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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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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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豔行旅

海濱  湖邊  森林

深度慢遊山海美景

主辦單位

報名：(02)8692-5588轉3517、3581、3543、2751

手機：0937-982-238、0935-080-209(可加Line)

信箱：rebecca.lee@chinesenews.com

官網：http://utravel.udn.com/

巨型郵輪離開金門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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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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州╱西雅圖市

華聖頓大學Suzzallo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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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吃
喝
喝

非
去
不
可

●有哈利波特圖書館美稱的華聖

頓大學Suzzallo圖書館。

●華盛頓州最著名的葡萄酒區

Woodinville品酒賞花。

●Startbuc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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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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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bucks咖啡博物館品咖啡

體驗中心。

太空針塔。 派克市場。

Startbucks體驗中心。

Novelty Hill Januik酒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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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岡州與它的最大城市波特蘭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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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勒岡州╱波特蘭市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風景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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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吃
喝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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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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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amette酒莊。馬特諾瑪瀑布

馬特諾瑪瀑布。 日式花園。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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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觀光勝地舊金山及舉世聞名的金門

大橋、漁人碼頭、渡輪大樓，除了欣賞廣

袤的太平洋壯麗景觀外，5月是欣賞野花

的季節，滿山遍野的野花，在藍天白雲及

蔚藍海洋的襯托下，美不勝收。

紅木國家公園被列為美國21個世界文化遺

產的其中之一，世界上所剩不多的古老紅

木，有近二分之一都生長在此。紅木是世

界上長得最高的樹木，最高的達115.5公

尺，這樣的特色，使它在視覺上蔚為奇

觀。

加州╱舊金山灣區

舊金山懸崖屋餐廳緊臨太平洋﹐風景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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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吃
喝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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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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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公司飛碟總部旁的遊客中心。

全美國最美的大學史丹福大學。紅木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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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到達舊金山國際機場。

●用完晚餐後回機場旁的Hilton集團下

的Double Tree旅館休息。

食晚餐:生猛龍蝦大餐。

食早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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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中心購買別處買不到的Apple紀念

商品。

食午餐:在灣區人最喜愛的懸崖屋餐廳賞

美景啖美食

●下午第一站訪蘋果飛碟總部的遊客中

心，第二站是美國最美的大學史丹福。 

食晚餐:友和日式料理

DAY2

舊金山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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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早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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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午餐:在Cecils New Orleans Bistro享用

精緻美式午餐。 

●到洪堡紅木公園(Humboldt Redwood State 

Park）的巨樹巷（Avenue of Giants ）；這

是 世界上最大片的原始濱海紅木森林。

食晚餐:享用中式晚餐

宿夜宿:Eureka的Holliday Inn Express旅館

或同等級旅館。

DAY3

Parducci酒莊。

紅木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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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食早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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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職業籃球運

動員，也會感覺到自己的渺小，這裡的紅

杉挺拔參天，高度逾100公尺，像是摩天

大樓。 

食午餐:在Seascape 海鮮午餐。 

●持續探訪紅木國家公園看參天古木，觀

察豐富生態。

●夜宿紅木國家公園內的小木屋E l k 

Meadow Cabin。這裡常可以看到成群的

Elk。 

食晚餐:Palm Caf美式晚餐

Elk Meadow Cabins。Elk Meadow Cabins。

Elk Meadow Cab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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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早餐:Palm Caf美式早餐 

● 繼續遊覽紅木國家公園。 

食午餐:在Rouge河旁的River's Edge餐廳

享受美景與佳餚。 

●往火山口湖國家公園，探訪7000年前的

火山爆發造就的火山湖，它常年保持著像

鏡面一樣的平靜，由於湖水極深，所以看

上去很藍，簡直就像是一塊巨大的深藍色

寶石。 

食晚餐:在水晶湖國家公園內的Crater 

Lake Lodge 晚餐。 

●夜宿水晶湖國家公園內的Crater Lake 

Lodge。來到Crater Lake，怎麼說也應該

在Crater Lake湖濱住上一晚，這是非常

難訂到房間的旅館，

宿夜宿:Crater Lake Lodge

DAY5
River's Edge。Elk Meadow Cabins。

波特蘭Tom McCall水岸公園。

馬特諾瑪瀑布遊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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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 前往波特蘭，車程三小時。 

食午餐:享用思念的中式午餐。 

●日本之外最美的日式花園。

●漫遊波特蘭的珍珠區，至世界最大的二

手書店，訪各式各樣文青商店。

食晚餐:Radisson Hotel享用精緻的美式

或墨式晚餐。 

宿夜宿:Radisson Hotel-Portland 

Airport或同等級旅館。

波特蘭市區。

日本花園。

Blue Star Don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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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遊覽波特蘭最美的哥倫比亞河景觀公

路。 

食午餐:在漂亮的Multnomah Falls Lodge 

Restaurant午餐。 

●遊覽美國最高的馬特諾瑪瀑布。 

食晚餐:在市區最高的City Grill賞夜景

品美食。 

宿夜宿:Radisson Hotel-Portland 

Airport或同等級旅館。

City Grill。

哥倫比亞河觀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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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前往派克市場看飛魚秀，到星巴克咖啡

體驗中心品咖啡。 

食午餐:派克市場旁的Goldfish享用精緻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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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晚餐:在西雅圖最佳廣式餐廳之一新星

海鮮用餐。

宿夜宿:西雅圖機場旁的DoubleTree 

Suites by Hilton Hotel Seattle 

Airport-Southcenter

Starbucks創始店。 派克市場。

星巴克咖啡體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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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早餐:旅館自助早餐。 

●到華聖頓州最有名的酒鄉Woodinville

品酒賞花。

食午餐:Novllty Hill Januik酒莊用餐 

●參觀西雅圖最美的華盛頓大學及有哈利

波特圖書館之稱的Suzzallo圖書館。 

食晚餐:在西雅圖最高級的中餐館--鼎泰

豐用餐。 

DAY9
●前往西雅圖國際機場搭機回台或解散。

●淩晨起飛返回。

●清晨約6點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DAY10

從Kerry Park看西雅圖。

華聖頓大學。 Novelty HillJanuik酒莊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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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是美麗的港口。

西雅圖市區。 太空針塔。



西雅圖

火山口國家公園

舊金山

紅木國家公園

波特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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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資訊

聯合報貴賓獨享，

寰宇商務中心禮遇

通關，海關及航空

公司地勤為您一對

一服務，快速通關

極致尊榮體驗。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機場 航班編號

第1天 9月12日/19：50 9月12日/16：10 台北-舊金山 長榮BR18

第10天 9月21日/01：50 9月21日/05：10+1 西雅圖-台北 長榮BR25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機場 航班編號

第1天 5月20日/19：20 5月20日/16：10 台北-舊金山 長榮BR18

第10天 5月29日/01：50 5月29日/05：10+1 西雅圖-台北 長榮BR25



18

↓DoubleTree↓Holiday Inn Express

↑Radissian

住宿



19

↓Embassy Suites ↓Elk Meadow Cabin 

↑Crater Lake Lodge

住宿



線上報名：utravel.udn.com

1.費用：台幣175,000元

報名時請繳交30,000元訂金，餘額請於

2018年4月20日前繳清，以確保席位。

2.費用包括
●機票、燃料稅、機場稅、兵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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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費用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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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報名流程

Step1→�線上報名，或來電由專人為您處

理報名手續。

Step2→�繳交3 0 , 0 0 0元訂金，回傳繳款

單、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

Step4→�辦理出國手續及申請「美國旅遊

登記ESTA」（護照請自行辦理）

Step5→�參加行前說明會。

Step6→�機場集合、出發。

5.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一段369號2樓(近台鐵汐科站)

電話：(02)8692-5588

           轉3517、3581、3543、2751

手機：0935-080209(可加Line)

傳真：(02)8643-3968

信箱：rebecca.lee@chinesenews.com

報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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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程不進購

物站，不在車上

販售物品，不收

小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