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旧金山接机+火山口湖国家公园+雷尼尔山国家公园+西雅图+海

岸星光号列车+红木国家公园 8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899 团号 FR8

出发城市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目的地城市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途经地点

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 、雷尼

尔火山国家公园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西

雅图 Seattle -SEA、海岸

星光号列车 Amtrak Coast 

Starlight、红木国家公园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s

行程天数 8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出发班期

04/01/2022-12/31/2022：每周五出发 

06/14/2022-08/16/2022：周二、周五出发 

加开日期：12/24/2022 

两人成团。

 

产品特色

火环Ring of Fire ，也叫泛太平洋火山带。数百万年前，太平洋板块的移动以及和北美大陆板块的碰撞，一连串

的火山拔地而起，山势雄伟。温带雨林的气候和超过200英吋的年降雨量使得这里森林郁郁葱葱，欢迎来到太

平洋的大西北！这里景观独特，不同于美国任何其他地方，自然美景亘古未有！欣赏美国最美的原始大森林

，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最迷人的雪山和海岸线，以及冰川河流山谷瀑布组成的世外桃源！

 

 

 

独家！  Amtrak海岸星光号（Coast Starlight）观景火车行程，公认最壮观的火车线路！参天的森林，长年积雪

    



覆盖的山脉，秀美的河谷，壮阔的平原，这些美景都是高速公路上绝对看不到的！列车的观景车厢除了有全玻

璃外壳的绝佳视野，更有专人全程负责讲解！

 

 

 

独家！  风光旖旎纳帕谷，令人沉醉的同义词！开怀畅饮5种纳帕美酒：Reserve White Zinfandel, Pinot Grigio, 

Zinfandel, Moscato, Zinfandel Port!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旧金山国际机场（SFO）；

 

离团地点

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行程介绍

Day 1 家园  - 飞机 - 旧金山

全天  

您愉快的旅程将从您抵达著名的『世界浪漫文化之都』—旧金山开始。我们热情的接机专员会在旧金山国际机

场迎接您的到来，然后送您去下榻的酒店（入住时间是15:00）。

 

旧金山国际机场（SFO）接机须知：

*请在出发三天前提供航班信息。

*接机地点：请国内航班客人在Level 1 Courtyard 4等候，国际航班客人在International Terminal Bus Courtyard G

等候。

*接机时间：上午10:00至晚上22:00之间抵达的航班。

*付费接机：22:00-24:00需另付每程$80接机费（限5人以下）；其余时间请客人自行回酒店，费用自理。

 

晚上  

酒店：Wild Palms Hotel 或 同级

 

 

Day 2
旧金山  - 汽车 - 日晷桥  - 汽车 - 伯尼瀑布 或 莎斯塔水坝  - 汽车 - 克拉

马斯瀑布

    



全天  

早上从旧金山湾区出发，前往日晷桥，桥身为玻璃做成，雄伟的横跨在萨克拉门托河上，日晷桥是当之无愧的

一件艺术品。随后前往加州最美丽的瀑布-伯尼瀑布，这里绝对会让您有超乎想象的惊喜，连老罗斯福总统都

盛赞伯尼瀑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夜宿克拉马斯瀑布。

 

行程安排：

旧金山 → 日晷桥（40分钟）→ 伯尼瀑布 或 莎斯塔水坝（60分钟）→ 克拉马斯瀑布

 

温馨提示：

如行程中不能前往伯尼瀑布，我们将前往莎斯塔水坝。

 

全天  

日晷桥 Sundial Bridge

宏伟的日晷桥坐落在瑞丁的龟背湾探索公园，横跨萨克拉门托河，由著名西班牙建筑师 Santiago Calatrava 设计

，是一座具有实际功用的艺术作品。日晷桥跨度700英尺/ 213米，人行道铺着玻璃砖、白色桥塔高高耸立，悬

索既能支撑桥梁也是日晷。这种设计的目的是向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致敬，同时也是这个300英亩公园的主题

。

伯尼瀑布 Burney Falls

伯尼瀑布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沙斯塔县的麦克阿瑟•伯尼瀑布纪念州立公园内，由无数大小不一的瀑布组成

，水帘常年不断。在1984年的时候被列为国家自然地标。2021年3月，《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描述这里为

“北加州最壮观的瀑布”之一。

 

晚上  

酒店：Days Inn Klamath Falls 或 同级

 

 

Day 3 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 汽车 - 俄勒冈州伍德本折扣购物中心

晚上  

今天我们将前往火山口湖国家公园，火山湖由7000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留下火山口，积雪雨水汇入所

形成。随后前往耗资二千万美金建成的伍德本折扣购物中心。

 

行程安排：

火山口湖国家公园（120分钟）→ 伍德本折扣购物中心（180分钟）

 

全天  

    



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

全美第五个古老的国家公园，也是世界最大的火山口湖琦丽湖，7700年前，马札马火山大爆发，在原本峰顶

的地方留下一个盆地。几千年的雨雪将盆地填充，形成了湖。每年这里的降雪量超过十米，琦丽湖纯净的深蓝

色是其它湖泊所无法相比的。它是美国最深的湖，深处近600米。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同时结合了这么深

，这么纯净，这么蓝的湖泊，纯粹得如仙子般不染尘埃。

俄勒冈州伍德本折扣购物中心 Woodburn Premium Outlets

这里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拥有超过110家店，包括Coach， J.Crew, Nike工厂、Tommy Hilfiger等

。每年有超过四百万游客慕名而来，一享俄勒冈州免税购物乐趣。

 

晚上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Parkway Inn 或 同级

 

 

Day 4 哥伦比亚河谷  - 汽车 -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 汽车 - 西雅图

全天  

今天我们将前往哥伦比亚河谷，结合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壮阔，和中国山水的人杰地灵，河谷的风情万种，让人

沉醉。随后前往马特诺玛瀑布，是美国第二高的瀑布，落差高达620英呎。之后前往雷尼尔山国家公园，西雅

图的浪漫美丽总有几分要拜雷尼尔山所赐，她宛如一座仙山漂浮于云雾之中。结束参观后前往西雅图。

 

行程安排：

哥伦比亚河谷（45分钟）→ 马特诺玛瀑布（40分钟）→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120分钟）→ 西雅图

 

全天  

哥伦比亚河谷 Columbia River Gorge

位于落基山脉的美国第四大河流哥伦比亚河在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交界处形成了一条蜿蜒1000多公里的河谷

，河谷风景壮丽辽阔，气势雄伟，美不胜收。如果到了好天气，河面上波光粼粼，甚是好看。 河谷区最有名

的是它的几条瀑布，Multnomah瀑布是美国第二长的瀑布，分上下两段，上段落差165米，下段21米，下段瀑

布由于宽度较大，更具有可观性，气魄不凡。这里也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人们喜欢在这里进行激流皮艇运动

，感受一番刺激。

马特诺玛瀑布 Multnomah Falls

马特诺玛瀑布，高189米，是俄勒冈州最高的瀑布，全美第二高的瀑布。是电影《暮光之城》的外景地。冬季

到春季是最佳观赏时间，到了雨季，水量充沛，更加壮观。

    



雷尼尔火山国家公园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

在西雅图晴朗的日子里，可以看到一座白雪皑皑的山仿佛漂浮在天际。这就是华盛顿州著名的雷尼尔火山。雷

尼尔火山高14410尺，是美国本土48州中最高的火山，也是美国排名第五的高峰。山顶终年积雪，冰河向四方

放射而出，造就了拥有壮观的瀑布，广浩的湖泊和苍翠欲滴的长青森林的雷尼尔国家公园。每年夏天，山顶上

的积雪开始融化，高山上的野花齐开争艳，在风中摇曳，呈现出百分百的自然之美。

 

晚上  

酒店：Courtyard Seattle Federal Way 或 同级

 

 

Day 5 西雅图市区一日游

全天  

今天我们将游览浪漫之都西雅图！魅力建筑、古老街区、雪山雨林、海峡湖泊，咖啡飘香，文化底蕴，艺术氛

围一起勾勒出这座著名的海港城市！西雅图是美国华盛顿州的首府，也是西海岸美加边境最富有活力的城市

，全美公认的宜居城市之一。在很多人印象里，它也许是经典电影《西雅图夜未眠》，也许是科技感十足的地

标建筑太空针塔，也许是星巴克发源地浓浓的咖啡香气。

 

行程安排：

哥伦比亚观景台（自费，30分钟）→ 波音飞行博物馆（自费，90分钟）→ 西雅图深度游（自费，3小时）→ 

亚马逊总部生态球（30分钟）→ 太空针塔（外观）→ 奇胡利玻璃艺术花园（自费，60分钟）→ 先锋广场

（20分钟）

 

 

全天  

哥伦比亚观景台 Sky View Observatory at Columbia Center

乘坐电梯上到观光层，整个西雅图市区美景360度全景尽收眼底：摩天轮、普吉特海湾、太空针塔、微软园区

、雷尼尔雪山等等。还可以体验世界最先进的360度全屏的观光塔电梯体验：四周全萤幕，上观光塔讲述雷尼

尔雪山，下观光塔讲述西雅图这座城市的建立过程，让你惊喜满满。

波音飞行博物馆 The Museum of Flight

位于西雅图塔科玛机场附近，在西雅图市中心的南边，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非盈利的航空航天博物馆。馆内

除了收藏的珍贵飞机，还有各种飞机设计图和零件工具。通过参观各类飞机，领略尖端技术并感叹工程美学。

了解飞机从诞生发展至今的历史，飞行迷绝对不容错过！

西雅图深度游 Seattle In-depth Tour

    



著名的帕克市场、渔人码头、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和原生态体验馆、“耐人寻味”的口香糖墙、煤气公园观赏市中

心夜景…精彩将会接踵而来！

亚马逊总部网红热带雨林大球 The Spheres

为了体现亚马逊公司热带雨林氛围，给员工创造更舒适的工作环境，亚马逊在西雅图市中心的总部建了三颗彼

此相连的玻璃球型温室。这三个依偎在一起的大玻璃球，一建成就成了西雅图的重磅打卡地标。

奇胡利玻璃艺术花园 Chihuly Glass Garden

美国著名玻璃艺术家奇胡利因其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而闻名世界。而这座展馆正是以奇胡利作品为主的玻璃艺术

展馆，绝对会让你叹为观止。该玻璃艺术馆展出分室内与室外，是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建议傍晚的时候去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展品是露天展示，这时候光就会起到很神奇的效果。

西雅图先锋广场 Pioneer Square

先锋广场作为西雅图的发源地，是西雅图最古老的街区。1851年至今，依然保留了因19世纪淘金热而繁荣的

街景，红砖复古的建筑、铸满花纹的铁柱和42层高的史密斯塔，无不诉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如今也是艺术爱

好者的天堂。

 

晚上  

酒店：Courtyard Seattle Federal Way 或 同级

 

 

Day 6 海岸星光号观景列车  - 汽车 - 波特兰

全天  

今天我们精心为您安排了公认最壮观的列车线路，美铁公司Amtrak的海岸星光号！列车座位非常宽大舒适，参

天的森林，长年积雪覆盖的山脉，秀美的河谷，壮阔的平原，这些美景都是高速公路上绝对看不到的！抵达波

特兰后，将换乘大巴。随后我们将前往俄勒冈州的首府塞勒姆参观俄勒冈州议会大厦。

 

行程安排：

西雅图 → 海岸星光号观景列车（4小时）→ 波特兰 → 俄勒冈州议会大厦（30分钟）

 

全天  

海岸星光号列车 Amtrak Coast Starlight

今天我们精心为您安排了公认最壮观的列车线路，美铁公司Amtrak的海岸星光号！观景火车正在美国掀起热潮

，这也是细细品味美国的最好方式。列车座位非常宽大舒适，参天的森林，秀美的河谷，壮阔的平原，冬季更

可欣赏到长年积雪覆盖的山脉，这些美景都是高速公路上绝对看不到的！

    



俄勒冈州议会大厦 Oregon State Capitol

俄勒冈州议会大厦于1988年6月29日被列入国家历史遗迹登记册。这座建筑的中心部分造价250万美元，其中

包括一个166英尺（51米）的圆顶，大部分内部和外部由大理石制成。国会大厦外的场地包括艺术品、喷泉和

植物，包括州树（道格拉斯冷杉）和州花（俄勒冈州葡萄）。

 

晚上  

酒店：Sleep Inn Roseburg 或 同级

 

 

Day 7 101公路神奇海岸线  - 汽车 - 神木步道  - 汽车 - 穿树洞公园  - 汽车 - 温莎

全天  

沿着101公路北上，欣赏美国最迷人的海岸线。随后抵达红木国家公园，公园拥有37英里的原始海岸线，澎湃

的浪花，嶙峋的礁石，茂密的海红木森林，无不让人心旷神怡。

 

行程安排：

101公路神奇海岸线 → 神木步道（45分钟）→ 穿树洞公园（30分钟）→ 温莎

 

全天  

神木步道Founders Grove

漫步在森林步道中，沿途是树龄约千年的红木。参天的海红木森林充满灵气，让您不由感叹造物的神奇！神木

步道健行，深吸大自然的味道！

穿树洞公园 Drive-Thru Tree Park

哪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标志性建筑有2400年的历史，每年夏天都有汽车穿过它？那你一定能想到是红木国家公

园内的穿树洞公园。80多年来，公路旅行者一直在拍摄他们的汽车穿过6英尺宽、7英尺高的隧道的照片。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Windsor Sonoma Wine Country 或 同级

 

 

Day 8 纳帕酒庄  - 汽车 - 旧金山

全天  

早上驱车前往世界闻名的葡萄酒产地—纳帕谷，享受开怀畅饮纳帕美酒的独家行程。随后返回旧金山。

 

    



行程安排：

纳帕酒庄品酒（60分钟）→ 旧金山

 

全天  

纳帕谷 Napa Valley

纳帕谷，是美国著名的酒谷、著名的加州葡萄酒产地，以生产葡萄酒而闻名。纳帕谷拥有迷人的阳光，清凉的

海风，优质的美酒，时不时飘散出来的阵阵迷人的酒香，令人着迷。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专业旅游用车； 

2. 专业司导服务； 

3. 行程所含酒店住宿；

 

4. 酒店内早餐。

 

费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

 

2. 往返出发地的交通费用； 

3. 服务费：每人每天$12，按预订行程的天数计算，大人小孩同价； 

4. 个人费用（如餐费，电话费，收费电视等一切个人消费）； 

5. 行程中的必付项目和自费项目； 

6. 费用包含中未列出的其他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包含海红木、火山湖、雷尼

尔山国家公园，纳帕品酒

（5种），海岸星光号车票、

R7必付费用 R7 Mandatory Fee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每人：$180.00；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燃油费

哥伦比亚中心观景台 Sky View 

Observatory at Colombia Cente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28.35；

老人（65+岁

）：$25.20；

儿童（5-13岁

）：$22.05；

波音飞行博物馆 

The Museum of Flight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18-64岁

）：$25.00；

老人（65+岁） 

：$21.00；

儿童（5-17岁

）：$17.00；

奇胡利玻璃艺术花园 Chihuly Glass 

Garden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34.00；

老人(65+岁

)：$29.00；

儿童 (5-12岁

)：$20.00；

西雅图深度游（3小时） Seattle In-

depth Tour (3 hours)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5/1前出发的团

：每人$35.00；

5/1后出发的团

：每人$4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