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雅圖+波特蘭+火山口湖國家公園+三藩市 4 日遊(西雅圖接機)  
 

參團信息： 

團號 APSF4 

出發日期 
週三（5/1/2019-10/2/2019） 

加開：2/13,3/13,3/27,4/17,10/16,11/13,12/18 

售價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375/人 $0 $25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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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     

2. 獨家行程，輕鬆愜意，享受悠閒的旅行時光      

3. 深度體驗玩轉三藩市 

4. 觀賞世界最深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5. 玩轉免稅城市“橋城”-波特蘭 

 

暢遊: 三藩市，西雅圖，波特蘭，哥倫比亞河谷，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接送信息 

 

出發日期:(接機) 備註 結束日期 

  週三 
完團後送往三藩市唐人街 

地址：411 Grant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08 
週六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家園  - 西雅圖接機 

参考酒店：Red Lion Inn & Suites Federal Wa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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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蘭 

参考酒店：Ramada Medford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er 或同級 

  

波特蘭市介於地中海氣候和溫帶海洋性氣候之間，冬季濕冷多雨，夏季炎熱乾燥。 由於這種氣候更加適宜

種植玫瑰，因此市內有許多玫瑰種植園，波特蘭也被成為“玫瑰之城”。 

 

行程安排： 

波特蘭 → 國際玫瑰試驗花園（40 分鐘） → 波特蘭先鋒廣場 → 國家紀念廣場（可見鋼鐵大橋） 

 

 

國際玫瑰試驗園 International Rose Test Garden 

波特蘭國際玫瑰試驗園號稱是全美國最佳玫瑰園，建立於 1917 年。這裡是國際玫瑰花栽培的試驗區，因

此每年都會有約 50 種新品玫瑰花來此進行栽培，此外，這裡也是國際玫瑰的評選地，人們都以自己的玫瑰

品種能在此栽植感到光榮。成立至今，玫瑰園已經有了近 550 個品種，1 萬多株的玫瑰。 

 

 

第三天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或夏斯塔湖水晶鐘乳石洞）—舊金山北部 

参考酒店：Courtyard Fremont Silicon Valley 或同級 

 

我們將前往全美第五個古老的國家公園，也是世界最大的火山口湖琦麗湖。幾千年的雨雪將盆地填充，形

成了湖。讓人心曠神怡。 

 

行程安排： 

火山口湖琦麗湖（必付項目，45 分鐘）→ 三藩市 

 

備註： 

1. 如火山口湖國家公園因下雪天氣關閉，我們將改為參觀：夏斯塔湖水晶鐘乳石洞→ 桑戴爾玻璃橋（20

分鐘）→ 三藩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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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 

全美第五個古老的國家公園，也是世界最大的火山口湖琦麗湖，7700 年前，馬劄馬火山大爆發，在原本峰

頂的地方留下一個盆地。幾千年的雨雪將盆地填充，形成了湖。每年這裡的降雪量超過十米，琦麗湖純淨



的深藍色是其它湖泊所無法相比的。它是美國最深的湖，深處近 600 米。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同時結合

了這麼深，這麼純凈，這麼藍的湖泊，純粹得如仙子般不染塵埃。 

 

 

第四天 
三藩市市區遊 
 

 

今天我們前往最美港口城市三藩市。三藩市又譯三藩市市，是美國加州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三藩市臨近

世界著名高新技術產業區—矽穀，是美國西部最大的金融中心和世界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製造基地之

一，被譽為“最受美國人歡迎的城市”。 

 

行程安排： 

金門大橋（30 分鐘）→ 羅馬藝術宮（45 分鐘）→ 市政大廳 → 漁人碼頭（60 分鐘）→ 三藩市杜莎夫人蠟

像館（自費，60 分鐘）→ 天使島遊船（自費，60 分鐘）→ 三藩市唐人街 

 

 

金門大橋 Golden Gate Bridge 

金門大橋是世界最大的單孔吊橋之一，被視為三藩市的象徵。2.7 公里的長度，貫穿了整個三藩市灣和太平

洋的金門海峽，更是連接三藩市和北邊城市的重要交通樞紐。與此同時，《猩球崛起》、《X 戰警》等美

國大片均在此取景拍攝過。 

 

三藩市藝術宮 Palace of Fine Art 

三藩市藝術宮始建於 1915 年，原本是為了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所蓋。會議結束後，三藩市藝術

宮就漸漸荒廢，最後變成了廢墟空樓。直到 1962 年著名德裔建築師梅貝克對其重新進行設計裝修，才使

其煥發出第二次的青春美麗。 

 

三藩市市政廳 Civic Center 

三藩市市政廳是一座另人印象深刻的建築，曾一度被公認為美國最美麗的公共建築之一。三藩市市政廳模

仿了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的建築風格，金頂的設計則是借鑒了巴黎榮軍院。 

 

三藩市漁人碼頭 San Francisco Fisherman's Wharf 

漁人碼頭的名號，在三藩市可謂是家喻戶曉。從吉拉德里廣場開始一直延伸到 35 號碼頭的區域，可以看到

最熱鬧的 39 號碼頭的各色商店、餐廳、街頭表演，也可以遠眺遠方欣賞惡魔島、金門大橋、海灣橋的各色

風景。 

 

三藩市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San Francisco 



三藩市蠟像館坐落在漁人碼頭，已成為任何三藩市旅行必去的景點。持有門票，您可以參觀蠟像館的六個

分區和幕後展覽。只要樂意，您可以盡情呆在這裡和最喜歡的“電影明星”、“體育明星”和“重要領導

人”拍照。 

 

三藩市觀光遊船 Bay Cruise 

美麗的金門大橋和壯觀的奧克蘭海灣大橋可謂是舊金山的門面，搭乘遊船可依次遊覽這兩個景點。遊輪從

美麗的大橋下經過，感受海風拂面、心曠神怡。更可以近距離觀覽惡魔島的壯觀景色。如此的行程一定能

帶給您十分美好的回憶。 

 

三藩市唐人街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三藩市的唐人街可以說是亞洲以外最大規模的華人社區了。在美國除了紐約的華人街可以與之比較，其他

的華人聚集地總是感覺少了那麼一絲味道。雖然唐人街旁是壯觀的聯合廣場和西部金融中心，但絲毫不影

響唐人街的中國氣息。隨處可見的飛簷畫壁，瓊樓玉宇，中文牌匾，讓人完全沒有身處他鄉的陌生感。 

 

 
************行程結束後，我們只送往：411 Grant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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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4）因火山口湖國家公園為山上旅遊景點，故，在該行程中的火山口湖國家公園：$25/人為“必付項目”。進山門票、

停車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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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導遊和司機），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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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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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 (必付項目) 

進山門票、停車費、車輛耗損和燃油附加費 
$35.00 $35.00 $25.00 

*（替換行程）夏斯塔水晶鐘乳石洞 Lake Shasta caverns $24.00 $24.00 $14.00 

舊金山觀光遊船 Bay Cruise $32.00 $26.00 $22.00 

杜莎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27.00 $27.00 $21.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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