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爆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 5 日遊 (舊金山唐人街) 
 

團號：GS5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475/人 $0 $345 $665 

 

出發日期     週六   

 

 

接送備註： 

出發地點 地址 出發時間 

舊金山唐人街龍門         411 Grant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08 6:30PM 

 

出發日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六 西雅圖機場（SEA）19:00 以後航班 週三 

 

暢遊: 舊金山，西雅圖，波特蘭，哥倫比亞河谷，火山口湖國家公園，紅衫木公園 

 

行程特色:         

1. 帶您進入北美三大著名港口城市，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     

2. 獨家行程，輕鬆愜意，享受悠閒的旅行時光      

3. 神奇 101 海岸線感受速度與激情 

4. 深度體驗西雅圖習大大遊覽路線；進入全球最大製造工廠-波音 

5. 感受大自然奇蹟，紅衫木森林公園 

6. 獨家深度參觀北美最大葡萄酒產地，美酒+美景 

7. 體驗超凡沙漠車，暢遊北美最大沙漠 

8. 獨家體驗最大三文魚洄游魚梯，探索大自然的奇妙 

 

 

第一天：舊金山唐人街龍門上車，隨後前往酒店入住。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第二天：秋月酒莊紅酒品嘗—紅杉木國家公園—尤里卡 

早晨我们将沿途前往加州酿酒名地—秋月酒庄，独家带领大家参观酒庄法式手工酿酒的全过程，还能

品尝酿制中和成品的葡萄酒，美酒，美景悠闲享受。世界文化遺產紅杉木國家公園，加州紅木，或

稱為海岸紅杉，主要分佈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能長到 112 米高，是世界上長的最高的植物之一。

亦是美國境內生長最快、且是唯一的紅木樹種。原始森林約占全部紅木林的 10%。 主要分佈於北

加州的太平洋海岸。北加州和俄勒岡州交界，我們深入公園飽覽各種紅木奇觀，汽車穿越千年古

樹，樹屋，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樹，名滿全球的巨人神木大道，世界奇文大觀讓您歎為觀止。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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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加州港口城市尤里卡入住。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第三天：101 神奇海岸線 —尤金市 

早餐後，沿西岸前進，沿途可觀賞太平洋海岸風景線，被稱為最美海岸線，美國歷史高速 101 公

路，隨後抵達佛羅倫斯海岸，稱為北美洲撒哈拉沙漠，沿岸 40 多英里的沙漠區高低起伏，團友可

乘坐特製沙灘車飛馳於沙丘之上，如置身於沙特阿拉伯的沙漠海洋之中精采絶倫（*冬季沙灘車可

能會因天氣因素關閉）。隨後參觀經 2500 萬年由海浪侵蝕而成的海獅洞，觀賞瞭解海獅和它們的

自然習性。接着帶您被稱為和另一個世界相連的神秘雷神之井，位於太平洋沿岸，漲潮時分被稱

為世界第一奇觀，井內彷彿連接着一個不為人知的神秘國度，夜宿俄勒岡尤金市。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第四天：尤金—哥倫比亞河谷—奧林匹亞—西雅圖 

早晨前往石窟露天大教堂（The Grotto），建于 1923 年，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一所教堂，而是由

62 英畝綠地環繞的天主教宗教場所，是一處以自然美景為元素的主題公園，它更像是一處靜謐美

好的植物園。露天大教堂展現出了一種宗教元素和自然静美和諧融合的別樣氣質，幾千棵大樹懷

抱，百花爭艷，美不勝收。園中有一條名為十字架之路的林蔭小道，路邊用多座銅像敘述了耶穌

從受難至完滿的故事。園林中的石窟則供奉著聖母和耶穌的聖像。随后前往波特蘭城東 40 公里的

哥倫比亞河谷(Columbia River Gorge)風景區，位於落基山脈的美國第四大河流哥倫比亞河在俄勒

岡和華盛頓州的交界處形成了一條蜿蜒 1000 多公里的河谷，河谷風景壯麗遼闊，氣勢雄偉，美不

勝收，著名的馬特諾瑪瀑布(Multnomah Falls)上下落差 189 米，瀑布分為兩段，其中一段在 165

米處，緊接著的一段在 21 米處，兩段瀑布中間有一段 3 米斜坡。馬特諾瑪瀑布是俄勒冈州落差最

大的全年性瀑布。然后前往北美西北地区最大的三文鱼洄游鱼梯，這是為了讓三文魚從海水里洄

游到建了水壩的淡水湖產卵，每到洄游季節，三文魚們要一路跳過 21 節天梯，才能越過水壩的高

度，進入淡水湖。我們來到地下的觀賞廳，隔著玻璃看到水道里游進游出的魚兒，零距離观赏野

生三文鱼洄游。最后前往華盛頓州首府奧林匹亞，參觀莊嚴氣派的州議會大樓 “小白宮”，您可以

去到二樓的旁聽席，旁聽議案的辯論；還有駱家輝當年辦公的州長辦公室。當晚入住西雅图酒店。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五天：西雅圖市區遊—家園 

西雅圖是美國華盛頓州的一座港口城市，位於華盛頓州金縣，普吉特海灣和華盛頓湖之間，是該

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波音工廠，帶您走進全世界最大的飛機制造

商，波音工廠全面了解人類的航空歷史之外還可以參觀世界僅存 4 架波音夢幻巨無霸 

(Dreamlifter) 其中之一，進入工廠內部深度參觀所有 7 系飛機組裝過程，三天打造一架奇跡，前所

未有的親身體驗。派克市場，如今已發展成一個重要的旅遊勝地，每年舉辦 200 場商業活動，展

出 190 種手工藝 ，設立 120 個農產品攤位和形形色色街頭表演藝人，最主要可以吃遍西雅圖特產

美食，特別是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位於此處。太空針塔是西雅圖的地標性建築之一。乘坐

電梯上到觀光層，這裏有免費的望遠鏡可以供遊客眺望遠處的景物。整個西雅圖市區美景、普吉

特海灣、瑞尼爾雪山盡收眼底。最值得一提的是可以體驗世界最先進的全息影像技術，讓你驚喜

滿滿。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內囊括了大量 Chihuly 的玻璃藝術品，展出分室內與室外這裏的玻璃

藝術展品一個個婀娜多姿，形態各異，色彩斑斕，時而嬌艷，時而粗曠，好像一個個生命在像人



們展示著他們的活力，是無與倫比的視覺盛宴。音樂及科幻體驗館，位於太空針腳下，其最初的

想法來自於微軟的共同創始人 Paul Allen，場館由先鋒派建築師 Frank Gehry 所設計建造。明亮的

色彩加之由 3000 枚不銹鋼片和鋁片組成的外表展現了音樂的力度與流動之美。以及帶您走進一個

科幻的世界親身體驗種種有趣的科幻遊戲，還可以非常幸運參觀美國最大體育聯賽 NFL 超級碗總

冠軍杯。先锋广场，是美國規模最大的歷史建築保留區之一，西雅图的起源地。每一棟建築都訴說著

當年西雅圖開拓先民的故事，标志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帶您夢回 100年以前那最熱鬧的商業中心。 

 

行程結束后，免費送機前往 SEA機場，請定 19:00后航班；或在西雅圖唐人街下車。 

 

景點說明:  

1. 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 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3.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4. 波音工廠要求參觀波音工廠內部，兒童身高需滿 4 英尺（122 厘米）。 

5. 因紅衫木國家森林公園為山上旅遊景點，故，在該行程中的“自費景點項目”（紅衫木國家

森林公園:$20/人）為“必付項目”。 

退費說明:  

1. 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團費不退； 

2. 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每人每天$8（含导游和司机），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

費等） 

  其他： 行程顺序会因政治，交通，遊客人数和季节变化稍作调整，参观景点一样，恕不另行通知。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2+) 

儿童 Children 

( 3-12)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秋月酒庄品酒+参观 Harvest Moon Winery Tour and Wine 

Tasting 
$45.00 $45.00 $15.00 

秋月酒庄参观 Harvest Moon Winery Tour Only $25.00 $25.00 $15.00 

紅杉木國家公園 Sequoia National Park (必付项目) $20.00 $20.00 $10.00 

佛羅倫斯 Florence    

沙灘觀光車 Giant dune buggy $15.00 $15.00 $15.00 

海狮洞 Sea Lion Cave $14.00 $14.00 $9.00 

俄勒岡 Oregon    

三文鱼鱼梯 Bradfrod Island Visitor Center $10.00 $10.00  $10.00 

西雅圖 Seattle    

波音工厂 Future Of Flight $30.00 $23.00 $20.00 



太空针塔 Space Needle $27.00 +tax $22.00+tax $15.00+tax 

奇胡利玻璃艺术花园 Chihuly Glass Garden $30.00 $23.00 $20.00 

音乐及科幻体验馆 MoPOP $28.00 $25.00（65+） 

$19.00 (5-17) 

Free(4 and 

Under) 

服務費每天每位 Gratuity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  $8.00  $8.00  

註：西雅圖的銷售稅（SALES TAX）為 9.6%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