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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報名：(02)8692-5588轉3517、3581、3543、2751    手機/LINE ID：0935-080-209

信箱：rebecca.lee@chinesenews.com    官網：http://utravel.udn.com/

海濱 湖邊 森林
深度慢遊山海美景
●住海濱、湖邊、森林，深度慢遊山海美景。
●住市區，高效率探索市區多元文化。
●全程少吃中餐，品嘗三大城市優質美食。
●優遊慢行，每趟行程都有適當規畫，不趕行程。
●全團只收20位團員。
●有台灣領隊及當地導遊兩人全程服務。

驚艷
行旅

紅木國家公園令人震撼的自然奇景─巨大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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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艷
行旅

奧勒岡州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入住Crater Lake Lodge

7000年前的火山爆發造就的火山湖，設立於1902年，

是全美第六個設立、奧勒岡州內唯一的國家公園。

約在7000多年前，馬札馬火山劇烈噴發導致山頂塌陷，

形成了一個巨大火山口，

長年累月積雪融水最終形成了如今這一片美麗無比的火山口湖。

因常年保持著像鏡面一樣的平靜，且湖水極深，所以看上去很藍，

簡直就像是一塊巨大的深藍色寶石，

為此生必訪的湛藍秘境、天堂美景!

來到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怎麼說也應該在Crater Lake湖濱的Crater Lake Lodge住上一晚，

得天獨厚的地裡位置，讓遊客宛如置身仙境，

是一間「一房難求」的旅館。

行程
亮點

一房難求的火山口湖國家公園內旅館「Crater Lake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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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州
紅木國家公園 入住Elk Meadow Cabins

世界唯一的海岸紅木國家公園，最高可達115公尺，

位於美國加州北部太平洋岸。

加州紅木是地球上最高的植物之一，

該國家公園保護了現存加州紅木林面積的45%，

並於198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其中，紅杉海岸(Redwood Coast)更被旅遊雜誌

《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選出

「2018年全美十大最佳旅遊地點」榜首，

本團將入住紅木國家公園內的小木屋Elk Meadow Cabins，

晨起，被芬多精喚醒；夜晚，擁星光入夢，

白天則可以看到成群的Elk在屋外溜達。

行程
亮點

團員們在陽台
上近距離欣賞
著成群的Elk。

紅木國家公園獲旅遊雜誌《孤獨星球》選出「2018年全美十大最
佳旅遊地點」榜首。

入住紅木國家公園內的「Elk Meadow 
Cabins」，隨時可看到成群的E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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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亮點

華盛頓州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雷尼爾山Mt Rainier海拔4392公尺，

是凱斯凱特山脈(Cascade Range)最高峰，

也是美國本土48州的第五高峰。

它的山頂終年積雪，有26條冰河。

1792年探險家溫哥華 (George Vancouver) 看到冰雪覆罩的Mt. Rainier，

以其好友Peter Rainier之名來命名，

印第安人則稱它為”Tahoma”(印第安語意謂神的住所)。

雷尼爾山不僅是華盛頓州的聖山，也是華盛頓州的地標。

華盛頓州的車牌、或是華盛頓大學的校園設計，都可見到它的蹤影。

1899年成立的雷尼爾山國家公園，是美國第五座國家公園，

占地953平方公里，壯麗的山峰、雪白的冰河冰原、

青綠的森林、草原上野花盛開，加上清澈的溪流、湖泊，

編織成美麗動人的圖畫。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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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海灣。

瑪特諾碼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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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海灣城市，宏偉的維多利亞建築，歷史悠久的有軌電車，

充滿活力的多元化社會，風景優美的海濱，高聳的紅色金門大橋，

被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

從米其林星級餐廳到生意火紅的街邊小吃，舊金山引領餐飲潮流；

這個城市擁有世界知名的交響樂、芭蕾舞、戲劇、歌劇，

更有豐富多采的體育及戶外活動，使得舊金山它被喻為全美最適宜的旅遊城市。

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是美國舊金山市的地標。

它跨越聯接舊金山灣和太平洋的金門海峽，南端連接舊金山的北端，

北端接馬林縣。金門大橋的橋墩跨距長1280.2米，

建成時曾是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懸索橋，長度2737.4米，

擁有高達227.4米世界第四高的橋塔，聳入雲霄，風光迷人。

San Francisco
加州╱舊金山灣區 

舊金山地標─金門大橋。



7

San Francisco
非去不可

●世界唯一的海岸紅木國家公園賞世界最高的紅木
●紅木國家公園中的休閒木屋環繞豐富的野外生態
●舊金山懸崖屋餐廳的無敵海景與美食

吃吃喝喝

●品嘗舊金山舉世聞名的藍瓶子（Blue bottle）咖啡
●門諾西諾最有名的酒莊Parducci品醇酒與佳餚
●千里達（Trinidad）漁港的Seascape享用當令海鮮，賞漁港動人景緻

舉世聞名的Blue Bottle。團員們於懸崖屋享用精緻美食。

舊金山灣區最火紅的懸崖屋餐廳。 來到懸崖屋必點紅酒燉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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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岡州最大城市波特蘭市，素有玫瑰之城美譽，

有獨特的氣候特色和大自然美景，加上注重環保與永續經營，

常在「最適合設計的城市」排名中名列前矛，亦在美國50大城市中，

在「最佳永續城市」排名中拔得頭籌。

這裡的居民非常以自己城市的風格為傲，

在這裡不騎單車、穿著不夠隨性、不關心環保，都是「異類」。

這裡也是全美少數沒有消費稅的州。

Portland
奧勒岡州╱波特蘭市 

波特蘭Tom McCall水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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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去不可

●入住奧勒岡州唯一的國家公園—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最美的哥倫比亞河流景觀公路
●美國最高的馬特諾瑪瀑布
●日本之外最美的日式花園
●波特蘭市最有名的公共空間Tom McCall水岸公園

吃吃喝喝

●River’s Edge河濱餐廳享用精緻新鮮美食
●31層Portland City Grill享用美食，觀賞波特蘭夜景
●Blue Star Dounuts波特蘭最火紅的有機甜甜圈店

River’s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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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是美國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城市，面積217平方公里，人口約為57萬。

最早由印地安人居住，並以酋長為名，市內許多角落都可以發現圖騰柱。

整個城市常年被青山綠水環繞，風景如畫，著名景點比比皆是，

各個鄰里社區自有其文化風格和歷史淵源，

建築設計、凝聚社區和藝術的公園、熱絡的市場及海鮮美食，

更有五花八門的博物館、美術館和知名學府，都是當地特色。

由於優良的海口位置，使它發展成為美國西北部商業、

文化與高科技中心及主要旅遊和貿易港口城市。

全球知名企業如:波音公司、星巴克、亞馬遜和微軟的總部均座落於此。

Seattle
華盛頓州╱西雅圖市 

西雅圖城市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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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去不可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華盛頓州最著名的葡萄酒區Woodinville品酒賞花
●星巴克創始店
●派克市場看漁市場拍賣，品當地美食
●太空針塔–電影「西雅圖夜未眠」最重要場景
●到Kerry Park欣賞西雅圖市與雷尼爾山交錯的壯麗景色

吃吃喝喝

●Pike Place Chowder最新鮮美味的蛤犡濃湯
●Bottega Italiana每天新鮮現做的義大利gelato冰淇淋
●星巴克體驗中心品咖啡

西雅圖太空針塔。

Novelty Hill Januik酒莊。

Starbucks體驗中心。

派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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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9/12 
●到達舊金山國際機場
●用完晚餐後回到機場旁的Hilton旅館休息

 晚餐﹕生猛龍蝦大餐

DAY2    9/13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舊金山漁人碼頭看海獅賞美景、渡輪大樓品藍瓶子咖啡，訪特色商店
 午餐﹕在灣區人最喜愛的懸崖屋餐廳賞美景啖美食

●用完餐前往費洛麗花園漫步，緊接著前往美國最美的大學─史丹佛大學
 晚餐﹕友和日式料理
 夜宿﹕Hilton San Francisco Airport Bayfront

DAY3    9/14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美國最美的大橋--金門大橋、參訪門多西諾最著名的酒莊Parducci品美酒。
 午餐﹕Avenue Cafe

●前往洪堡紅木公園(Humboldt Redwood State Park)的巨樹巷(Avenue of Giants)，

  是世界上最大片的原始濱海紅木森林
 晚餐﹕Samoa Cookhouse
 夜宿﹕Holiday Inn Express Eureka

DAY4    9/15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參觀Patricks Point州立公園，欣賞加州的海岸美景
●前往紅木國家公園，這裡的紅杉挺拔參天，高度逾100公尺，

  像是摩天大樓，身處其間，即使是職業籃球運動員，也會感覺到自己的渺小。
 午餐﹕在Seascape享用海鮮

●持續探訪紅木國家公園看參天古木，觀察豐富生態
 晚餐﹕Palm Cafe美式晚餐
 夜宿﹕Elk Meadow Cabins

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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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9/16
 早餐﹕Palm Cafe美式早餐

●繼續遊覽紅木國家公園
 午餐﹕在Rouge河旁的River’s Edge餐廳享受美景與佳餚。

●前往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晚餐﹕水晶湖國家公園內的Crater Lake Lodge

 夜宿﹕Crater Lake Lodge

DAY6    9/17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繼續探索Crater Lake
 午餐﹕Willamette酒莊

●日本之外最美的日式花園
●漫遊波特蘭的珍珠區，到世界最大的二手書店，訪各式各樣文青商店

 晚餐﹕Radisson Hotel享用精緻的美式或墨式晚餐
 夜宿﹕Radisson Hotel – Portland Airport

DAY 7    9/18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遊覽波特蘭最美的哥倫比亞河景觀公路
 午餐﹕Multnomah Falls Lodge Restaurant

●遊覽美國最高的馬特諾瑪瀑布
 晚餐﹕South Park Sea foods
 夜宿﹕Radisson Hotel – Portland Airport

DAY8    9/19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午餐﹕Paradise Inn

●下午繼續探索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晚餐﹕西雅圖最高級的中餐館─鼎泰豐
 夜宿﹕西雅圖機場旁的DoubleTree  Suites by Hilton Hotel Seattle Airport-Southcenter

DAY9    9/20
 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前往派克市場看飛魚秀，以及星巴克創始店︑星巴克咖啡體驗中心品咖啡
 午餐﹕Novllty Hill Januik Winery酒莊用餐

●上太空針塔賞西雅圖360度風景，

  到Kerry Park看西雅圖天際線與摩天大樓交錯的壯麗景色
 晚餐﹕西雅圖最佳廣式餐廳之一新星海鮮

●前往西雅圖國際機場搭機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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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編號
第1天 9月12日19：50 9月12日16：10 桃園-舊金山 長榮BR18
第10天 9月21日01：50 9月22日05：10 西雅圖-桃園 長榮BR25

加利福尼亞

奧勒岡州

華盛頓

舊金山

紅木國家公園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沙加緬度
Sacramento

雷尼爾山國家公園

航
班
資
訊  

地
圖

西雅圖
Seattle

波特蘭
Por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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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編號
第1天 9月12日19：50 9月12日16：10 桃園-舊金山 長榮BR18
第10天 9月21日01：50 9月22日05：10 西雅圖-桃園 長榮BR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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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費用：美金4650元
報名時請繳交1000美元訂金，餘額請於
2018年8月15日前繳清，以確保席位。

2.團費包括項目
●機票、燃料稅、機場稅、兵險費。
● 旅館費用:報價都是基於兩位團員同住一
間房，如果一人住一間房，需付差額費用
900美元。

● 活動期間的導覽費、食宿及遊覽行程中的
交通、門票等。

●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不含床頭及行李
小費）。

●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平安險500萬台
幣，及20萬意外險。

● 交通保險：所有巴士依加州政府規定投保
500萬美元的保險。

3.團費不包括項目
● 行李超重費。
●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餐
飲、醫療補助、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
額。

● 私人消費，如床頭小費、電話費、洗衣費
等。

● 提早或延期停留所發生的費用，如旅館、
機場接送等。

4.報名流程：
Step1→請來電由專人為您處理報名手續。
Step2→報名時請繳交1000美元訂金(支
票、信用卡刷卡、匯款)，回傳報名表、駕
照或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本團為 
08/15/2018)，以確保席位。 

5.取消規則
● 在出發日前31至40天內取消，每人取消
費用為團費的10%

● 在出發日前30天內取消，每人取消費用
為團費的20%

● 出發日未到達集合地點，將視為主動放
棄，團費不予退回。

報名
資訊

6.責任
● 本公司有權在任何時候依旅遊情況修改
行程，對於因為天災等不可抗拒力造成
的損失，恕不承擔任何責任及賠償。

● 因天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本
公司有權修改、延遲或取消行程，因而
產生的任何損失及費用，本公司恕不承
擔任何責任及賠償。

7.善意提醒
為確保旅途暢順，建議有高血壓、心臟
病、呼吸疾病，及其他不適合長途旅行的
人士，慎重考慮是否參加旅遊。如果因為
健康原因提前離團，所有團費恕不退回。

8.繳款帳號
收款人(Name Identification)：World 
Journal U Travel
帳號(Account no.)：223102036
地址：231 Adr ian Road Mi l lb rae , 
CA94030
電話：650-515-7219
受款銀行(Full Name of Bank)：Chase 
Bank
帳號(ABA Routing/Transit no.)：3222-
71627
帳號型態(Account type）: Checking
地址(Address of Bank)：10 South El 
Camino Real, Millbrae, CA 94030

世界日報有行旅公司(World Journal U 
Travel)
地址: 231 Adr ian Road Mi l lb rae , 
CA94030
電話: 650-515-7219
傳真: 650-648-0410 
聯絡人: Judy
Email: judy@wjutravel.com
網址: www.wjutrav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