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牌怡享】溫哥華出發+西雅圖+海岸星光號+舊

金山+火山口湖國家公園+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7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R7V   

出發城市 溫哥華 Vancouver -VR   

目的地城市 溫哥華 Vancouver -VR 途經地點 

西雅圖 Seattle -

SEA、海岸星光號列車 

Amtrak Coast 

Starlight、舊金山 San 

Francisco - 

SF、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 

行程天數 7 天 6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49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533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498 = 1498 

【7天】燃油附加費:1 x 35 = 35 

兩人入住：$119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466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198 = 2396 

【7天】燃油附加費:2 x 35 = 70 

三人入住：$109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399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1098 = 3294 

【7天】燃油附加費:3 x 35 = 105 

四人入住：$99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4132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998 = 3992 

【7天】燃油附加費:4 x 35 = 140 

    

出發班期 



 04/01/2023-12/31/2023：週二；  

兩人成團。  

    

產品特色 

火環Ring of Fire 

，也叫泛太平洋火山帶。數百萬年前，太平洋板塊的移動以及和北美大陸板塊的碰撞，一連串的火山拔地而起

，山勢雄偉。溫帶雨林的氣候和超過200英吋的年降雨量使得這裡森林鬱鬱蔥蔥，歡迎來到太平洋的大西北！這

裡景觀獨特，不同於美國任何其他地方，自然美景亙古未有！欣賞美國最美的原始大森林，最豐富的野生動植

物，最迷人的雪山和海岸線，以及冰川河流山谷瀑布組成的世外桃源！ 

  

  

  

  

  

獨家！  Amtrak海岸星光號（Coast 

Starlight）觀景火車行程，公認最壯觀的火車線路！參天的森林，長年積雪覆蓋的山脈，秀美的河谷，壯闊的平

原，這些美景都是高速公路上絕對看不到的！列車的觀景車廂除了有全玻璃外殼的絕佳視野，更有專人全程負

責講解！ 

  

  

  

  

  

獨家！  風光旖旎納帕穀，令人沉醉的同義詞！開懷暢飲5種納帕美酒：Reserve White Zinfandel, Pinot Grigio, 

Zinfandel, Moscato, Zinfandel Port!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08:30出發，列治文：河石度假酒店門口巴士等候站；詳細地址：8811 River Rd, Richmond, BC V6X 3P8, Canada； 

08:45出發，溫哥華西 (on Cambie St & 42nd Ave.)；詳細地址：5812 Cambie St. Scotiabank； 

09:00出發，本拿比：麗晶廣場匯豐銀行門口(Kingsway & Willingdon)；詳細地址：2829-4500 Kingsway, Burnaby, 

BC V5H 2A9, Canada； 

    

離團地點 



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 SEA； 

請預定21:00以後起飛的美國國內航班和22:00以後起飛的國際航班。 

列治文：河石度假酒店門口巴士等候站；詳細地址：8811 River Rd, Richmond, BC V6X 3P8, Canada； 

溫哥華西 (on Cambie St & 42nd Ave.)；詳細地址：5812 Cambie St. Scotiabank； 

本拿比：麗晶廣場匯豐銀行門口(Kingsway & Willingdon)；詳細地址：2829-4500 Kingsway, Burnaby, BC V5H 2A9, 

Canada； 

    

行程介紹 

Day 1 溫哥華 - 汽車 - 西雅圖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溫哥華出發，前往美國西北部著名城市西雅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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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帶領您探索西雅圖久負盛名的景點

，感受最地道的西雅圖生活。 

  

行程安排： 

溫哥華 → 西雅圖 → 派克市場（120分鐘，包含午餐時間）→ 太空針塔（外觀，40分鐘）→ 

西雅圖深度遊（自費，3小時）→ 酒店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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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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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深度遊 Seattle In-depth Tour 

著名的派克市場、漁人碼頭、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和原生態體驗館、“耐人尋味”的口香糖墻、煤氣公園觀賞市中

心景色…精彩將會接踵而來！ 

 

 

    



晚上   

酒店：Courtyard Seattle Federal Way 或 同級 

    

    

Day 2 海岸星光號觀景列車 - 汽車 - 波特蘭 

全天   

今天我們精心為您安排了公認最壯觀的列車線路，美鐵公司Amtrak的海岸星光號！列車座位非常寬大舒適，參

天的森林，長年積雪覆蓋的山脈，秀美的河谷，壯闊的平原，這些美景都是高速公路上絕對看不到的！抵達波

特蘭後，將換乘大巴。隨後我們將前往俄勒岡州的首府塞勒姆參觀俄勒岡州議會大廈。 

  

行程安排： 

西雅圖 → 海岸星光號觀景列車（4小時）→ 波特蘭 → 俄勒岡州議會大廈（30分鐘） 

 

    

全天   

海岸星光號列車 Amtrak Coast Starlight 

今天我們精心為您安排了公認最壯觀的列車線路，美鐵公司Amtrak的海岸星光號！觀景火車正在美國掀起熱潮

，這也是細細品味美國的最好方式。列車座位非常寬大舒適，參天的森林，秀美的河谷，壯闊的平原，冬季更

可欣賞到長年積雪覆蓋的山脈，這些美景都是高速公路上絕對看不到的！ 

 

俄勒岡州議會大廈 Oregon State Capitol 

俄勒岡州議會大廈於1988年6月29日被列入國家歷史遺跡登記冊。這座建築的中心部分造價250萬美元，其中包

括一個166英尺（51米）的圓頂，大部分內部和外部由大理石製成。國會大廈外的場地包括藝術品、噴泉和植物

，包括州樹（道格拉斯冷杉）和州花（俄勒岡州葡萄）。 

 

 

    

晚上   

酒店：Sleep Inn Roseburg 或 同級 

    

    

Day 3 101公路神奇海岸線 - 汽車 - 神木步道 - 汽車 - 穿樹洞公園 - 汽車 - 溫莎 

全天   

沿著101公路北上，欣賞美國最迷人的海岸線。隨後抵達紅木國家公園，公園擁有37英里的原始海岸線，澎湃的

浪花，嶙峋的礁石，茂密的海紅木森林，無不讓人心曠神怡。 

  

行程安排： 



101公路神奇海岸線 → 神木步道（45分鐘）→ 穿樹洞公園（30分鐘）→ 溫莎 

 

    

全天   

神木步道Founders Grove 

漫步在森林步道中，沿途是樹齡約千年的紅木。參天的海紅木森林充滿靈氣，讓您不由感歎造物的神奇！神木

步道健行，深吸大自然的味道！ 

 

穿樹洞公園 Drive-Thru Tree Park 

哪個加利福尼亞州的標誌性建築有2400年的歷史，每年夏天都有汽車穿過它？那你一定能想到是紅木國家公園

內的穿樹洞公園。80多年來，公路旅行者一直在拍攝他們的汽車穿過6英尺寬、7英尺高的隧道的照片。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Windsor Sonoma Wine Country 或 同級 

    

    

Day 4 纳帕酒鄉 - 汽車 - 舊金山市區遊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世界聞名的葡萄酒產地-

納帕谷，享受開懷暢飲納帕美酒的獨家行程。隨後前往三面環海的舊金山市。參觀美國西岸的標誌性橋梁，被

稱為「不可能的大橋」的金門大橋。遊覽最熱鬧的漁人碼頭，更可自費乘坐遊船欣賞舊金山海灣。世界最彎曲

的街道之一九曲花街讓您流連忘返。 

  

行程安排： 

納帕谷品酒（60分鐘）→ 金門大橋（30分鐘）→ 漁人碼頭（90分鐘）→ 九曲花街（30分鐘）→ 

舊金山深度遊（自費） 

  

舊金山深度遊詳情：聖瑪麗大教堂（30分鐘）→ 市政廳（40分鐘）→ 雙子峰（25分鐘）→ 唐人街（60分鐘） 

 

    

全天   

納帕谷 Napa Valley 

納帕谷，是美國著名的酒谷、著名的加州葡萄酒產地，以生產葡萄酒而聞名。納帕谷擁有迷人的陽光，清涼的

海風，優質的美酒，時不時飄散出來的陣陣迷人的酒香，令人著迷。遊覽著名的Sutter 

Home舒特家酒莊，品嘗5種美酒：Reserve White Zinfandel, Pinot Grigio, Zinfandel, Moscato, Zinfandel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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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漁人碼頭 San Francisco Fisherman's Wharf 

漁人碼頭的名號，在舊金山可謂是家喻戶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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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曲花街 Lombard Street 

九曲花街被譽為“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是三藩市最受歡迎的地標之一。每年，數以百萬計的遊客步行或駕車

經過它的八個急轉彎。它被俄羅斯山的豪宅、精心修剪的景觀和鮮花環繞，也是該市風景最優美的街道之一。

從山頂俯瞰三藩市灣、海灣大橋和科伊特塔令人歎為觀止的景色。 

 

舊金山深度遊 San Francisco In-depth Tour 

聖瑪利亞大教堂是美國加州三大教堂之一。其外型摒棄了傳統觀念，雙曲抛物面形的白色側壁向上沖至190英尺

高，非常的獨特。雙子峰這兩座海拔約270公尺的山丘，也是三藩市唯一保留的天然山丘，此地並以360度全景

眺望而聞名。市政廳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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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的唐人街可以說是亞洲以外最大規模的華人社區了，這裡一定要來看一看。 

 

 

    

晚上   

酒店：Wild Palms, a JDV by Hyatt Hotel 或 同級 

    

    

Day 5 舊金山 - 汽車 - 日晷橋 - 汽車 - 伯尼瀑布 或 莎斯塔水壩 - 汽車 - 克拉馬斯瀑布 

全天   

早上從舊金山灣區出發，前往前往日晷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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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加州最美麗的瀑布-

伯尼瀑布，這裡絕對會讓您有超乎想像的驚喜，連老羅斯福總統都盛讚伯尼瀑布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夜宿克

拉馬斯瀑布。 

  

行程安排： 

舊金山 → 日晷橋（40分鐘）→ 伯尼瀑布 或 莎斯塔水壩（60分鐘）→ 克拉馬斯瀑布 

  



溫馨提示： 

如行程中不能前往伯尼瀑布，我們將前往莎斯塔水壩。 

 

    

全天   

日晷橋 Sundial Bridge 

宏偉的日晷橋坐落在瑞丁的龜背灣探索公園，橫跨薩克拉門托河，由著名西班牙建築師 Santiago Calatrava 

設計，是一座具有實際功用的藝術作品。日晷橋跨度700英尺/ 

213米，人行道鋪著玻璃磚、白色橋塔高高聳立，懸索既能支撐橋樑也是日晷。這種設計的目的是向人類的創造

力和智慧致敬，同時也是這個300英畝公園的主題。 

 

伯尼瀑布 Burney Falls 

伯尼瀑布坐落于加利福尼亞州沙斯塔縣的麥克亞瑟•伯尼瀑布紀念州立公園內，由無數大小不一的瀑布組成，水

簾常年不斷。在1984年的時候被列為國家自然地標。2021年3月，《國家地理》的一篇文章描述這裡為“北加州

最壯觀的瀑布”之一。 

 

 

    

晚上   

酒店：Days Inn Klamath Falls 或 同級 

    

    

Day 6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 汽車 - 俄勒岡州伍德本折扣購物中心 

晚上   

今天我們將前往火山口湖國家公園，火山湖由7000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噴發留下火山口，積雪雨水匯入所形

成。隨後前往耗資二千萬美金建成的伍德本折扣購物中心。 

  

行程安排：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120分鐘）→ 伍德本折扣購物中心（180分鐘） 

  

特別說明： 

1. 如遇火山湖國家公園關閉，屆時景點將替換為海獅洞和雷神之井，敬請知曉。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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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海獅洞 Sea Lion Cave 

海獅洞坐落於美國俄勒岡州的雷恩縣，由一系列的海蝕洞組成，形成於2500萬年前。為世界上最長的海蝕洞，

無論從形狀還是大小上看，都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洞穴。 

 

 或者  

雷神之井 Thor's Well 

被稱為和另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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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奇觀，井內仿彿連接著

壹個不為人知的神秘國度。 

 

 

 

俄勒岡州伍德本折扣購物中心 Woodburn Premium Outlets 

這裡是美國西部最大的免稅購物中心，擁有超過110家店，包括Coach， J.Crew, Nike工廠、Tommy 

Hilfiger等。每年有超過四百萬遊客慕名而來，一享俄勒岡州免稅購物樂趣。 

 

 

    

晚上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Parkway Inn 或 同級 

    

    

Day 7 哥倫比亞河谷 - 汽車 -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 汽車 - 西雅圖 - 汽車 - 溫哥華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哥倫比亞河谷，結合了美國國家公園的壯闊，和中國山水的人傑地靈，河谷的風情萬種，讓人

沉醉。隨後前往馬特諾瑪瀑布，是美國第二高的瀑布，落差高達620英呎。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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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參觀後返回溫哥華。 

  

行程安排： 

哥倫比亞河谷（45分鐘）→ 馬特諾瑪瀑布（40分鐘）→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120分鐘）→ 西雅圖 → 溫哥華 

 



    

全天   

哥倫比亞河谷 Columbia River G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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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裏的河谷，

河谷風景壯麗遼闊，氣勢雄偉，美不勝收。如果到了好天氣，河面上波光粼粼，甚是好看。 

河谷區最有名的是它的幾條瀑布，Multnomah瀑布是美國第二長的瀑布，分上下兩段，上段落差165米，下段21

米，下段瀑布由於寬度較大，更具有可觀性，氣魄不凡。這裏也是戶外愛好者的天堂，人們喜歡在這裏進行激

流皮艇運動，感受一番刺激。 

 

馬特諾瑪瀑布 Multnomah Falls 

瑪特諾馬瀑布是哥倫比亞河峽谷穆特諾馬溪上的一座瀑布，瀑布全長620英尺（189米），是俄勒岡州最高的瀑

布。沿著歷史悠久的哥倫比亞河公路蜿蜒而下，這座雙瀑布吸引了各種類型和年齡的遊客，既有輪椅可到達的

觀景台，也有陡峭的徒步步道，一直通向山頂。由於雨水和融雪的補給，瀑布源源不斷地流淌，成為一年四季

皆可觀的景點。冬季到春季是最佳觀賞時間，到了雨季，水量充沛，更加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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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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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專業旅遊用車； 

  

  

2. 專業司導服務； 

  

  

3.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 



  

  

4. 酒店內早餐。 

 

 

費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 

  

  

2. 往返出發地的交通費用； 

  

  

3. 服務費：每人每天$12，按預訂行程的天數計算，大人小孩同價； 

  

  

4. 個人費用（如餐費，電話費，收費電視等一切個人消費）； 

  

  

5. 行程中的必付項目和自費項目； 

  

  

6. 費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R7必付費用 R7 Mandatory Fe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180.00

； 

包含海紅木、火山湖、雷

尼爾山國家公園，納帕品

酒（5種），海岸星光號

車票、燃油費 

西雅圖深度遊（3小時） Seattle In-

depth Tour (3 hour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45.00

； 
 

舊金山深度遊 San Francisco in-depth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45.00

；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 

2.請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聯繫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

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

您自行承擔。 

3.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的

最多人數在2到4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

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等）關閉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保行程的豐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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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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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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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1.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美國聯邦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

練，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

，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