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石西雅图自选 5 天游 X5Y 

团号：X5Y 

出发日期：周三，周四（05/15-10/03） 

价格目录：买二送一 

上下车信息： 

上下车地点 地址 出发时间 

西雅图唐人街小肥羊门口 609 S Weller St, Seattle, WA 98104 7:45AM 

行程特色:                                                      

1. 五种一日游行程任意选择，随意搭配，最短时间游览翡翠之城西雅图。 

2. 奇妙行程体验前所未有的惊喜，专业导游全程详尽，贴心，周到的专属服务。 

3. 独家 4 天往返黄石行程丰富，省钱，省时，省心。 

4. 体验多蓝湖世界最长行人浮桥。 

5. 轻松惬意，享受悠闲的旅行时光。 

6. 更合理的时间规划，更好的黄石体验 。 

行程介绍 

D1：五种一日游任选（西雅图市区游/雷尼尔雪山/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德国小镇/蓝冰洞）     

Five Optional 1 Day Tours (A/B/C/D/E) 

Option A: 西雅图市区游 Seattle City Tour 

翡翠之城西雅图是座多彩多姿的美丽城市，她在大自然的环绕下熠熠生辉，而喜爱户外运动的人，更是将

西雅图视为应许之地。 

早晨我们前往先锋广场,【先锋广场】西雅图的起源地，美国规模最大的历史建筑保留区之一。第二站是派

克市场，【派克市场】西雅图最重要的观光景点，拥有全球最大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的第一家门店，世界上

最恶心的景点——口香糖墙，抛鱼表演的鱼摊等著名景点。而后我们来到西雅图的地标【太空针塔】，站

两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565/人 $0 $430 $755 



在塔顶，不但能看到全西雅图市中心的景观，还可以看到奥林匹克山脉、卡斯卡德山脉、雷尼尔山、依利

雅特湾和其附近的岛屿等(自费)。您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参观周围经典场馆：【奇胡利玻璃艺术园】吹制玻璃

界进入大规模雕塑的领域。美国著名玻璃艺术家奇胡利因其作品风格独树壹帜而闻名世界(自费)；【音乐体

验科幻博物馆】致力于流行音乐、科幻小说和流行文化的历史记录和探索的博物馆(自费) 。中午您会在联

合湖畔享受午餐(自费)。下午我们来到【凯瑞公园】可看见西雅图全景，俯视这个浪漫之都，这个公园是西

雅图市中心的照相点之一。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进入【波音飞行博物馆】，全美飞行相关收藏品最多的展

馆，收藏有 145 架飞机，大致可分六个展区，这里收藏的飞机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Option B: 雷尼尔火山国家公园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 

美国第五座国家公园，最早被附近的印第安人称为塔何马，意思是神圣之山。她是美国最高的火山，比附

近的山峰高出 2500 多米，比日本的富士山高出 600 多米，是华盛顿州的第一地标，因此它的伟岸也被印

在了本州的车牌上。雷尼尔雪山拥有除 阿拉斯加以外，最大的单一冰河，以及最大的冰河系统，园区的 

95%是保存在原始状态。 

Option C: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 

美国西部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拥有著全世界最大的温带原始雨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自然遗

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是美国除阿拉斯加以外，最大的原始地区，公园面积辽阔，总

面积达到 3628 平方公里，因整个区域内结合了海岸、群山及雨林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而著名。在半

岛的正中央巍然耸立著壮丽的奥林匹克山脉，60 座冰川绵延不絶。热爱自然的游客将在这里找到梦想中的

世外桃源。 

【飓风崖】俯视原始森林，漫步云雾之间，遥望 19 座绵绵项链的奥林匹克山脉（如遇恶劣天气导致无法抵

达飓风崖，我们会前往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温带雨林区域）。 

【新月湖】座落在著名的 101 公路旁，由于湖的形状像一轮弯弯的月亮而得名。冰川雕刻的新月湖拥有的

原始水域使它充满神秘色彩。 

【渡轮】傍晚，我们将体验西雅图人特殊的生活方式，乘坐北美最大的渡轮团队所拥有的渡轮从班布里奇

岛回到西雅图（如渡轮因任何特殊原因关闭或晚点，我们将开车返回西雅图）。 

Option D: 斯诺夸尔米瀑布&德国小镇莱文沃斯 Snoqualmie Falls & Leavenworth German 

Town 

【斯诺夸尔米瀑布】美国的十大瀑布之一，名字源自于印第安语，意思是月亮，这条瀑布在当地的印第安

人心中拥有著至高无上的地位。 



【德国小镇-莱文沃斯】美国西北部最著名的德国小镇。整个小镇充满著德国南部的巴戈利亚风情。德国小

镇-莱文沃斯拥有九十多家店铺，每家都别具风格，除了德国的工艺品外，这里同样拥有著欧洲其他国家特

有的精美工艺品。这里还拥有众多餐厅经营著德国风味的美食，像是德国村著名的烤猪手，德国香肠和慕

尼黑啤酒，都深得游客喜爱。 

德国小镇每年举办十三个大型活动，是华盛顿州最著名的旅游观光地之一。 

Option E (全新行程): 华盛顿大学+蓝冰洞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ig 4 Ice Cave 

【华盛顿大学】创建于 1861 年，是美国西岸最古老的大学，也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大学。在 2016 年世

界大学学术排名美国 第 13 位，全球第 15 位，医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居全美顶尖 (全美 1 位, 6 位) 。诺

贝尔奖得主 13 位。华盛顿大学几乎所有主校园的建筑物都以哥特式建筑、哥特式风格为主题，被称为哈利

波特魔法学校。 

【蓝冰洞】大四山是华盛顿喀斯喀特山脉的一座山，位于花岗岩瀑布以东 21 英里（34 公里）处。这座山

高约 6,180 英尺（1,880 米）。在其陡峭的北面的底部，由于山脉连续的阴影，雪崩形成碎片堆并且能够

全年保持在那里。在海拔 2,450 英尺 750 米和 600 米之间，这个冰形成了 49 个州中最低海拔的冰川。在

夏季，融雪流在碎片堆下面流动并导致在冰中形成洞穴。您可以轻松地走在宽阔的砾石和木板路上，欣赏

四大山自然风光和雪下洞穴的美妙景色。所有年龄和能力的徒步旅行者都可以享受这条小径。 

酒店：Red Lion / Quality Inn / Comfort Inn / Hampton Inn 或同级 

D2：西雅图-斯波坎-密苏拉 Seattle-Spokane-Missoula 

【斯波坎】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也是西北内陆区的中心城市。河滨公园和斯波坎瀑布是市内最著名的景

点，同时滨河公园也是 1974 年世界博览会会场。 

【五万银元店】蒙大拿州最大的礼品店。它原本是 1951 年开在 10 号公路上的小店，顾客主要是附近的伐

木工人。当初老板突发奇想，将 1 块 1 美金的银元镶在了墙上，并在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不料竟引来工

人们的效仿，妳镶 1 元、我钉 1 元， 并纷纷留下自己的名字，墙上的银元从一到百、再由百到千„„过往的

游客也被这别出心裁的做法吸引，进店便钉一块银元在墙上，并写上名字表示来过，于是小店的生意越来

越好，五万银元店就这样产生了。 1956 年扩建到了 90 号公路上。截止 到 2016 年，店里的银元总数已

经接近 7 万枚。也成为今天 90 号高速公路的过往旅客必到特色景点之一。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级 

D3：密苏拉 -- 黄石国家公园 Missoula -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角落之一。黄石公园以其丰富的野生动

物种类和地热资源闻名。公园内最大的湖泊是位于黄石火山中心的黄石湖，是整个北美地区最大的高海拔

湖泊之一。 



【罗斯福门】（Roosevelt Arch）美国的第 26 任总统罗斯福为这座拱门奠基，拱门落成后，罗斯福总统

引用的国会法案中“为了大众的利益和乐趣”也被永远的刻在了拱门上。 

【猛玛温泉】（Mammoth Hot Springs）世界著名的阶梯状温泉，很多藻类生活在猛玛温泉中，使得温

泉的颜色呈现出棕色、橙色、红色和绿色。奔流不息的温泉随着阶地奔腾 而下，且颜色各异，形成了壹个

七彩的大台阶，景象非常恢宏壮观。 

【黄石大峡谷 & 黄石上、下瀑布】这里是黄石公园最壮丽、最华美的景色之一。在这里，湍急的河水浪花

飞溅，形成两道壮丽的瀑布，轰鸣着泄人谷底。第一个瀑布有 33 米高，这是上瀑布，第二个有 92 米高，

称为下瀑布。我们会到艺术家观景点(Artist Point)一睹黄石峡谷的壮观，这里拥有开阔的视野，可以把下

瀑布与曲折的峡谷一同入境。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级 

D4：黄石国家公园 -- 密苏拉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 Missoula 

黄石火山是北美最大且仍处于活跃状态的超级火山，在过去两百万年中它曾数次以巨大的力量爆发。喷出

的熔岩和火山灰也 覆盖了公园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得益于其持续的活跃状态，世界上的地热资源有半数位

于黄石公园地区。黄石公园也是大黄 石生态系统的核心所在，这是北温带地区现存最大且仍然近乎完好的

自然生态系统。 

【老忠实间歇泉】黄石最著名的间歇泉，它不像其他喷泉那样爆发没有规律，它每隔几十分钟,就会喷发壹

次,从不叫旅客失望。它始终如壹的忠实受到世人的喜爱。 

【西姆指间歇泉盆地】十五万年前因地壳陷落而形成，在热喷泉与湖水结合下，出现了一种烟雾弥漫的奇

妙景观，此处相当于黄石湖的湖湾，许多间歇泉聚集此处，形成与黄石其他温泉区不同的景观。 

【大棱镜温泉】又称大虹彩温泉，是美国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温泉。黄石公园里最著名的温泉。大棱镜温

泉的美在于湖面的颜色随季节而改变，春季，湖面从绿色变为灿烂的橙红色。 

酒店：Days Inn / Quality Inn 或同级 

D5：密苏拉 -- 科达伦湖 -- 西雅图 Missoula - Coeur D’Alene - Seattle 

【科达伦湖】科达伦湖以优美的湖光山色而闻名，是远离喧嚣、独享清净的度假胜地。游客可以选择搭乘

游轮近距离感受青山秀水， 观赏湖边巨星名流的豪宅，同时还有世上唯壹的湖中高尔夫球场，球场大部分

在湖边， 只最后一洞在湖中微型小岛上， 风景如画。还可以选择在湖边的“万人浮桥”上漫步。 

行程结束后，我们只送往 SEA 机场，请订 19:00 后航班。 

 

 

 

景点说明: 

•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 因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雷尼尔雪山国家公园和蓝冰洞为山上旅游景点，故在这些行程中雷尼尔雪山

/蓝冰洞：$35/人为“必付项目”；自费景点项目黄石国家公园：$45/人为“必付项目”（必付套

票：含进山门票，渡轮费，停车费，车辆损耗和燃油附加费）。 

• 需跟团上导游购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 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 奥林匹克国家行程，如渡轮因任何特殊原因关闭或者晚点，我们将开车返回西雅图，并退还渡轮费

$10/人。 

费用不含: 

• 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每人每天$10（含导游和司机），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

费等） 

其他： 
• 行程顺序会因政治，交通，游客人数和季节变化稍作调整，参观景点一样，恕不另行通知 

• 必付套票$35/人和$45/人：含进山门票，渡轮费，停车费，车辆损耗和燃油附加费 

门票项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62+) 

儿童 

Children(3-

12) 

西雅圖 Seattle 

太空针塔  Space needle $29(Summer), 

$22(Winter) 

$22(Summer), 

$19(Winter) 
$14 

波音飞行博物馆  

The Museum of Flight 
$25 $23 $15 

音乐及科幻体验馆  EMP Museum $25 $22 $16 

奇胡利玻璃艺术花园                          

Chihuly Glass Garden 
$29(Summer), $22(Summer), $15 



*门票价格和景点开放时间会因季节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22(Winter) $16(Winter)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 

（必付套票：含进山门票，渡轮费，停车

费，车辆损耗和燃油附加费） 

 

$35 

 

$35 

 

$25 

雷尼尔雪山 Mt. Rainier 

(必付套票：含进山门票+停车费+车辆损耗

和燃油附加费) 

$35 $35 $25 

蓝冰洞 Big 4 Ice Cave 

(必付套票：含进山门票+停车费+车辆损耗

和燃油附加费) 

$35 $35 $25 

黄石国家公园 Yellowstone 

黄石国家公园 Yellowstone                   

(必付套票：含进山门票+停车费+车辆损耗

和燃油附加费) 

$45 $45 $35 

服务费每人每天                            

Gratuity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10 $1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