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夏威夷州 卡胡盧伊+茂宜島+歐胡島+大島+科納 8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OGGKOA8

出發城市

卡胡盧伊 Kahului

目的地城市

科納 Kona

途經地點

行程天數

8天7晚

交通工具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大島 Hawaii Isalnd、歐胡島
Oahu、茂宜島 Maui
汽車 飛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3199 / 人

兩人入住：$2999 / 人

三人入住：$2229 / 人

出發班期
2021：8月25日、9月15日、10月6日、11月24日
該行程兩人成行，同一訂單內需兩人起訂。

產品特色
【茂宜島】遊覽仿佛置身外星球的火山口群、全美最美的多彩沙灘、歷史悠久的捕鯨鎮和風光旖旎的哈納海濱
公路。
【歐胡島】前往熱鬧的檀香山市區、著名的威基基海灘和珍珠港及遊覽島上其他的精華景點。
【大島】遊覽芒納凱亞火山國家公園、看日落看雲海和浩瀚星空，欣賞壯觀的火山熔岩地貌和黑沙灘，探尋美
國本土以外的最南端。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卡胡盧伊機場（OGG）；

建議傍晚抵達，可聯繫我司旅遊顧問確認航班時間。
離團地點
科納國際機場（KOA）；
傍晚乘坐飛機離開，請聯繫我司旅遊顧問確認航班時間。

行程介紹

Day 1

茂宜島接機

全天
今天客人將乘坐飛機於傍晚抵達茂宜島卡胡盧伊Kahului機場（OGG），導遊接機後將送您回到酒店。

晚上
酒店：不包含當晚酒店，旅遊顧問會根據客人的具體要求提供推薦和報價

Day 2

茂宜島遊覽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酒店出發，沿著茂宜島著名的海濱公路-哈那公路，一路向南前往哈那小鎮，沿途景色優美，海洋和
叢林風光交匯，美不勝收。隨後前往哈利阿克拉火山國家公園和茂宜島的特色沙灘，一次盡覽火山、叢林、海濱
風光。
行程安排：
行駛在茂宜島著名的海濱公路欣賞沿途無敵海景 → 哈那小鎮 → 哈利阿克拉火山國家公園 → 茂宜島特色沙灘

上午
哈納公路 Road to Hana
哈納公路位於茂宜島崎嶇不平的東海岸，被視為沿路風景最美的公路之一。蜿蜒曲折的哈納之路蛇行在熱帶山谷
與參天的懸崖之間，一路景色優美，沿途有徒步小徑可深入到茂密的叢林，也有湍急的瀑布和清澈的水潭。
下午
哈利阿克拉火山國家公園 Haleakala National Park
哈利阿克拉火山國家公園位於茂宜島東南部，園內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且要從不同的入口進入。山頂區域位於火
山口附近，遊客可以徒步欣賞這裡如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同時這裡也是看日出、日落的好地方。
晚上
酒店：不包含當晚酒店，旅遊顧問會根據客人的具體要求提供推薦和報價

Day 3
全天

茂宜島 - 飛機 - 歐胡島

前往茂宜島著名的捕鯨小鎮拉海納，沿著小鎮主街逛逛各種小店、與枝繁葉茂的大榕樹合影，感受濃濃的海濱小
鎮風光。之後前往針尖山古戰場。下午結束茂宜島的觀光，乘坐飛機前往下一站歐胡島。
行程安排：
捕鯨小鎮拉海納 → 針尖山古戰場 → 下午從茂宜島飛往歐胡島檀香山（不含機票費用，可聯繫我司旅遊顧問提供
推薦和報價）
特別服務：
來到浮潛勝地，如客人想通過浮潛體驗不同的海洋魅力，我司可提供半月灣自費浮潛項目（需同一訂單內所有客
人參加）。
上午
捕鯨小鎮拉海納 Lahaina
拉海納鎮位於美國夏威夷茂宜島西海岸，是茂宜島上最受遊客歡迎的小鎮之一。漫步在這個古老的歷史小鎮，親
身感受這個古老小鎮所擁有的獨特的歷史文化氣息。可以沿著Front Street，探訪各種小店。在Front Street南端
有一顆大榕樹，是全美國最大的榕樹之一，枝繁葉茂，已經大得足以覆蓋整個廣場。
針尖山古戰場 The Needle
針尖山古戰場位於伊奧山谷州立公園內，猶如一座綠色的尖塔聳入雲中，是茂宜島著名的地標之一。公園裡森林
密佈，鬱鬱蔥蔥，除了美麗的自然風光，還因為這裡曾經是古戰場而具有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
或者
半月灣浮潛 Molokini Snorkeling
半月灣是座新月形小島，是全球十大浮潛聖地之一。這裡水質非常潔淨湛藍，水下遍佈珊瑚礁，有著豐富的海洋
生物。遊客可以在萬花筒般的珊瑚礁和250種熱帶魚中間浮潛。
晚上
酒店：歐胡島當晚入住希爾頓旗下品牌酒店

Day 4

歐胡島遊覽

全天
今天，我們將帶您前往珍珠港參觀，您可遙望建立在已經沉沒的戰艦頂部的亞利桑那紀念館，紀念館是為了紀念
當年的慘痛教訓而建。參觀珍珠港後，我們將開始檀香山城市觀光之旅，參觀的旅遊景點包括威基基海灘、遠眺
鑽石山和恐龍灣、卡哈拉富人區、海泉噴口、瑪卡普燈塔、白沙灘、大風口。
行程安排：
珍珠港 → 小環島精華遊（包含：威基基海灘、遠眺鑽石山和恐龍灣、卡哈拉富人區、海泉噴口、瑪卡普燈塔、白
沙灘、大風口）
全天
珍珠港 Pearl Harbor
珍珠港地處瓦胡島南岸的科勞山脈和懷阿奈山脈之間平原的最低處，是美國海軍的基地和造船基地，也是北太平
洋島嶼中最大最好的安全停泊港口之一。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在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聯合艦隊的飛機和微
型潛艇突然襲擊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國陸軍和海軍在夏威夷歐胡島上的飛機場。我們可以遙望為了紀念當
年的慘痛教訓，美國政府於1980年在“亞利桑那”號殘骸上建立的亞利桑那紀念館。

威基基海灘 Waikiki Beach
威基基海灘位於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灘，東起鑽石山下的卡皮歐尼拉公園，西至阿拉威遊
艇碼頭，長度約1.61千米。這裡有細軟潔白的沙灘、搖曳多姿的椰子樹以及林立的高樓大廈。這裡林立著世界一
流的購物、餐飲、娛樂、活動場所和度假村。在這裡，你可以盡情享受夏威夷沙灘的無限風情。
鑽石山 Diamond Head
鑽石山位於歐胡島檀香山，緊鄰威基基，是夏威夷最著名的地標之一。鑽石山是30萬年前的一次火山噴發而形成
的死火山，中央是火山噴口，週邊海拔232米的至高點才是鑽石山的山頂。
海泉噴口 Hālona Blowhole
奇景海泉噴口是一處非常特殊的自然景觀，海岸邊的岩石，經過長期的海蝕作用而形成一個小洞穴，每當大浪來
襲，海水便由小洞穴噴發而出，形成一種天然奇觀。
瑪卡普燈塔 Makapuu Point Lighthouse
這座紅色屋頂的燈塔於1909年建在600英尺高的海崖上，俯瞰著瑪卡普吾海灘，這片沙灘是歐胡島最好的趴板衝
浪海灘之一。燈塔本身不是很高，僅有14米，別看它體積小，卻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自動化菲涅耳透鏡，可以使
得在45公里之遙的海上都能看到它。
夏威夷大風口 Nuuanu Pali Lookout
大風口以其終年強勁的大風而聞名，而且這裡還是一處視域開闊的懸崖觀景台。站在觀景台可眺望翠綠色歐胡島
東北平原優美的風景，在貫穿瓦胡島的強風吹拂中感受自然之美。
晚上
酒店：歐胡島當晚入住希爾頓旗下品牌酒店

Day 5

歐胡島 - 飛機 - 大島

全天
今天我們將繼續參觀檀香山，打卡市區內的經典標誌和景點。下午結束歐胡島的行程，乘坐飛機前往下一站大
島。客人可選擇在酒店內休息或傍晚自費進入芒納凱亞公園內鄧高峰看日落，晚上觀賞浩瀚星空。
行程安排：
檀香山市區遊（外觀國王銅像、市區皇宮、州議會大廈、市政廳、塗鴉街區）→ 下午從歐胡島飛往大島希洛Hilo
（不含機票費用，可聯繫我司旅遊顧問提供推薦和報價）→ 酒店 → 芒納凱亞公園內登高峰看日落、晚上觀賞浩
瀚星空（自費，4人成行）
上午
卡美哈美哈國王銅像 Kamehameha Statue, Kapaau
卡美哈美哈國王銅像在火奴魯魯市中心。銅像上的卡美哈美哈國王，身披象徵王權的羽毛披肩和，左手持著長
矛，右手伸展做歡迎狀。卡美哈美哈國王是夏威夷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夏威夷群島的國王。在美國五十個州裡，只
有夏威夷州有過國王的統治。所以，卡美哈美哈國王銅像成為來夏威夷的遊客們必去的景點就很自然了。
伊奧拉尼王宮 Iolani Palace
位於美國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市，它是由夏威夷王國國王卡拉卡瓦所建造的歐洲風格式皇宮，耗資36萬，是美國本
土上現存的唯一皇宮。
下午

芒納凱亞公園內鄧高峰看日落賞星空 Mauna Kea
今天下午我們將進入芒納凱亞公園裡一座高峰，傍晚時分欣賞太陽徐徐沉入雲海，渲染了天際，美得大氣磅礴，
卻又稍縱即逝。太陽落盡，月亮還未升起之際，天空撐起一片清澈的寶藍，眾多星星閃爍著銀光，爭相湧現，銀
河系的各大星座仿佛近在咫尺之間。
晚上
酒店：不包含當晚酒店，旅遊顧問會根據客人的具體要求提供推薦和報價

Day 6

大島

全天
今天我們將世界上最高的火山-芒納凱亞山，隨後前往著名的黑沙灘，觀賞獨一無二的特色沙灘，之後打卡美國本
土以外的最南端。最後抵達位於大島西岸的科納。
行程安排：
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芒納凱亞火山 → 黑沙灘 → 南角公園 → 科納
上午
芒納凱亞火山 Mauna Kea
夏威夷大島的芒納凱亞火山是世界上最高的火山，海拔4,207.3米，而從位於海底的山腳到頂峰算來，它的高度為
10,203米，比珠穆朗瑪峰還要高。芒納凱亞山的山頂上建有13座天文臺，被公認為全世界最佳的天文臺台址，因
此也是世界頂級的觀星勝地。
上午
黑沙灘 Punaluu Black Sand Beach
普納魯吾黑沙灘位於夏威夷大島的火山國家公園南部，火山的頻繁活動造就了這裡獨特的黑色沙質，是夏威夷最
佳的黑沙海灘。
南角公園 South Point Park
美國真正的最南端。這裡是一片被荒草覆蓋的懸崖海角，景色壯美。
晚上
酒店：不包含當晚酒店，旅遊顧問會根據客人的具體要求提供推薦和報價

Day 7

大島送機

全天
今天上午我們將前往科納的咖啡種植園，科納咖啡被譽為世界三大高級咖啡之一，您一定不能錯過在這裡選購合
適的咖啡。之後來到阿里海濱大道，沿途的特色小店您可以選購一些禮品作為伴手禮。最後抵達科納機場，結束
愉快的夏威夷三島之旅，回到溫暖舒適的家園。
行程安排：
科納咖啡種植園 → 阿里海濱大道 → 傍晚乘坐飛機返回家園。
上午
科納咖啡 Kona Coffee

夏威夷咖啡的歷史要追溯到1840年，大島西海岸科納地區的特殊氣候為其栽培咖啡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這裡
的咖啡異常飽滿、光澤鮮亮、芳香濃郁，被譽為世界三大高級咖啡之一。科納咖啡帶有均衡適度的酸味，溫順豐
潤的口感和獨到的果香味，至始至終備受世界各地咖啡迷們的狂執的追捧。
晚上
酒店：飛機上

Day 8

回到家園

全天
西岸客人早上抵達家園，中部客人中午抵達家園，東岸客人傍晚抵達家園。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2晚歐胡島希爾頓旗下品牌酒店；
2. 陸地交通；
3. 司導服務及服務費。
費用不含
1. 茂宜島和大島酒店（客人可自行預定，也可聯繫我司旅遊顧問提供推薦和報價）；
2. 出發地至參團地的往返機票，島際機票費用；
3. 自費專案列表中項目；
4.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5.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導遊根據行

成人：$135.00；

程安排

兒童：$135.00；

芒納凱亞公園內登高峰看日落賞星

導遊根據行

成人：$185.00；

空

程安排

兒童：$185.00；

半月灣浮潛 Molokini Snorkeling

描述
包含早餐

含餐，4人成行。

出行提示
1、預訂出行前，請登錄夏威夷官方網站（一切以官方網站為准）查看相關信息，點擊《藍色字體》進入網站
鏈接 。
2、夏威夷州只接受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 （簡稱NAAT）測試必須在客人起飛前72小時內完成；
如果客人需要轉機，那測試必須在最後一個起飛的城市完成。
3、夏威夷州只接受州認可的診所（certified Clinical Laboratory Amendment，簡稱CLIA)，點擊《藍色字
體》進入網站鏈接查看診所名字。
4、遊客出發前，如果客人是18歲以上成人， 請務必在網上註冊夏威夷安全旅遊（Safe Travels Hawaii
Program）。客人需要輸入回答所有的問題以確保順利進入夏威夷。如果客人的測試結果是陰性，將會獲得一
個QR Code（二維碼），否則客人在到了夏威夷後強制隔離10天。

預訂須知
1. 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敬請諒解。
2. 18歲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長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3. 在行程實際出行中，導遊可能會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對您的行程進行適當調整（如景點遊覽順序等），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4. 如遇景點臨時關門、節假日休息。導致該景點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
以保證行程的豐富性。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5.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 Pass。如您堅持使用自帶門票，我司將不再提供
旅行當日全天交通、導遊等服務，需您自行安排。
6. 如因特別情形(如天氣、修路、罷工、封山、旅遊車特殊狀況)造成車輛晚點，敬請見諒。
7. 此行程需要與其他遊客同乘車輛，為保證團上遊客權益，出發時請提前到達上車地點候車，景點遊覽與集合
時間請配合工作人員安排，避免出現超時而需個人額外支付費用的情況發生。
8.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需離隊，請務必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9. 參團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明和文檔，如若遊客被拒絕入境，我司將不提供免費
送客服務。
10. 酒店安排會因季節有所改變， 如需要團上酒店資訊，請在團上與導遊確認。
11. 如您實際出行過程中乘坐車輛為7座商務/高頂/平頂（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8歲以
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縱橫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邁阿密、西雅圖相關團組租金為$8.00/
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兒童座椅，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
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