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 6 天豪華購物觀光遊 (西雅圖接機)
出發日期：週六、日

團號：APSR6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565/人

$0

$430

$745

行程特色:
1. 輕鬆愜意，享受悠閒的旅行時光
2. 最短的時間，穿越北美第一火山(冬季會因氣候改變行程)
3. 傳統派克市場：阿拉斯加大螃蟹 & 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
4. 免稅工廠店盡情購物
5. 哥倫比亞河谷，美國第二高瀑布
6.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深火山湖 - 琦麗湖
7. 探索“城市先鋒”皮托克夫婦的神秘豪宅
暢遊: 波音工廠，派克市場，太空針塔，音樂及科幻體驗館，先鋒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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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接機)
週六、週日

送機備註
週六、日出發的團
西雅圖機場（SEA）19:00 以後航班

結束日期
週四、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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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家園 -- 西雅圖接機
我們的免費接機時間是早上 9 點到晚上 10 點，客人抵達機場後，請在航站樓 1 號行李提取處等
候我們的導遊，之後將前往酒店休息。客人可以選擇自己安排第一天剩餘的時間，也可以參加我
們的早遊和夜遊， 4 人以上成團。
早遊（12:00PM 以前的航班）微軟總部 -- 華盛頓大學

微軟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跨國科技公司，是世界 PC 機軟體發展的先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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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遊（6:00PM 之前的航班）西雅圖漁人碼頭 -- 凱利公園
前往西雅圖漁人碼頭，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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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龍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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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太空
針塔的前景和 雷尼爾火山的背景，一般都是從這裡照出來的。
針對早、夜遊座位操作：
1. 如果客人在參團前預先支付早、夜遊費用，我們可以為客人確認位子。
2. 如果客人有意參加早、夜遊但不想提前支付費用，我們將根據當天車輛空位來安排，座位有限，售完即
止。
3. 早、夜遊行程4人成團，如遇當天不足4人無法開團，我們會退回早、夜遊全款給已付款的客人。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二天：華盛頓州首都奧林匹亞市 -- 波特蘭
前往華盛頓州首府城市奧林匹亞，參觀莊嚴氣派的州會議大樓（外觀，30 分鐘），大厦坐落在一
座小山上，俯瞰着议会湖，气势不凡。隨後前往波特蘭城東，位於落基山脈的哥倫比亞河谷
(Columbia River Gorge)風景區，而美國第四大河流哥倫比亞河同時也是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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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分鐘）(Multnomah Falls)
上下落差 189 米，是俄勒岡州最高的瀑布，清澈而安靜，隱林朦朧霧氣中的飛泉，好似置身在迷
離幻境之中。
然後前往北美西北地方最大的三文魚洄游魚梯（自費，40 分鐘），這是為了讓三文魚從海水裡洄
游到建了水壩的淡水湖產卵，每到洄游季節，三文魚們要一路跳過 21 節天梯，才能越過水壩的
高度，進入淡水湖。我們來到地下的觀賞廳，隔著玻璃看到水道裡遊進遊出的魚兒，零距離觀賞
野生三文魚洄游。
波特蘭玫瑰園（40 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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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將體驗國際玫瑰之都的魅力。隨後前往皮托克山莊（自費，45 分鐘）是一棟世紀

古宅，這就是波特蘭當地的一對名門望族皮托克夫婦的家，該夫婦為波特蘭城市開發立下不少汗
馬功勞，從波特蘭西北岸一個小城市變成如今車水馬龍的大城市，一直被稱為波特蘭的先鋒。豪
宅分為 3 層，這棟古宅中有 22 個大小不等的房間，除了十多間的臥室以外，還有儲藏室，冷藏
室，縫紉室，育嬰房，音樂室，傭人房，吸煙室，讀書室等等，實在歎為觀止。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第三天：火山口湖國家公園（夏季）/波特蘭市區深度遊（冬季）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夏季：4 月中旬 - 10 月初）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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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付景點，
120 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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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得如仙子般不染尘埃。
波特蘭市區深度遊（冬季：10 月初 - 次年 4 月中旬）
早餐後前往先鋒廣場，广场因对面的先锋法院得名，佔地約 3 千平方米。地上的红砖刻著曾经捐
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而广场附近还有许多高档购物中心集餐飲，娛樂，購物一體。之
後我們還將前往波特蘭的櫻花聖地國家紀念廣場，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壯觀的波特蘭鋼鐵大橋，
之後前往濱河公園漫步河邊，除了可以看到波特蘭經典歡迎牌坊還能欣賞另一座雄偉的霍桑大橋。
而玫瑰園球館（外觀）西北區是唯一的籃球隊 NBA 開拓者的主場球館，排名聯盟第 6 大球館，
除了籃球比賽隨才多次舉辦過音樂會，博覽會等。石窟露天大教堂（The Grot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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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返回酒店入住。
酒店: 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第四天：波特蘭奧特萊斯 - 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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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五天：西雅圖市區遊

西雅圖是美國華盛頓州的一座港口城市，位於華盛頓州金縣，普吉特海灣和華盛頓湖之間，是該
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波音工廠，帶您走進全世界最大的飛機製造
商，波音工廠全面瞭解人類的航空歷史之外還可以參觀世界僅存 4 架波音夢幻巨無霸
(Dreamlifter) 其中之一，進入工廠內部深度參觀所有 7 系飛機組裝過程，三天打造一架奇跡，前
所未有的親身體驗。派克市場，如今已發展成一個重要的旅遊勝地，每年舉辦 200 場商業活動，
展出 190 種手工藝 ，設立 120 個農產品攤位和形形色色街頭表演藝人，最主要可以吃遍西雅圖
特產美食，特別是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位於此處。太空針塔是西雅圖的地標性建築之一。
乘坐電梯上到觀光層，這裡有免費的望遠鏡可以供遊客眺望遠處的景物。整個西雅圖市區美景、
普吉特海灣、瑞尼爾雪山盡收眼底。最值得一提的是可以體驗世界最先進的全息影像技術，讓你
驚喜滿滿。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內囊括了大量 Chihuly 的玻璃藝術品，展出分室內與室外這裡的
玻璃藝術展品一個個婀娜多姿，形態各異，色彩斑斕，時而嬌豔，時而粗曠，好像一個個生命在
像人們展示著他們的活力，是無與倫比的視覺盛宴。音樂及科幻體驗館，位於太空針腳下，其最
初的想法來自於微軟的共同創始人 Paul Allen，場館由先鋒派建築師 Frank Gehry 所設計建造。
明亮的色彩加之由 3000 枚不銹鋼片和鋁片組成的外表展現了音樂的力度與流動之美。以及帶您
走進一個科幻的世界親身體驗種種有趣的科幻遊戲，還可以非常幸運參觀美國最大體育聯賽 NFL
超級碗總冠軍杯。先鋒廣場，是美國規模最大的歷史建築保留區之一，西雅圖的起源地。每一棟建築
都訴說著當年西雅圖開拓先民的故事，標誌性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物帶您夢回 100 年以前那最熱鬧的商
業中心。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六天：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在西雅圖晴朗的日子裡，可以看到一座白雪皚皚的山彷佛漂浮在天際，這就是華盛頓州著名的雷
尼爾火山(Mt. Rai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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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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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結束後，我們只送往 SEA 機場，請訂 19:00 後航班

提醒：所列行程參訪先後順序會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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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為山上旅遊景點，故，在該行程中的（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35/人） 為
“必付項目”。
4.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5. 波音工廠要求參觀波音工廠內部，兒童身高需滿 4 英尺（122 釐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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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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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

老人 Senior

兒童 Children

Adult

(65+)

(3-12)

早遊 Morning tour

$35.00

$35.00

$25.00

夜遊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50.00

$50.00

$30.00

太空針塔 Space Needle

$30.00

$23.00

$20.00

波音工廠 Future Of Flight

$25.00

$23.00

$15.00 (5-15)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接機 Airport pick up

早遊+夜遊 Morning Tour + Night Tour Special
Package
西雅圖 Seattle

$19.00(5-17)
音樂及科幻體驗館 MoPOP

$28.00

$25.00

Free(4 and
under)

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 Chihuly Glass Garden

$30.00

$23.00

$20.00

雷尼爾火山 Mt. Rainier (必付項目)

$35.00

$35.00

$25.00

西雅圖海鮮自助晚餐 Seafood buffet Dinner

$28.00

$28.00

$14.00

波特蘭 Portland

三文魚魚梯 Bradfrod Island Visitor Center
皮托克山莊
Pittock Mansion

$10.00

$10.00

$10.00

$11.00

$10.00

$8.00

$35.00

$35.00

$25.00

火山湖國家公園（必付景點, 夏季行程）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 （Required, Summer
Only）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