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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西雅图+海岸星光号+雷尼尔+海红木+火山湖+  

波特兰 +纳帕+萨克拉门托 7 天 R7 或 9 天 R9 之旅 

畅游三大气质名城-浪漫西雅图、玫瑰之都波特兰、优雅萨克拉门托 

畅游三大国家公园-海红木国家公园、火环火山国家公园、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畅游美国最热门的自然和人文景点；一趟旅程，看遍山湖海景，回归大自然！ 
 

（R9)第一天： 洛杉矶 - 17 哩湾 - 旧金山 

早上從圣地亚哥/洛杉磯出發，途徑富饒的中加州大平原，這裡盛產美國一半以

上的水果、蔬菜、乾果，也使得加州成為美國最大農業州。下午抵達如詩如畫

的蒙特利半島。輕柔的海風、蜿蜓的海岸、澎湃的浪花、嶙峋的礁石、還有可

愛的海狗海獅徜徉其間；億萬富豪的別墅美倫美奐（聞名中外的國畫大師張大

千曾於此居住十年），世界頂級的高爾夫球場綿延不止（停留拍照，舉辦過 5

次大滿貫）… 深吸一口大海的味道，十七哩的海景令人心曠神怡。世界聞名的

加州 1 號公路（途經）、17 哩的絕美海景…深吸一口大海的味道，沉醉於海風

海浪與蒙特利半島的詩情畫意中，也可以參觀新建成的 17 哩灣訪客中心及博物

館。於傍晚時分抵達舊金山。住宿：Crown Plaza Union City 或同级  

（R9）第二天/ （R7）第一天：旧金山 - 纳帕谷 - 海红木国家森林 - 神木步道 - 

尤瑞卡 

早上从旧金山湾区出发，前往世界闻名的葡萄酒产地—纳帕谷，享受开怀畅饮

纳帕美酒的独家行程！午后抵达海红木国家森林，一览全世界最高的生物！参

天的海红木森林充满灵气，让您不由感叹造物的神奇！看车子从树洞中穿过，

神木步道健行，呼吸大自然的味道！夜宿海滨小镇尤瑞卡。住宿：Red Lion 

Hotel Eureka 或同级 

（R9）第三天/ （R7）第二天：神奇海岸线 - 海红木国家公园 - 火山湖国家公

园 - 尤金 

沿着 101 公路北上，欣赏美国最迷人的海岸线。海红木国家公园拥有 37 英里的

原始海岸线，澎湃的浪花，嶙峋的礁石，茂密的海红木森林，憨态可掬的海狮

海豹无不让人心旷神怡。午后抵达火山湖国家公园，火山湖由 7000 年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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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的火山喷发留下火山口，积雪雨水汇入所形成。她是全美国最深最美的

湖，是一生之中必看的景点，炫目的蓝宝石色充满着神秘气息，宛若人间仙

境！夜宿俄勒冈州第二大城尤金市。住宿：Red Lion Inn & Suites Eugene 或同级 

（R9）第四天/ （R7）第三天：俄勒冈花园 - 伍德百奥莱中心 - 哥伦比亚河谷 - 

马特诺玛瀑布 - 波特兰 

早上出发前往占地 80 英亩，有“空中花园”美称的俄勒冈花园（自费），园内布

满各种奇花异草，更有美国著名建筑师莱特的得意之作高登楼 Gordon House。

随后前往伍德百奥莱，耗资二千万美金建成，有过百家名店，每年有超过四百

万游客慕名而来，一享俄勒冈州免税购物乐趣！下午前往哥伦比亚河谷，结合

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壮阔，和中国山水的人杰地灵，河谷的风情万种，让人沉

醉！马特诺玛瀑布是美国第二高的瀑布，落差高达 620 英呎！夜宿波特兰哥伦

比亚河中海登岛上的红狮大酒店，不但能观赏河道美景，更可远眺胡德火山。

住宿：Red Lion Hotel - Jantzen Beach 或同级 

（R9）第五天/ （R7）第四天：国际玫瑰实验花园 - 奥林匹亚 - 雷尼爾山國家

公園 - 西雅图 

波特蘭是世界聞名的玫瑰之都，每年有約 50 種新品玫瑰送來實驗花園進行栽

培，國際玫瑰實驗花園也是最負盛名的國際玫瑰評選地！中午抵達華盛頓州首

府奧林匹亞市，參觀莊嚴的州府大廈。下午前往雷尼爾山國家公園。西雅圖的

浪漫美麗總有幾分要拜雷尼爾山所賜，她宛如一座仙山漂浮於雲霧之中！雷尼

爾山國家公園的美景融合了太平洋大西北的精華，所有來過的遊客都會不由自

主地愛上她。冰川、瀑布、湖泊、河流錯落的分佈在原始雨林之中，風景優美

的天堂草甸子，瑪莎瀑布，納拉達瀑布，天際步道，冰川遠眺…湍急的溪流、

傾瀉的瀑布聲響徹山谷。夜宿西雅圖。住宿：Red Lion Hotel Seattle - Renton 或
同级 

（R9）第六天/ （R7）第五天：華盛頓大學 - 波音工廠 - 微軟總部 - 西雅圖市區

游 

今天遊覽浪漫之都西雅圖！魅力建築、古老街區、雪山雨林、海峽胡泊，咖啡

飄香，文化底蘊，藝術氛圍一起勾勒出這座著名的海港城市！早上前往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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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校舍美稱的華盛頓大學，也是西雅圖最美的賞櫻地方。隨後參觀著名的波

音工廠（自費），了解世界最大飛機製造商的飛機組裝過程和公司歷史。中午

到達微軟總部，參觀辦公園區（外觀）和訪客中心。下午登頂太空針塔（自

費），一覽城市和海灣的美景！ 傍晚可參加西雅圖深度遊（自費）。著名的派

克市場、漁人碼頭、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和原生态體驗館、“耐人尋味”的口香糖

墻、煤氣公園觀賞市中心夜景…精彩將會接踵而來！夜宿西雅圖 住宿：Red 

Lion Hotel Seattle - Renton 或同级 

（R9）第七天/ （R7）第六天：海岸星光号观景火车 - 梅德福德 

今天我们精心为您安排了公认最壮观的列车线路，美铁公司 Amtrak 的海岸星光

号！观景火车正在美国掀起热潮，这也是细细品味美国的最好方式。列车座位

非常宽大舒适，参天的森林，长年积雪覆盖的山脉，秀美的河谷，壮阔的平

原，这些美景都是高速公路上绝对看不到的！傍晚在尤金市下车，夜宿梅德福

德。住宿：Inn at the Commons Medford Oregon 或同级 

（R9）第八天/ （R7）第七天：伯尼瀑布 - 日晷橋 - 旧金山 

早上前往伯尼瀑布，加州最美麗的瀑布！這裡絕對會讓您有超乎想象的的驚

喜，連老羅斯福總統都盛讚伯尼瀑布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午後來到日晷橋，

橋身為玻璃做成，雄偉的橫跨在薩克拉門托河上，日晷橋是當之無愧的一件藝

術品！傍晚返回舊金山灣區，（R7) 結束我們精彩難忘的火環火山國家公園-海

岸星光號之旅。（R9)住宿：Clarion Inn Modesto 或 Days Inn Merced 或同级 

（R9）第九天：旧金山 -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 洛杉矶 

从酒店出发, 远处的内华达山脉绵延不止，正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优胜美地国

家公园的所在！巍峨雄伟的花岗岩，气势磅礴的瀑布和宁静的山谷，使优胜美

地从任何一个角度看 上去都宛如仙境一般。巨木参天，高山流水，被冰川雕琢

得嶙峋不堪的巨岩峭壁以及波光粼粼的湖面，使您恍若置身于世外桃源。世界

最大花岗岩柱-酋长岩；北美 洲落差最高的优胜美地瀑布；优胜美地山谷；半圆

顶；新娘面纱瀑布… 精彩会接踵而来！您更可以在原始大森林里漫步，感受香

甜新鲜的空气。午餐后穿越部分中加州大平原，这里盛产美国一半以上蔬菜水

果和干果，也使得加州成为美 国最大的农业州。于傍晚返回洛杉矶/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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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出发团期（R7) 出发团期（R9) 

2018:12/23, 12/24, 12/25, 12/29  

2019:1 月-3 月,10 月-12 月:每隔周六出发 

4 月- 9 月:每周六出发 

6/21/2018 - 8/9/2018:每周五六出发 

2018:12/23, 12/24, 12/28  

2019: 1 月-3 月,10 月-12 月:每隔周五出发 

4 月- 9 月:每周五出发 

6/21/2018 - 8/9/2018:每周四五出发  
 

费       用: 行程 第 1、2 人 第 3 人 第 4 人 单房差 

R7 $688 $0 $528 $300 

R9 $998 $0 $718 $400 
 

費用包含: 巴士、酒店、導遊 

費用不含: 巴士司機和導遊小費 ($9/人/日) , R9行程聖地牙哥住返洛杉磯萬象接送小費( $5/程)、到

家接送( $10/程) 、餐費、門票及自費项目 

必付及自费

項目费用: 

 

必付及自费项目 描述 

必付费用$130 
海红木+火山湖+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纳帕品酒（5 种）

+伯尼瀑布+海岸星光号车票+燃油附加费= $130/人 

俄勒冈花园 $12 小孩 5~11 歲 

西雅图太空针 $25 小孩 5~11 歲 

奇胡丽玻璃管 $25 小孩 5~11 歲 

西雅图深度游 $35 西雅图深度游 

波特兰市中心接送  $10 

小费（必须支付） 每人每天 9 美元 
 

注意事宜： * SFO 离团：请订 10:30PM 后航班离开旧金山 SFO，含送机。 

* 所有享受「买二送一」及特价优惠的订单取消一人：出团前 3-7 工作日内取消罚款$100，参

团当日有人不出现罚款$200； 

* 若出发前 8-14 天内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40%，出发前 4-7 天内罚款团费的 60%，出发

前 3 天内将不予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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