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 5 天遊
團號：AY5
出發日期：周日 (04/29-09/30)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行程特色:
1.獨家 4 天往返黃石行程簡短豐富，省錢，省時，省心。
2.體驗多藍湖世界最長行人浮橋。
3.輕松惬意，享受悠閑的旅行時光。
4.更合理的時間規劃，更好的黃石體驗 。
兩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565/人

0

$430

$755

D1：家園-西雅圖機場接機-早夜遊
Seattle Airport pick up - Optional Day & Night Tours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爲准。 由原居地飛往西雅圖，所有航班在 8 號李提
取處等侯，與導遊在集合點彙合。客人可以選擇自己安排第一天剩余的時間，或者參加我們的早夜遊，4
人或以上成團。 如客人同時參加早遊和夜遊，價格爲成人：$50/人；兒童：$30/人
<早遊>（12:00PM 之前抵達的航班）微軟總部&華盛頓大學 （成人：$35/人；兒童：$25/人）
【微軟】是美國的一家跨國電腦科技公司，以研發、制造、授權和提供廣泛的電腦軟件服務爲主。
【華盛頓大學】創建于 1861 年，是美國西岸最古老的大學，也是美國西北部最大的大學。在 2016 年世
界大學學術排名美國 第 13 位，全球第 15 位，醫學與計算機科學研究所居全美頂尖 (全美 1 位, 6
位) 。諾貝爾獎得主 13 位。華盛頓大學幾乎所有主校園的建築物都以哥特式建築、哥特式風格爲主題，
被稱爲哈利波特魔法學校。
<夜遊>（5:00PM 之前抵達的航班）凱瑞公園&星巴克原生態焙烤咖啡體驗館（成人：$25/人；兒童：$15/
人）
【凱瑞公園】是一處無與倫比的觀景點。站在這兒，不論是艾略特灣（Elliott Bay）、西雅圖市中心，還
是遠處的雷尼爾山 （Mount Rainier），都一覽無遺，是看西雅圖全景最好的地點之一。
【星巴克原生態焙烤咖啡體驗館】全球首家星巴克體驗館，以類似“咖啡劇院”的概念帶來完全不同以往
的店鋪設計與消費 體驗。
接機方式 A、B，C:
A. 西雅圖機場 (SEA) ，9:00AM – 10:00PM，與其他客人共乘交通車，客滿即走。享受免費接機的客人仍
需缴纳$10/人導遊服務費，導遊會在行程結束前收取。
B.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第 2 人共收 $120，每增加 1 人，加收$10。
C. 無航班：如果您是提前到達西雅圖的客人, 可以自行到西雅圖機場跟我們匯合, 坐我們的車回酒店 。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級
D2：西雅圖-斯波坎-密蘇拉
Seattle-Spokane-Missoula

【斯波坎】華盛頓州第二大城市，也是西北內陸區的中心城市。河濱公園和斯波坎瀑布是市內最著名的景
點，同時濱河公園也是 1974 年世界博覽會會場。
【五萬銀元店】蒙大拿州最大的禮品店。它原本是 1951 年開在 10 號公路上的小店，顧客主要是附近的
伐木工人。當初老板 突發奇想，將 1 塊 1 美金的銀元鑲在了牆上，並在下面寫上自己的名字，不料竟引
來工人們的效仿，妳鑲 1 元、我釘 1 元， 並紛紛留下自己的名字，牆上的銀元從一到百、再由百到千„„
過往的遊客也被這別出心裁的做法吸引，進店便釘一塊銀元 在牆上，並寫上名字表示來過，于是小店的生
意越來越好，五萬銀元店就這樣産生了。1956 年擴建到了 90 號公路上。截止 到 2016 年，店裏的銀元
總數已經接近 7 萬枚。也成爲今天 90 號高速公路的過往旅客必到特色景點之一。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D3：密蘇拉 -- 黃石國家公園
Missoula -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黃石國家公園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也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角落之一。黃石公園以其豐富的野生動
物種類和地熱資源聞名。公園內最大的湖泊是位于黃石火山中心的黃石湖，是整個北美地區最大的高海拔
湖泊之一。
【羅斯福門】（Roosevelt Arch）美國的第 26 任總統羅斯福為這座拱門奠基，拱門落成後，羅斯福總統引
用的國會法案中“爲了大衆的利益和樂趣”也被永遠的刻在了拱門上。
【猛瑪溫泉】（Mammoth Hot Springs）世界著名的階梯狀溫泉，很多藻類生活在猛瑪溫泉中，使得溫泉的
顔色呈現出棕色、橙色、紅色和綠色。奔流不息的溫泉隨著階地奔騰 而下，且顔色各異，形成了壹個七彩
的大台階，景象非常恢宏壯觀。
【黃石大峽谷 & 黃石上、下瀑布】這裏是黃石公園最壯麗、最華美的景色之一。在這裏，湍急的河水浪花
飛濺，形成兩道壯麗的瀑布，轟鳴著泄人谷底。第一個瀑布有 33 米高，這是上瀑布，第二個有 92 米高，
稱爲下瀑布。我們會到藝術家觀景點(Artist Point)一睹黃石峽谷的壯觀，這裏擁有開闊的視野，可以把
下瀑布與曲折的峽谷一同入境。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D4：黃石國家公園 -- 密蘇拉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 Missoula
黃石火山是北美最大且仍處于活躍狀態的超級火山，在過去兩百萬年中它曾數次以巨大的力量爆發。噴出
的熔岩和火山灰也 覆蓋了公園內的絕大部分地區。得益于其持續的活躍狀態，世界上的地熱資源有半數位
于黃石公園地區。黃石公園也是大黃 石生態系統的核心所在，這是北溫帶地區現存最大且仍然近乎完好的
自然生態系統。
【老忠實間歇泉】黃石最著名的間歇泉，它不像其他噴泉那樣爆發沒有規律，它每隔幾十分鍾,就會噴發壹
次,從不叫旅客失望。它始終如壹的忠實受到世人的喜愛。
【西姆指間歇泉盆地】十五萬年前因地殼陷落而形成，在熱噴泉與湖水結合下，出現了一種煙霧彌漫的奇
妙景觀，此處相當 于黃石湖的湖灣，許多間歇泉聚集此處，形成與黃石其他溫泉區不同的景觀。
【大棱鏡溫泉】又稱大虹彩溫泉，是美國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溫泉。黃石公園裏最著名的溫泉。大棱鏡溫
泉的美在于湖面的顔色隨季節而改變，春季，湖面從綠色變爲燦爛的橙紅色。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級

D5：密蘇拉 -- 科達倫湖 -- 西雅圖
Missoula - Coeur D’Alene - Seattle
【科達倫湖】科達倫湖以優美的湖光山色而聞名，是遠離喧囂、獨享清淨的度假勝地。遊客可以選擇搭乘
遊輪近距離感受青山秀水， 觀賞湖邊巨星名流的豪宅，同時還有世上唯壹的湖中高爾夫球場，球場大部分
在湖邊， 只最後一洞在湖中微型小島上， 風景如畫。 還可以選擇在湖邊的“萬人浮橋”上漫步。
行程結束後，我們只送往 SEA 機場，請訂 19:00 後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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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景點項目”（黃石國家公園：$45/人）為“必付項目” （必付套票：含進山門票，停車 費，
車輛損耗和燃油附加費）。
（4）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5）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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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接機
Airport pick up
早遊
Morning Tour
夜遊
Night Tour
早游+夜游
Morning Tour + Night
黃石國家公園
Tour
yellowstone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62+)

兒童
Children(3-12)

35

35

25

25

25

15

50

50

30

黃石國家公園
Yellowstone（必付套 票：含
進山門票，停 車費，車輛損
耗和燃 油附加費）
服務費每人每天
Gratuity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45

10

45

10

35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