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fengniaotravel.com
旧金山+纳帕+海红木+火山湖+西雅图+雷尼尔+海岸星光号+萨克拉门托七日（R7）
1 月-3 月，10 月-12 月：每隔周六出发
4 月- 9 月：每周六出发

出发团期

6/15/2018 - 8/11/2018：加开每周五出发
出发地：旧金山
离团地：旧金山（送机）

类型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同房第 4 人

单人房加收

价格

$688.00

$0.00

$528.00

$300.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7 天 6 晚 目的地：美国-San Francisco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畅游三大气质名城-浪漫西雅图、玫瑰之都波特兰、优雅萨克拉门托

产品特色

畅游三大国家公园-海红木国家公园、火山湖国家公园、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畅游美国最热门的自然和人文景点；一趟旅程，看遍山湖海景，回归大自然！
行程介绍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最终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敬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旧金山 - 纳帕谷 -

海红木国家森林 - 神木步道 - 尤瑞卡

描述：早上从旧金山湾区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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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抵达海红木国家森林，一览全世界最高的生物！参天的海红木森林充满灵气，
第1天

让您不由感叹造物的神奇！看车子从树洞中穿过，神木步道健行，呼吸大自然的味道！夜宿海
滨小镇尤瑞卡。

住宿：Red Lion Hotel Eureka 或同级
神奇海岸线 - 海红木国家公园 - 火山湖国家公园 - 尤金
描述：沿着 101 公路北上，欣赏美国最迷人的海岸线。海红木国家公园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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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海狮海豹无不让人心旷神怡。
第2天

午后抵达火山湖国家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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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全美国最深最美的湖，是一生之中必看的景点，炫目的蓝宝石色充满着神秘
气息，宛若人间仙境！夜宿俄勒冈州第二大城尤金市。
住宿：Red Lion Inn & Suites Eugene 或同级

俄勒冈花园 - 伍德百奥莱中心 - 哥伦比亚河谷 - 马特诺玛瀑布 - 波特兰
描述：早上出发前往占地 80 英亩，有“空中花园”美称的俄勒冈花园（自费），园内布满各种
奇花异草，更有美国著名建筑师莱特的得意之作高登楼 Gordon House。随后前往伍德百奥莱，
第3天

耗资二千万美金建成，有过百家名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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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前往哥伦比亚河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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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诺玛瀑布是美国第二高的瀑布，落差高达 620 英呎！夜宿波特兰
哥伦比亚河中海登岛上的红狮大酒店，不但能观赏河道美景，更可远眺胡德火山。
住宿：Red Lion Hotel - Jantzen Beach 或同级
国际玫瑰实验花园 - 奥林匹亚 - 西雅图 - 华盛顿大学
描述：波特兰是世界闻名的玫瑰之都，每年有约 50 种新品玫瑰送来实验花园进行栽培，国际玫
瑰实验花园也是最负盛名的国际玫瑰评选地！中午抵达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市，参观庄严的

第4天

州府大厦。下午到达浪漫之都西雅图，魅力建筑、古老街区、雪山雨林、海峡胡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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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太空针塔（自费），一览城市和海
湾的美景！随后前往有美国最美校舍美称的华盛顿大学，夜宿西雅图。
住宿：Red Lion Hotel Seattle - Renton 或同级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 西雅图夜游
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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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
尔山国家公园的美景融合了太平洋大西北的精华，所有来过的游客都会不由自主地爱上她。冰

第5天

川、瀑布、湖泊、河流错落的分布在原始雨林之中，风景优美的天堂草甸子，玛莎瀑布，纳拉
达瀑布，天际步道，冰川远眺…湍急的溪流、倾泻的瀑布声响彻山谷。傍晚返回西雅图，可自
费参加西雅图夜游（自费）。著名的派克市场、渔人码头、世界第一家星巴克、“耐人寻味”
的口香糖墻、煤气公园观赏市中心夜景…精彩将会接踵而来！夜宿西雅图。
住宿：Red Lion Hotel Seattle - Renton 或同级
海岸星光号观景火车 - 梅德福德
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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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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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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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在尤金市下车，夜宿梅德福德。
住宿：Inn at the Commons Medford Oregon 或同级
伯尼瀑布 - 萨克拉门托 - 旧金山
描述：早上前往伯尼瀑布，加州最美丽的瀑布！这里绝对会让您有超乎想象的的惊喜，连老罗

第7天

斯福总统都盛赞伯尼瀑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午后来到美国最富有的“黄金之州”加州首
府所在地—萨克拉门托，参观加州议会大厦，宏伟的立柱和时尚的穹顶，犹如美国的国会大厦！
傍晚返回旧金山湾区

接客地点
时间
06:30
06:45
06:45
07:15

地点
地点：Red Roof Inn San Francisco Airport
地址：777 Airport Blvd, Burlingame, CA 94010
地点：Marina Foods Cupertino (永和超市门口)
地址：10122 Bandley Dr, Cupertino, CA 95014
地点：San Francisco Airport Marriott Waterfront（此接送点只限酒店住客）
地址：1800 Old Bayshore Hwy, Burlingame, CA 94010
地点：99 Ranch Market San Jose (大华超市门口)
地址：1688 Hostetter Rd, San Jose, CA 95131

地点：Union Square Macy's (联合广场梅西百货门口)

07:30

地址：291 Geary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地点：Marina Foods Fremont (永和超市门口)

07:35

地址：46196 Warm Springs Blvd, Fremont, CA 94539
地点：Oakland Marriott（奥克兰万豪酒店）（中国城客人可在此上车）

08:00

地址：1001 Broadway, Oakland, CA 94607
地点：Crowne Plaza Union City (皇冠假日酒店)（此接送点只限酒店住客）

08:10

地址：32083 Alvarado-Niles Rd, Union City, CA 94587
地点：Oakland Airport Executive Hotel（奥克兰机场酒店）

08:30

地址：150 Hegenberger Rd, Oakland, CA 94621
地点：Walmart San Leandro (沃尔玛门口）

08:45

地址：1919 Davis St, San Leandro, CA 94577

费用说明
1. 交通：当地豪华欧洲旅游巴士；

费用包含

2. 住宿：全程精品舒适酒店；
3. 导游：当地专业中英双语导游；
1. 国际往返机票加税费以及起始地到出发机场往返交通费；
2. 护照及签证费；
3. 全程餐费（赠送除外）；
4. 当地导游地接小费 (每人每天 9 美元)；
★根据国际惯例，客人在境外旅游过程中必须支付当地司陪人员服务费, 客人的赞扬和肯定是司
陪人员努力提升服务品质的动力；
5. 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费用不含

6. 此行程必付费用：海红木+火山湖+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纳帕品酒（5 种）+伯尼瀑布+海岸星
光号车票+燃油附加费= $120/人
7.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话、传真、收
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一切私人消费；
8. 司机导游及交通工具超时工作费用；
9. 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
外费用；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说明

R7/R8/R8S/R9/R7T 必付费用

**此行程必付费用：海红木+火山湖+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纳帕品酒（5 种）+伯

$120

尼瀑布+海岸星光号车票+燃油附加费= $120/人

俄勒冈花园 $12

常规价格

西雅图太空针 $25

常规价格

奇胡丽玻璃管 $25

常规价格

西雅图深度游 $35

常规价格

波特兰市中心接送 $10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1.
2.
3.
4.
5.

SFO 离团：请订 10:30PM 后航班离开旧金山 SFO，含送机。
由於出发日期不同，行程的前后顺序会有调整，最终行程以确认单为准；
行程中附上的参考时间表（具体安排以当日为准，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门票价格会因季节调整，以当日景点价格为准；
景点会因季节性、交通状况，做出相应顺序调整；

参团须知

*请确认携带旅行证件，请在参团及酒店入住时出示行程确认单；
*如遇特殊情况，本公司保留调整行程和酒店的权利；
*酒店的入住时间都是 15:00 以后，房间皆为「非吸烟」房，在房间内吸烟会被罚款$250
以上；
*每个房间最多安排两张床（Full size），如需加床请自行向酒店前台查询，加床费用自理；
*所有享受「买二送一」及特价优惠的订单取消一人：出团前 1-3 工作日内取消罚款$100，
参团当日有人不出现罚款$200；
*服务小费标准：每人每天 9 美元，YW 系列每人每天 10 美元，接机每人每次 4 美元；
*若出发前 8-14 天内取消或更改行程罚款团费的 30%，出发前 4-7 天内罚款团费的 50%，
出发前 3 天内将不予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