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金山+纳帕谷+海红木+火山湖+西雅图+雷尼尔 5日（R5） 

                                                         --（团号：R5) 

出发团期 

6/26/2021 起，每周六出发，8 人以上成团 

出发地：旧金山 

离团地：西雅图 

*客人参团时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出发前 3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类型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同房第 4 人 单人房加收 附加费 

价格 $698.00 $428.00 $428.00 $200.00 $0.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5 天 4 晚  目的地：美国-Seattle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畅游三大国家公园-海红木国家公园、火环火山国家公园、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畅游美国最热门的自然和人文景点；一趟旅程，看遍山湖海景，回归大自然！ 

 

 

行程介绍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最终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敬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第 1 天 

旧金山 - 纳帕谷 -  海红木国家森林 - 神木步道 - 蓝湖 

描述：早上從舊金山灣區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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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抵達海紅木國家森林，一覽全世界最高的生物！參天的海紅木森林充滿靈氣，

讓您不由感歎造物的神奇！看車子從樹洞中穿過，神木步道健行，深吸大自然的味道！夜宿藍



 

湖市區。 

住宿：Blue Lake Casino Hotel 或同级 

第 2 天 

神奇海岸线 - 海红木国家公园 - 火山湖国家公园 - 尤金 

描述：沿著 101 公路北上，欣賞美國最迷人的海岸線。海紅木國家公園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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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態可掬的海獅海豹無不讓人心曠神怡。

午後抵達火山湖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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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全美國最深最美的湖，是一生之中必看的景點，炫目的藍寶石色充滿著神秘氣

息，宛若人間仙境！夜宿俄勒岡州第二大城尤金市。 

住宿：Hilton Garden Inn Eugene 或同级 

第 3 天 

俄勒冈花园 - 伍德百奥莱中心 - 哥伦比亚河谷 - 马特诺玛瀑布 - 波特兰 

描述：早上出發前往佔地 80 英畝，有“空中花園”美稱的俄勒岡花園（自費），園內佈滿各種奇

花異草，更有美國著名建築師萊特的得意之作高登樓 Gordon House。隨後前往伍德百奧萊，耗

資二千萬美金建成，有過百家名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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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哥倫比亞河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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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諾瑪瀑布是美國第二高的瀑布，落差高達 620 英呎！夜宿波特蘭哥

倫比亞河中海登島上的紅獅大酒店，不但能觀賞河道美景，更可遠眺胡德火山。 

住宿：Red Lion Hotel - Jantzen Beach 或同级 

第 4 天 

国际玫瑰实验花园 - 奥林匹亚 -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 西雅图 

描述：波特蘭是世界聞名的玫瑰之都，每年有約 50 種新品玫瑰送來實驗花園進行栽培，國際玫

瑰實驗花園也是最負盛名的國際玫瑰評選地！中午抵達華盛頓州首府奧林匹亞市，參觀莊嚴的

州府大廈。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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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爾山國家公園的美景融合了太平洋大西北的精華，所有來過

的遊客都會不由自主地愛上她。冰川、瀑布、湖泊、河流錯落的分佈在原始雨林之中，風景優



 

美的天堂草甸子，瑪莎瀑布，納拉達瀑布，天際步道，冰川遠眺…湍急的溪流、傾瀉的瀑布聲

響徹山谷。夜宿西雅圖。 

住宿：Courtyard Seattle Bellevue/Redmond 或同级 

第 5 天 

華盛頓大學  - 波音工廠  - 微軟總部  -  西雅圖市區游 

描述：今天遊覽浪漫之都西雅圖！魅力建築、古老街區、雪山雨林、海峽胡泊，咖啡飄香，文

化底蘊，藝術氛圍一起勾勒出這座著名的海港城市！早上前往有美國最美校舍美稱的華盛頓大

學，也是西雅圖最美的賞櫻地方。隨後參觀著名的波音工廠（自費），了解世界最大飛機製造

商的飛機組裝過程和公司歷史。中午到達微軟總部，參觀辦公園區（外觀）和訪客中心。下午

登頂太空針塔（自費），一覽城市和海灣的美景！ 傍晚可參加西雅圖深度遊（自費）。著名的

派克市場、漁人碼頭、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和原生态體驗館、“耐人尋味”的口香糖墻、煤氣公園觀

賞市中心夜景…精彩將會接踵而來！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06:30 

地点：Red Roof Inn San Francisco Airport 

地址：777 Airport Blvd, Burlingame, CA 94010 

06:45 

地点：Marina Foods Cupertino (永和超市门口) 

地址：10122 Bandley Dr, Cupertino, CA 95014 

07:15 

地点：99 Ranch Market San Jose (大华超市门口) 

地址：1688 Hostetter Rd, San Jose, CA 95131 

07:30 

地点：Union Square Macy's (联合广场梅西百货门口) 

地址：291 Geary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07:35 地点：Marina Foods Fremont (永和超市门口) 



 

地址：46196 Warm Springs Blvd, Fremont, CA 94539 

08:00 

地点：Courtyard Oakland（奥克兰万怡酒店楼下，百老汇街）（中国城客人可在此上车） 

地址：988 Broadway, Oakland, CA 94607 

08:45 

地点：Target Dublin (都柏林 Target 超市门口) 

地址：7200 Amador Plaza Rd, Dublin, CA 94568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专业旅游用车； 

专业司导服务； 

商业车险；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 

费用不含 

往返出发地的交通费用； 

导游及司机的服务费； 

个人费用（如餐费，电话费，收费电视等一切个人消费）； 

行程中的必付项目； 

行程中的自费项目； 

费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说明 

R5 必付费用$125 包含海红木、火山湖、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纳帕品酒（5 种）及燃油附加费 

必付服务费$12/人/天 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大人小孩同价 

俄勒冈花园$12 成人$12，长者（60+）$10，小孩（5-11）$6 



 

西雅图市区游$35 

时间约三小时，游览派克市场，口香糖墙，煤气公园，渔人码头，世界第一家

星巴克及星巴克原生态体验馆 

波特兰市中心接送 $10 酒店至波特兰市中心接送费用 

西雅图太空针+奇胡丽玻璃馆$52 成人$57，长者（65+）$47，小孩（5-12）$35 

波音工厂$25 成人$25，儿童(5-15 岁)$15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在收到海鸥假期的行程确认单之前，请不要预订机票，否则损失自付； 

*由於出发日期不同，行程的前后顺序会有调整，最终行程以海鸥假期的确认单为准；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景点会因季节性、交通状况，做出相应顺序调整。 

参团须知 

*客人参团时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者出发前 3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西雅图离团：5PM 之后在派克市场离团，实际以当天交通情况及导游确认为准； 

*请确认携带旅行证件，请在参团及酒店入住时出示海鸥假期行程确认单； 

*如遇特殊情况，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和酒店的权利； 

*酒店的入住时间都是 15:00 以后，房间皆为「非吸烟」房，在房间内吸烟会被罚款$250 以

上； 

*每个房间最多安排两张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请自行向酒店前台查询，加床费用自理； 

*服务费标准（必须支付）：每人每天 12 美元（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 

 

《退改条例》： 

*出发前 15-30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 20%团费； 

*出发前 8-14 天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 50%团费； 



 

*出发前 7 天内或旅行中因各种原因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全团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