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斯波坎+黃石國家公園+哥特齡湖+奧林匹克國家公園+雷尼爾火山國
家公園 8 日遊(西雅圖接機)
參團信息：
團號
出發日期

APY8
週一、週二、週三
（僅限 4/15/2019-10/9/2019 期間出發）

售價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865/人

$0

$625

$1090

行程特色
1. 獨家行程安排帶您進入北美三大著名國家公園，享受大自然的奇幻色彩
2. 體驗多藍湖世界最長行人浮橋
3. 輕鬆愜意，享受悠閒的旅行時光
4. 深度體驗西雅圖習大大遊覽路線
5. 進入全球最大飛機製造工廠-波音
暢遊: 多藍湖，黃石，波音工廠，颶風崖，新月湖，克莉絲汀瀑布，那拉達瀑布，冰川遠眺，天堂遊客中心，瑪
布，天堂草甸子

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 (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一、三出發的團
西雅圖機場（SEA）19:00 以後航班
週一、二、三

西雅圖國王街火車站 19:00 以後列車
週二出發的團
西雅圖機場（SEA）20:00 以後航班
西雅圖國王街火車站 20:00 以後列車

可选下車點：西雅圖唐人街中國牌坊；502 S. King St. Seattle WA 98104

行程介绍

週一、二、三

第一天

家園 - 西雅圖接機
参考酒店： Red Lion Inn & Suites Federal Way, Clarion Inn Auburn Seattle 或同級

西雅圖接火車站：9:00am – 10:00pm
西雅圖郵輪碼頭：中午 12 點（只此一班）
西雅圖機場（SEA）：9:00am – 10:00pm（1 號行李提取處）
團體免費接機：9:00AM-10: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收美金 $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在客人與導遊會合後，將前往酒店休息。为了丰富您的旅程，我们为不同时间段抵达的客人设计了早游
和夜游。
行程安排：
西雅圖早遊（12:00PM 之前抵达的航班 或 13:00 前抵达团上酒店）：微軟總部 - 華盛頓大學
西雅圖夜遊（06:00PM 之前抵达的航班 或 07:00 前抵达团上酒店）：西雅圖漁人碼頭 - 凱利公
園 - 星巴克全球第一家臻選咖啡（Reserve）烘焙體驗館
針對早、夜遊座位操作：
1. 出发日期在 4/15-10/8 间，如客人在參團前預先支付早游或夜遊費用，一人成行，保证出发。
2. 如非上述出发时间段（10/9 – 次年 4/14），早游和夜游行程 4 人成团，如遇當天不足 4 人将無
法開團，我們會退回早、夜遊全款給已付款的客人。
3. 如果客人抵达后报名参加早游或夜游，我們將根據當天車輛空位來安排，座位有限，售完即止。

西雅圖早游 Seattle Morning Tour
微軟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跨國科技公司，是世界 PC 機軟件開發的先導，由比爾•蓋茨與保羅•艾倫創辦於
1975 年，公司總部設立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我們將前往著名的微軟 92 號大樓，帶您走進一個全新科
技時代（入內，如因特殊原因關閉不可入內），並參觀世界最強公司的辦公園區（外觀不可入內），華盛頓
大學-西雅圖創建於 1861 年，位於美國西雅圖，是一所世界頂尖的著名大學，公立常春藤之一，是美國十
所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華盛頓大學為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公立大學第 1 位，世界大學排名第 4 位。2015 年
6 月 18 日，華盛頓大學、清華大學和微軟公司合作創建的全球創新學院簡稱 GIX 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
正式啟動。 大家將步入大學主校園區體驗華盛頓大學濃郁的文化氣息，值得一提的是華大也是西雅圖最著
名的賞櫻地。
西雅圖夜游 Seattle Night Tour
前往西雅圖漁人碼頭，這裏有號稱全美國最高的水上摩天輪——西雅圖摩天輪 2012 年 6 月 29 日在美國華

盛頓州西雅圖伊洛特港 57 號碼頭正式開幕。凱利公園可看見西雅圖夜色全景，俯視這個浪漫之都。這個公
園是西雅圖市中心的照相點之一。如果西雅圖市中心的照片裏有太空針塔的前景和 雷尼爾火山的背景，一
般都是從這裏照出來的。同時會前往 星巴克全球第一家臻選咖啡（Reserve）烘焙體驗館 ，這裏更像是一
座現代化咖啡工廠，你親眼目睹各種機器烘焙著最新鮮的咖啡豆，研磨著最濃郁的咖啡粉，你還可以腦洞
大開，點一杯最具創意的咖啡，或者享用星巴克最新產品。在這裏還可以看到原裝咖啡豆從拆封、烘焙到
做成咖啡的全過程。

第二天

西雅圖 -- 斯波坎 -- 密蘇拉
参考酒店：Missoula Super 8/Reserve 或同級

早上從西雅圖出發，沿 90 號公路東行。經過半沙漠地帶的高原前往斯波坎（Spokane）。斯波坎是美國
華盛頓州第二大旅遊中心，於 1974 年曾舉辦過世博會，是世博會有史以來最小的舉辦城市。這也是歷史
上首次以環境為主題的世博會，世界環境日始自斯波坎。隨後前往蒙大拿州的密蘇拉市（Missoula）。
抵達一個特色禮品店—“五萬銀元店”。夜宿密蘇拉。
行程安排：
斯波坎（40 分鐘）→ 密蘇拉 → 五萬銀元店（30 分鐘）

五萬銀元店 50,000 Silver Dollar Collection Bar
這個 1951 年開在 10 號公路上的小店，原來的顧客主要是穿著工人褲、兜揣銀元的伐木工人；當初老闆突
發奇想，將 1 塊銀元掛在門上、下面標上自己的名字，不料竟引來工人們效仿，你掛一元、我釘一元，並
紛紛留下自己的名字，結果越來越多，從一到百、再到千直至萬；過往的遊客也被這別出心裁的做法吸
引，進店便釘一塊銀元在牆上、寫上名字表示來過，於是小店的生意越來越好，五萬銀元店就這麼產生
了；1956 年擴建到了 90 號公路上。現在店裡的銀元總數已經達到 60365 個。也成為今天 90 號公路的遊
客必到特色景點之一。

第三天

密蘇拉 -- 黃石國家公園
参考酒店： Le Ritz Hotel & Suites 或同級

黃石國家公園在 1978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最大的國家公園，主要位於懷俄明
州，部分位元元於蒙大拿州和愛達荷州。黃石國家公園被美國人自豪地稱為“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神奇
樂園”。晚上返回愛達荷州入住酒店。
行程安排：
密蘇拉 → 黃石國家公園（必付項目）→ 愛達荷

備註：
1. 黃石國家公園必付項目含進山門票、停車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2. 黃石公園參觀：龍口泉（30 分鐘）
、翡翠穴（30 分鐘）、貓眼池（30 分鐘）、老忠實泉（參觀時長根據
噴泉噴發時間而定）等景點。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地處號稱"美洲脊樑"的洛磯山脈，位於美國西部北洛磯山和中洛磯山之間的熔岩高原上。地熱奇觀是他的
標誌，一片由水與火錘煉而成的大地原始景觀，園內自然景觀分為五大區，即猛獁區、羅斯福區、峽谷
區、間歇泉區和湖泊區，五個景區各具特色。超出了人類藝術所能表現的極限，是地球表面上最精彩、最
壯觀的美景。
龍口泉 Dragon's Mouth Spring
龍口溫泉是黃石國家公園格蘭特區中噴發景觀最為壯觀的熱泉。洞口不斷噴發出熱氣的同時伴有舌狀水流
湧出，特殊的結構讓它發出的聲音像打嗝一樣，十分有趣。但其活躍性在 1994 年 12 月後明顯有所減弱。
溫泉水從“龍嘴”流出，形成溪水，註入黃石河。
翡翠穴 The Fountain Paint Pot
翡翠穴以該地區泥漿的紅色，黃色和棕色命名。不同的顏色來自泥漿中鐵的氧化態。與所有溫泉一樣，火
山口的熱量迫使加壓水通過地面，這裡被排出。
老忠實間歇泉 Old Faithful Geyser
老忠實間歇泉因其始終如一的有規律地噴發而得名。目前大約每隔 60 至 110 分鐘噴發一次，每次噴發持
續四至五分鐘，水柱高達 40 多米，蔚為壯觀，而且從不間斷。老忠實遊客中心會提前擺出噴發時間表，可
以先看好噴發時間，再放心去遊覽。

第四天

黃石國家公園 -- 密蘇拉
参考酒店：Missoula Super 8/Reserve 或同級

今天我們將再次返回黃石公園探索大自然的奇跡，零距離接觸黃石地熱奇觀。四種地熱現象：蒸汽泉，
溫泉，泥漿泉和間歇泉分別展示大自然的神奇與奧妙。黃石也是野生動物樂園，有野牛，麋鹿，駝鹿以
及熊長年在這裡居住。午後我們驅車返回密蘇拉入住酒店。
行程安排：
黃石國家公園（必付項目）→ 密蘇拉

備註：
1. 黃石國家公園必付項目含進山門票、停車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2. 黃石公園參觀：猛獁熱泉（60 分鐘）
，大棱鏡溫泉（60 分鐘），黃石瀑布（60 分鐘），西拇指間歇泉
（60 分鐘），藝術家點（30 分鐘）等景點。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地處號稱"美洲脊樑"的洛磯山脈，位於美國西部北洛磯山和中洛磯山之間的熔岩高原上。地熱奇觀是他的
標誌，一片由水與火錘煉而成的大地原始景觀，園內自然景觀分為五大區，即猛獁區、羅斯福區、峽谷
區、間歇泉區和湖泊區，五個景區各具特色。超出了人類藝術所能表現的極限，是地球表面上最精彩、最
壯觀的美景。
黃石猛獁溫泉 Yellowstone Mammoth Hot Springs
原來是好幾個熱泉從山坡上一節一節地流下來，山坡被泉水裡的微生物染得五彩絢爛，形成一個五顏六色
的大臺階。可是由於 2002 年的一次地殼變動，這裡的大部分熱泉都不再活動了，微生物死後變成灰白色
的粉末，殘留在乾枯了的大臺階上，反射著耀眼的陽光，將這裡變成一片肅刹的不毛之地。隨著地殼變
動，原來很活躍的地方有可能突然安靜下來；原來籍籍無名的地方也可能會一鳴驚人的。
黃石大棱鏡溫泉 The Grand Prismatic Hot Spring
又稱七彩池，是美國第一、世界第三大溫泉，寬度 75-91 米，深達 49 米，每分鐘會湧出大約 2000 升 71
度的熱水。大稜鏡溫泉的令人驚歎之處在於湖面的顏色會隨季節而改變。春天的時候湖面從翠綠色變為金
燦燦的橙紅色，這是由於富含礦物質的水體中生活著的藻類和含色素的細菌等微生物。盛夏時節，葉綠素
含量相對較低，因此湖水呈現出絢爛的橙色、紅色或黃色。但到了數九寒冬，由於缺乏光照，這些微生物
就會產生更多的葉綠素來抑制類胡蘿蔔素的顏色，於是就看到水體呈現深邃的墨綠色。
黃石上瀑布 Upper Yellowstone Falls
上瀑布位於較大的黃石大瀑布上游 400 米處。瀑布延著 33 米落差的火山峭壁垂直而下。瀑布下方原本凹
凸的火山岩已被瀑布幾百年的衝刷侵蝕的非常平滑。
黃石下瀑布 Lower Yellowstone River Falls
雖名曰“下瀑布”，卻一點也不“下”，它的高度是尼加拉瓜大瀑布的兩倍。要觀賞下瀑布的豪邁氣魄，
觀望台(Lookout Point)是最佳觀測點，寫生台(Artist Point)是峽谷和下瀑布的另一個經典觀賞點。往寫生
台旁的步道向下走，就能到達峽谷底部。
西姆指間歇泉盆地 West Thumb Geyser Basin

西姆指間歇泉盆地，位於黃石湖邊上，十五萬年前因地殼陷落而形成，在熱噴泉與湖水結合下，出現了一
種煙霧彌漫的奇妙景觀：煙霧繚繞處是熱泉的蒸氣，綠波盈盈處是黃石的湖水，與背景中藍天白雲相互輝
映，形成與黃石其他溫泉區不同的景觀。此處相當於黃石湖的湖灣，許多間歇泉聚集此處，噴水口的顏色
多種多樣，有的呈透明綠色，有的呈好似水泥色般的暗暗的黑色。許許多多的噴水口呈現一種美麗的幻
想。
藝術家點 Artist Point
這裏的景色特別壯觀。峽谷深達三百多尺。峽谷的山壁以黃色為主，參雜著黑色，紅色和粉紅色，和一叢
叢綠色的松樹。這些顏色參而不混， 看起來如開屏的孔雀尾巴，也像浪漫派畫家在同一處地方點上了好幾
層色的點畫法一樣。

第五天

密蘇拉 -- 哥特齡湖(多藍湖) -- 西雅圖
参考酒店：Red Lion Inn & Suites Federal Way 或同級

當天行程的亮點是山明水秀的哥特齡湖(Coeur D'Alene)，湖水湛藍純淨，波光粼粼的湖，因此別名多藍
湖。更可一睹世上唯一的湖中高爾夫球場：球場大部分在湖邊， 只最後一洞在湖中微型小島上， 風景如
畫。隨後返回西雅圖。
行程安排：
哥特齡湖遊船（自費，90 分鐘）
（Coeur D'Alene）→ 途經世上唯一的湖中高爾夫球場 → 西雅圖

哥特齡湖(多藍湖)Coeur d’Alene
哥特齡湖(Coeur D’Alene)，湖水湛藍純淨，波光粼粼的湖，因此別名多藍湖。湖裡有座 1985 年由船家
構思而建，號稱世界最長的行人浮橋。 漫步浮橋上， 沐燦爛陽光， 和煦微風， 觀藍天碧水，湖光山色，
賞遊船快艇，水上飛機， 十分愜意。更可一睹世上唯一的湖中高爾夫球場：球場大部分在湖邊， 只最後一
洞在湖中微型小島上， 風景如畫。您還可以搭乘湖上的觀景船 1.5 小時的遊覽讓美景淨收眼底。

第六天

西雅圖市區遊
参考酒店： Red Lion Inn & Suites Federal Way, Clarion Inn Auburn Seattle 或同級

西雅圖是美國華盛頓州的一座港口城市，是美國西北部商業中心，位於華盛頓州金郡、普吉特海灣和華
盛頓湖之間。在很多人印象裡，它也許是經典電影《西雅圖夜未眠》
，也許是科技感十足的地標建築太空
針塔，也許是星巴克發源地濃濃的咖啡香氣。
行程安排：

哥倫比亞觀景台（自費，50 分鐘）→ 派克市場（45 分鐘，第一家星巴克所在地）→ 太空針塔 （外觀）
→ 音樂及科幻體驗館（自費，60 分鐘）→ 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自費，60 分鐘）→ 先鋒廣場（途經）
→ 波音工廠 （自費，120 分鐘）
備註：
波音工廠要求：參觀波音工廠內部，兒童身高需滿 4 英尺（122cm）。若客人攜兒童（該景點 15 歲以下
算兒童）參觀波音工廠，請在下單時備註兒童的年齡及身高。如下單時沒有備註，我們將視為成人訂
票。

哥倫比亞觀景台 Sky View Observatory at Columbia Center
乘坐電梯上到觀光層，整個西雅圖市區美景 360 度全景盡收眼底：摩天輪、普吉特海灣、太空針塔、微軟
園區、雷尼爾雪山等等。還可以體驗世界最先進的 360 度全屏的觀光塔電梯體驗：四周全螢幕，上觀光塔
講述雷尼爾雪山，下觀光塔講述西雅圖這座城市的建立過程，讓你驚喜滿滿。
派克市場 Pike Place Market
派克市場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農貿市場，不僅供應各種當地的生鮮蔬果和海鮮，更因此吸引了無數手工藝
人和街頭表演。在這裡，你可以欣賞熱鬧非凡的“拋魚表演”，也可以漫步老街道，買一杯星巴克第一店
的咖啡細細品味。
太空針塔 Space Needle（外觀）
1962 年因世博會而設計的太空針塔已成為西雅圖地標建築，在離地 520 英尺高的地方設有觀景平臺和旋
轉餐廳，你可以體驗時速 16 公里的升降機直升塔頂，在白天遠眺雷尼爾山，在傍晚欣賞海灣落日，在夜的
籠罩下陶醉于城市星光。
音樂及科幻體驗館 MoPOP
西雅圖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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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最受歡迎的地方是互動房間，在這裡，你可以試著去玩吉他、鼓、鍵盤甚至 DJ 轉盤。
另外一個展示的焦點是從 30 年代初開始關於吉他的歷史，其中包括最早的電吉他。
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 Chihuly Glass Garden
美國著名玻璃藝術家奇胡利因其作品風格獨樹一幟而聞名世界。而這座展館正是以奇胡利作品為主的玻璃
藝術展館，絕對會讓你歎為觀止。该玻璃艺术馆展出分室内与室外，是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建议傍晚的
时候去，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展品是露天展示，这时候光就会起到很神奇的效果。
西雅圖先鋒廣場 Pioneer Square

先鋒廣場作為西雅圖的發源地，是西雅圖最古老的街區。1851 年至今，依然保留了因 19 世紀淘金熱而繁
榮的街景，紅磚復古的建築、鑄滿花紋的鐵柱和 42 層高的史密斯塔，無不訴說著這裡悠久的歷史，如今也
是藝術愛好者的天堂。
波音工廠 Future Of Flight
波音飛機廠是由波音公司投資建立的一所互動展覽館，是為各位遊客展示航太科技和理念的大秀場，並非
僅僅是一處展現人類航太史的地方，它更主要的是向大家展示現代客機和未來飛行器的發展。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第七天

参考酒店： Red Lion Inn & Suites Federal Way, or Clarion Inn Auburn Seattle 或同
級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位於華盛頓州西北的奧林匹克半島上，是美國除了阿拉斯加以外最大的原始地區，是
美國眾多國家公園中景色變化最為奇妙的一座公園，能帶給你全新的視覺餉宴。
行程安排：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必付項目. 包括： 奧林匹克颶風崖（自費，120 分鐘）
； 新月湖（自費，30 分鐘））
→ 乘坐渡輪回到西雅圖
備註：
1. 雷尼爾火山必付項目含進山門票、停車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2. 如遇惡劣天氣，無法攀登颶風壓，我們會前往奧林匹克國家公園景區其他景點。
3. 如渡輪因任何特殊原因關閉或晚點，我們將開車返回西雅圖。
4. 由於奧林匹克公園屬於山上旅遊景點，為保證各景點遊玩時間，請提醒一日遊客人提前準備乾糧作為
午餐。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Olympic National Park
坐落在奧林匹克半島上的奧林匹克國家公園是美國西部最著名的國家公園之一，遊人如織。公園面積廣袤
遼闊，接近 100 萬英畝，另外還有 900 多英里的徒步游小道。在半島的正中央巍然聳立着壯麗的奧林匹克
山脈，60 座冰山綿延不絶，光芒耀目。半島西部是生長着繁茂雨林的低谷。長達 73 英里的太平洋海岸線
保持着最原始自然的海岸風貌，奧林匹克國家公園擁有奇異的自然景色和野生物種，熱愛大自然的遊客將
在這裡找到夢想中的世外桃源。
颶風崖 Hurricane Ridge

颶風崖高 5700 英尺，高聳入雲，遊客可以登上颶風崖的眺望點，俯視原始大森林和天使港口的曼妙景
色，或欣賞沿途風景，漫步天際之間。
新月湖 Lake Crescent
新月湖長約 19 公里，面積約 21 平方公里，因形狀近似一彎新月而得名，卻不似名字一般秀麗，而是堪稱
壯觀闊達的景色。碧水藍天，充滿神秘色彩。

第八天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Mt. Rainier)

在西雅圖晴朗的日子裡，可以看到一座白雪皚皚的山彷彿漂浮在天際。這就是華盛頓州著名的雷尼爾火
山。雷尼爾火山是一座活火山，是太平洋西北部喀斯喀特山脈中最高的山峰，也是美國華盛頓州最高的
山峰，在美國本土 48 州中擁有最大面積的冰川峰頂。山頂終年積雪，冰河向四方放射而出，造就了擁有
壯觀的瀑布，廣浩的湖泊和蒼翠欲滴的長青森林的雷尼爾國家公園。我們將帶您前往雷尼爾著名的仙境
之路，欣賞大自然藝術家創造的神奇作品。
行程安排：
雷尼爾火山（必付項目）→ 克裡斯汀瀑布（途經）→ 仙境之路（150 分鐘）
備註：
1. 雷尼爾火山必付項目含進山門票、停車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2. 雷尼爾著名的仙境之路，根據實際情況安排停留 1-2 個景點：納拉達瀑布，天堂遊客中心（包含冰川
遠眺，瑪莎瀑布，天堂草甸子等；如遇冬季天氣惡劣，將改為前往朗迈爾。）
3. 由於雷尼爾火山屬於山上旅遊景點，為保證各景點遊玩時間，請提醒一日遊客人提前準備乾糧作為午
餐。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
在西雅圖晴朗的日子裡，可以看到一座白雪皚皚的山彷彿漂浮在天際。這就是華盛頓州著名的雷尼爾火
山。雷尼爾火山高 14410 呎，是美國本土 48 州中最高的火山，也是美國排名第五的高峰。山頂終年積
雪，冰河向四方放射而出，造就了擁有壯觀的瀑布，廣浩的湖泊和蒼翠欲滴的長青森林的雷尼爾國家公
園。每年夏天，山腹上的積雪開始融化，高山上的野花齊開爭艷，在風中搖曳，呈現出百分百的自然之
美。

行程結束後，我們只送往 SEA 機場，請訂 19:00 後航班。週二出發的團，請預定西雅圖機場（SEA）
20:00 以後航班。

提醒 ：


如果出發日期為週一、週二，行程順序略有調整：
週一出發的行程為

週二出發的行程為

第一天

家園 -- 西雅圖接機

第一天

家園 -- 西雅圖接機

第二天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第二天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第三天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第三天

西雅圖 -- 斯波坎 -- 密蘇拉

第四天

西雅圖 -- 斯波坎 -- 密蘇拉

第四天

密蘇拉 -- 黃石國家公園

第五天

密蘇拉 -- 黃石國家公園

第五天

黃石國家公園 -- 密蘇拉

第六天

黃石國家公園 -- 密蘇拉

第六天

密蘇拉 -- 哥特齡湖(多藍湖) -- 西雅圖

第七天

密蘇拉 -- 哥特齡湖(多藍湖) -- 西雅圖

第七天

西雅圖市區遊

第八天

西雅圖市區遊

第八天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行程結束後，我們只送往 SEA 機場，請訂

行程結束後，我們只送往 SEA 機場，請

19:00 後航班。

訂 20:00 後航班。

参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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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景點門票”（黃石國家公園：$45/人）為“必付項目”。含進山門票、停車費、車輛耗損和
燃油附加費
（4）因奧林匹克國家公園與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為山上旅遊景點，故，在該行程中的兩項（奧林匹克國家
公園：$35/人；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35/人）為“必付項目”。
（5）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6）波音工廠要求參觀波音工廠內部，兒童身高需滿 4 英尺（122 釐米）。請在下單時備註兒童的年齡及
身高。如下單時沒有備註，我們將視為成人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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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行程順序會因政治，交通，遊客人數和季節變化稍作調整，參觀景點一樣，恕不另行通知。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老人 Senior

兒童

Adult

(65+)

Children

(3-12)
接機 Airport pick up
早遊 Morning Tour

$35.00

$35.00

$25.00

夜遊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早遊+夜遊 Morning Tour + Night Tour Special package

$50.00

$50.00

$30.00

$45.00

$45.00

$35.00

$25.00

$25.00

$20.00

$23.00

$20.00

$17.00（5-13）

波音工廠 Future Of Flight

$25.00

$23.00

$15.00 (5-15)

音樂及科幻體驗館 MoPOP

$28.00

$25.00

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 Chihuly Glass Garden

$30.00

$23.00

$20.00

西雅圖海鮮自助晚餐 Seafood buffet Dinner

$28.00

$28.00

$14.00

$35.00

$35.00

$25.00

$35.00

$35.00

$25.00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 (必付項目) 含進山門票、停車

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多藍湖觀光遊船 Coeur d’Alene Sightseeing Cruise
西雅圖 Seattle
哥倫比亞觀景台
Sky View Observatory at Colombia Center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Olympic National Park (必付項目) 含進

山門票、停車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雷尼爾火山 Mt. Rainier (必付項目) 含進山門票、停車費、

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19.00(5-17)
Free(4 and u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