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蘭三天精華遊

出發日期：逢週一（全年出發）
價格目錄： 買二送一

團號

兩人一房

SF3

$255

1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Free

$150

單人房

$325

華盛頓州首都奧林匹亞市 - 波特蘭
Olympia,WA - Portland

前往華盛頓首都城市奧林匹亞，參觀莊嚴氣派的州會議大樓“小白宮”。然後前往波特
蘭城東40公里的哥倫比亞河谷風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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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里的河谷，河谷風景壯麗遼闊，
氣勢雄偉，美不勝收，著名的馬特諾瑪瀑布上下落差189米。隨後波特蘭市區游。波
特蘭玫瑰園是國際玫瑰花栽培的試驗區，遊客將體驗國際玫瑰之都的魅力。隨後前往
石窟露天大教堂，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一所教堂，而是由62英畝綠地環繞的天主教
宗教場所，是一處以自然美景為元素的主題公園，它更像是一處靜謐美好的植物園，
建立於1923年。露天大教堂展現出了一種宗教元素和自然美和諧融合的別樣氣質，幾
千棵大樹懷抱，百花爭艷，美不勝收。園中有一條名為〸字架之路的林蔭小道，路邊
用多座銅像敘述了耶穌從受難至完滿的故事。園林中的石窟則供奉著聖母和耶穌的聖
像。
Travel to Olympia, the capital of Washington State, before heading to see the
magniﬁcent Columbia River Gorge and famous Multnomah Falls. Later, visit the
international Rose Test Garden and the Grotto in Portland.
酒店: 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2

佛羅倫斯沙灘 - 海獅洞(夏季)
俄勒冈花园 - 波特蘭奥特莱斯(冬季)

Florence Sand Dunes - Sea Lion Caves(Summer）
Oregon Garden - Portland Outlet(Winter）
(夏季行程4/1~10/31)早餐後，沿西岸前進，沿途可觀賞太平洋海岸風景線，佛羅倫斯
海岸稱為北美洲撒哈拉沙漠。沿岸40多英里的沙漠區高低起伏，團友可乘坐特製沙灘
車飛馳與沙丘之上，如置身於沙特阿拉伯的沙漠海洋之中精采絶倫，隨後參觀經2500
萬年由海浪侵蝕而成的海獅洞，觀賞瞭解海獅和它們的自然習性。
(冬季行程11/1~3/31)早餐後前往俄勒岡花園位於俄勒岡州波特蘭都會區錫爾弗頓，是
一個80英畝的植物園和旅遊景點。花園設有多種奇花異草，漫步俄勒岡花園猶如漫步
在童話世界般的場景，堪稱當代“空中花園”。波特蘭Woodburn奧特萊斯購物，俄勒
岡州最大奧特萊斯，超過一百家名牌商店隨便挑選，值得一提的是該州為免稅州，所
有消費均不收消費稅,，回國送禮絶佳去處。
(Summer schedule: 4/1~10/31) Drive along the west coastline to see the Florence
Dunes. Experience an exciting sand buggy ride. Later we will visit Sea lion Caves.
(Winter schedule: 11/1~3/31) We’ll visit the fantastic botanic garden – Oregon Garden, and Woodburn Outlet – the largest outlets in this tax–free state.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或同級

3

波特蘭奧特萊斯 - 西雅圖(夏季)
波特蘭 - 海神巨石 - 哥倫比亞石柱-西雅圖(冬季)

Woodburn Outlets Shopping - Seattle(Summer)
Portland -Neptune State Park - Astoria Column – Seattle(Winter)

(夏季行程4/1~10/31)波特蘭Woodburn 奧特萊斯購物，位於俄勒岡州最大奧特萊斯，
超過一百家名牌商店隨便挑選，值得一提的是該州為免稅州，所有消費均不收消費稅
回國送禮絶佳去處。
(冬季行程11/1~3/31)今天我們將返回西雅圖，途經俄勒岡最大的火山巖，海神巨石，
屹立在大海之中，前往美國最著名哥倫比亞河入海口阿斯托利亞小鎮，站在哥倫比亞
石柱，太平洋盡收眼底，感受雄偉壯觀的哥倫比亞河入海口，見證美國的歷史渠道，
隨後返回西雅圖。
(Summer schedule: 4/1~10/31) Woodburn is the largest outlets in Oregon which is
free of sales tax! Enjoy shopping! Enjoy saving!
(Winter schedule: 11/1~3/31) Visit Neptune State Park and famous Astoria Column
before heading back to Seattle.

西雅圖三天精華遊

出發日期：逢週五（全年出發）
價格目錄： 買二送一

團號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SR3

$255

Free

第四人同房

$150

單人房

$325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1

Olympic National Park

2

Snoqualmie Falls – Leavenworth German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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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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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幾個地點可以開車進入，颶風崖：登上海拔2000米高空，俯視
原始大森林，漫步天際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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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湖：碧水藍天充滿神秘色彩。傍晚，我
們將乘坐渡輪從班布里吉回到西雅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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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 to Olympic National Park with visiting of Hurricane Ridge，Lake Crescent and many other great wonders of the natural beauty.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司諾蕾米瀑布 - 西雅圖德國村

在前往德國村之前途經司諾蕾米瀑布，為西雅圖東區最美風景線。然後前往德
國村，距離西雅圖東北部約二個半小時車程，是處洋溢著德國巴伐利亞風情的
山間城鎮，也是西雅圖近郊最受歡迎的觀光小鎮，無論是慶祝活動最多的夏
天、楓紅點點的秋天，還是掛滿耶誕燈飾的銀白冬天，這裡的氣氛隨時都充滿
著歡樂，深受遊客的喜愛。遊客來到德國村，可以逛逛村裡共九〸多家商店，
商店裡除了販賣獨具代表性的德國工藝品，像是咕咕鐘、胡桃鉗娃娃，還有各
式來自歐洲的精美工藝品，讓人眼花撩亂。德國村裡還有多家餐廳提供純正的
德式料理，像是名聞遐邇的德國豬腳大餐、德國香腸配黑啤酒等，都是遊客來
到德國村必吃的美食。若是也想跟村民一樣嘗試不同的裝扮，村裡也有變裝寫
真棚，讓遊客挑戰德國傳統服飾，或是扮起開拓時代的牛仔或是風情萬種的酒
吧舞女。
Visit Snoqualmie Falls before going to the Leavenworth German Town. Enjoy
the lovely and sweet atmosphere of this popular small town.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3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 西雅圖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 - 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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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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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絲汀瀑布，那拉達瀑布，冰川遠眺，天堂遊客中
心，倒影湖，瑪莎瀑布，天堂草甸子……停車景點為2到3個(根據實際情況安排)
，夏天可帶領您穿越雷尼爾火山山脈。
Go to Mt Rainier to see the tallest volcano of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by
visiting of Christine Falls, Narada Falls, and Paradise Road…

團號

出發日期

上/下車信息

結束日期

SF3

週一

7:45AM 西雅圖唐人街牌坊：
502 S King St, Seattle, WA 98104

週三

SR3

週五

8:15AM 倫敦市紅獅酒店
1 S Grady Way, Renton, WA 98057

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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