
Route 66 的旅遊紀念品，緬懷美國這段以公路為主的西部開發歷史。
傍晚享用豐盛的中式自助餐後, 入住安排酒店.

第二天 : 聖多娜 uptown--叮噹車 & 聖十字教堂--維德峽谷火車

( 晚餐)

夜宿：美國連鎖酒店

清晨出發至【Sedona】最具代表性的鈴鐺岩景點體驗能量, 雖然人們反應不同, 但其美不勝收的紅岩景觀, 卻是人人讚聲
不絕.
之後前往市中心, 搭乘觀光叮噹車途經上城商業區 Sedona uptown Village，這裡小商店林立，販賣各式各樣藝術
品、紀念品和手工藝品，其他屬於服飾、精品、咖啡店與餐館，商店的櫥窗擺設與門面裝飾多具巧思。

最後抵達當地傳言磁場最強的建築地標 - 聖十字教堂, 匠心獨具的設計及一覽無遺的景觀, 令人嘆為觀止. 教堂內有如
紅寶般閃爍的蠟燭, 代表精神復興和崇高的指標, 體會心靈的洗禮, ，整個建築高高矗立在紅岩石上，卻能與周遭自然環境融為
一體，設計別具匠心!進入教堂後，無仿小坐片刻，不論是否為天主教徒，在燭光映照的靜穆氣氛中，人人都會感受到一股難言的
心靈洗禮。
午餐後搭乘頭等艙火車參觀維德峽谷, 車廂均為玻璃視窗及皮革座椅, 並備有免費點心招待, 還有可隨時進出的露天觀景
車廂, 供旅客觀賞沿途風景。維德鐵路公司於 1990 年開始提供景區遊覽服務，如今它已成為亞利桑那州的寶藏，每年承載遊客
多達六萬人次。維德峽谷是美國鷹的家鄉，該峽谷只能經由鐵路造訪，一般交通工具無法抵達，火車穿越兩個國家森林區和一個
自然保護區，獨特的地質景觀含括高低不平的沙漠岩壁，聚集著各式各樣的野生動物，原始的灌木、仙人掌和野花更是遍佈各

處。
每年承載遊客六萬人次的維德鐵路, 於 1990 年開始提供景區遊覽服務, 穿越兩個國家森林和一個自然保護區, 己成美國
白頭海雕的家園, 於穿梭獨特的地質景觀, 沉醉在大自然之中.傍晚享用由可可假期, 為大家準備的牛排大餐後, 返回酒店.
晚上，仍然建議大家到飯店賭場試試手氣。

第 3 天 : 聖多娜-- 蒙特祖馬城堡 -- 洛杉磯
結束了輕鬆愉快的靈氣之鄉探訪之旅，回程安排前往蒙特祖馬城堡, 城堡位於大約 90 英尺（27 米）的一片陡峭的石灰石懸崖上，
面向毗鄰的比弗河（Beaver Creek），該河流入 Camp Verde 北部的多年生佛得角河（Verde River）。它是北美保存最完好的懸
崖住宅之一, 蒙特祖馬城堡的牆壁是早期石材和灰泥砌體的絕佳例子，它幾乎完全由懸崖底部的石灰石塊構成，以及來自溪底的
泥土和/或粘土, 房間的天花板也加入了分段木材作為一種屋頂茅草，主要來自亞利桑那州的美國梧桐，一種原生於佛得角谷的大
型闊葉樹, 随後搭乘大巴士返回洛杉磯, 结束三天精采的"聖多娜+维德峡谷"三日深度之旅。

注意事項:
1.取消及退款：繳費訂位後取消者，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2.請準時上車，穿著休閒服裝和輕便走路鞋，早晚溫差大請酌情帶厚外套。
3.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的權利， We reserve our rights to adjust the tour arrangement。
4.請注意攜帶防暈、防曬、防蟲和個人保健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