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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報名：(02)8643-3517、8643-3581、8643-3926、8643-3543

手機/LINE ID : 0956200868

信箱：rebecca.lee@udngroup.com

官網：http://utravel.udn.com/

被
芬
多
精
喚
醒
的
早
晨

神木森林

深入漫走巨杉國家公園，在令人驚嘆的巨杉群中，感

受莊嚴巍峨的氣勢。

絕壁草原

深入探訪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大規模的花崗岩地表、

四面絕壁的優勝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以及充滿
高山美景的大草原，自然風光令人嘆為觀止。

海岸美景

17哩海岸、卡梅爾、蒙特利，海天交錯，動人美景不
斷；金門大橋、綿延不盡的山丘及懸崖峭壁，美不勝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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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行程亮點 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房景點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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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瀑布下旅館三天二夜，看日出，

賞日落。

●�自然主義者John�Muir讚譽「無與倫比的山谷」～優勝美

地山谷散步賞景。

●�入住巨杉國家公園內旅館二天一夜，看巨杉，賞星空。

●�全球攀登界最有影響力的巨石～El�Captain�看攀岩者。

●�看世界上體積最大的樹～謝爾曼將軍樹。

●�賞美國國家聖誕樹～格蘭特將軍樹。

●�世界最美海岸線～17哩路。

●�漫步在沒有門牌的美麗藝文小鎮～卡梅爾。

●�朝聖夢幻高爾夫球場～圓石灘Pebble�Beach。

●�訪舊金山金門大橋、藝術宮、漁人碼頭。

●�在舊金山最火紅的懸崖屋用餐賞景。

●深耕舊金山的世界日報有行旅工作團隊規畫。

●探訪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房路線。

●深度主題之旅，觀賞自然及野生動物為主。

●沐浴在清澈空氣及絕色美景中，身心靈SPA之旅。

●全程品嘗各國美食，少中式餐點。

●不收小費、不進購物站。

●僅有珍貴20席。

●��入住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Valley�Lodge二夜

●��入住巨杉國家公園～Wuksachi�Lodge一夜

珍稀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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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艷行旅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以宏偉壯觀的瀑布和大規模的花崗岩地表而

聞名，於1984年被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面積逾
1,100平方英里，有四面絕壁的優勝美地山谷，以及充滿高山
美景的圖奧勒米草原。

優勝美地山谷 Yosemite Valley
山谷深約1,220公尺，山谷兩側是高聳的峭壁，遍布經過冰川
沖刷的岩石，被稱為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珠寶。自然主義者

John Muir稱之為「無與倫比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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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美地瀑布

優勝美地Tunne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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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冰河點看冰川切割出來的優勝美地峽谷

驚艷行旅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半圓石 Half Dome
優勝美地最特殊的景觀—半圓石，是山谷風景中最首要的角色。

半圓石從山谷地面向上竄升1442英尺，有8700年歷史，卻是最年
輕的花崗岩。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酋長岩 El Captain
不只是寫滿美國攀岩歷史，也是全球攀登界最有影響力的巨石。

這塊花崗岩大石，從平地驀地拔起睥睨群倫，最高的垂直落差超

過914公尺。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冰河點 Glacier Point
冰河點是位於海平面上2199公尺的花崗岩絕壁，開放時間僅六個
月左右，約五月下旬至下雪封路為止，有人說這是地球上最壯觀

的展望點之一，從優勝美地山谷邊緣山脊上可以向下傲視被遠古

冰河所切割出來，近1000公尺深的山谷地面、半圓石、內華達瀑
布和周圍高山群峰。

酋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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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哨兵橋看半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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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杉國家公園  Sequoia National Park &
國王谷國家公園 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s
走進巨杉與國王谷國家公園，觀賞世界上最大的樹木謝爾曼將軍

巨杉(General Sherman Tree)與格蘭特將軍樹(GeneralGrant Tree)。
巨杉森林由著名自然學家John Muir於1875年命名，是美洲紅杉國
家公園中最壯觀的巨杉群落。森林內約有8000棵美洲巨杉，其中
包括謝爾曼將軍樹—地球上現存形體最大的樹木，還有其他較不

出名但同樣令人驚嘆的巨杉群，要完全感受這些巨杉莊嚴巍峨的

氣勢，一定要漫步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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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艷行旅

謝爾曼將軍樹─

地球上現存形體

最大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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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大橋  Golden Gate Bridge
舊金山金門大橋不僅是城市地標，也是世界排得上名號的壯麗名

橋。耗費了4年和10萬多噸鋼材，1933年斥資3550萬美元開始興
建，1937年竣工。橋身可左右搖擺五公尺，上下擺動三公尺，防
強風強震，安然無虞地見證了舊金山大地震，是一座經過歷史考

驗的建築。

藝術宮  Palace of Fine Arts
建於1915年，是美國二十世紀著名建築師Bernard Ralph Maybeck
之作品，靈感取自羅馬與希臘建築工藝。圓頂旁的圍牆及拱門上

的雕像，都是背對觀賞者的設計，是一般古典建築物上很少見的

設計。這裡也是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中，少數僅存且
唯一保留於原址的建築物。

藝術宮，萬國博

覽會中少數僅存

且唯一保留於原

址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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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艷行旅

金門大橋，舊金山城市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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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39號漁人碼頭及惡魔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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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爾 Carmel
輕鬆漫步在這個美景如畫的小鎮，是認識卡梅爾最好的方式。巷

弄裡藏著許多小畫廊、個性精巧的店鋪，要逛街尋寶也是不錯的

選擇，逛累了就歇歇腳喝杯咖啡。在卡梅爾看不到任何門牌號

碼、霓虹燈、停車碼表和速食店，每一棟建築物猶如童話故事裡

的小屋，是個美到令人屏息的小鎮。

蒙特利郡 Monterey County
舊金山以南約1.5小時車程的加州蒙特利郡，其周圍的碼頭區、太
平洋格羅夫、卡梅爾山谷以及薩利納斯山谷，隨處都可看到各種

野生動物。深邃的蒙特利灣、100英里綿長的原始海岸線、5000
多平方英里的國家海洋保護區、茂密的叢林、豐富而多樣的自然

資源，加上燦爛的加州陽光，為許多珍稀鳥類及海洋動物提供了

最天然的野生環境。

Monterey 漁人碼頭上史坦貝克的銅像

卡梅爾，美到令人屏息的文青小鎮。

1918

驚艷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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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哩路  17-Mile Drive
圓石灘球場  Pebble beach
位於美國舊金山以南約120英里的蒙特雷半島上的17哩路，被很
多人稱是海洋與陸地最完美的連接處，並譽為世界最美海岸線。

在這條小路上，可看到圓石灘的百萬富翁豪宅，有西班牙式、現

代流線型、加州農莊式等，都俯視著絕美的海景；著名的鳥島

（Bird Island）上有數不清的各種海鳥與海獅。由莎朗•史東主演
的著名電影《第六感追緝令》中，不少外景即取自於此，美國最

著名的海濱高爾夫球場Pebble beach也位於此。

舊金山懸崖屋  Cliff House
已有150餘年歷史的餐廳，曾接待過許多名人，像是美國總統威
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及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還有
很多政商名流也曾是它的座上貴賓。現在隸屬於國家風景區的一

部分，由國家公園管理局管理。屹立於舊金山海灣上，是欣賞灣

區溫暖陽光與海景最美的地方，一定要來這裡體驗道地的舊金山

經典美食與浪漫氛圍。

懸崖屋，舊金山灣區人最愛的餐廳。 來懸崖屋必嘗紅酒燉牛排。

17哩路的Lone Cypress風景如畫。

圓石灘球場，球迷

心目中的頂級夢幻

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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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艷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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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emite Lodge
入住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內的絕美瀑布區旅館三天二夜，因得天獨

厚的地理位置，一年前訂房都不見得訂得到，是旅遊行家爭搶的

住宿點。從旅館望出去，遠近馳名的優勝美地大瀑布就在眼前，

磅礡瀑布，國家公園高聳的峭壁，經過冰川沖刷的岩石，參天古

木等自然美景，可說晨起被芬多精喚醒；入夜以星空為幕，是難

忘的旅遊印記。

Wuksachi Lodge
入住巨杉國家公園內旅館二天一夜，前往國王峽谷國家公園也十

分便利。由群山環抱著整個旅館，在此享受著這片蔚藍天空之下

的青山綠水。

Wuksachi Lodge 入住一房難求的優勝美地瀑布區旅館

2322

珍稀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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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桃園機場→舊金山機場→晚餐→飯店
晚餐：友和日式料理      住宿：Hilton(保證入住)

2424 25

每日行程

Day 2
早餐→舊金山市區觀光：金門大橋、藝術宮→午餐
→漁人碼頭、天涯海角→晚餐→飯店
午餐：懸崖屋     晚餐：New England Lobstor
住宿：Hilton(保證入住)

Day 3
早餐→行車前往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午餐→優勝美地
國家公園→晚餐→飯店
午餐：In & Out  晚餐：Mountain Room
住宿：Yosemite Valley Lodge(保證入住)

Day 4
早餐→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午餐→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晚餐
→飯店
午餐：Visitor Center Food Courts 晚餐：Mountain Room
住宿：Yosemite Valley Lodge(保證入住)

Day 5
早餐→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午餐→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晚餐
→飯店
午餐：Visitor Center Food Courts 晚餐：四季餐廳港式料理
住宿：DoubleTree,Fresno(保證入住)

Day 6
早餐→國王谷國家公園General Grand Tree Trail→午餐→
巨杉國家公園Big Tree Trail→晚餐→飯店
午餐：Wuksachi Lodge-The Peaks 
晚餐：Wuksachi Lodge 住宿：Wuksachi Lodge(保證入住)

Day 7
早餐→巨杉國家公園General Sherman Tree Trail→午餐→ 
蒙特利漁人碼頭→晚餐→飯店
午餐：四季餐廳港式料理 
晚餐：Embassy Suites 住宿：Embassy Suites (保證入住)

Day 8
早餐→17哩路、圓石灘球場→午餐→ 卡梅爾→晚餐→舊金
山機場→桃園機場→溫暖的家
午餐：Crab House 
晚餐：半島明珠酒店廣式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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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國際機場

藝術宮
漁人碼頭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蒙特利

卡梅爾

舊金山

金門大橋

Day1~2 

Day3~4

Day5

Day7

巨杉國家公園

Day6

Fresno

行程地圖

航班資訊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地-目的地 航班資訊

10/10(六)19：40 10/10(六)16：00 桃園-舊金山 長榮航空BR18

10/18(日)1：00 10/19(一)5：30 舊金山-桃園 長榮航空BR17

巨杉國家公園巨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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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訊

1.費用：台幣150,000元

●報名時請繳交50,000元訂金，餘額請於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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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食宿、交通、門票、導覽費等。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 不含床頭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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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美元保險。

● 聯合報貴賓獨享，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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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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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額。

●私人消費，如床頭小費、電話費等。

●提早或延期停留所發生的費用，如旅館、機場接送等。

4.繳款帳號

銀行代碼：004

銀行：台灣銀行 松山分行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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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元訂金(支票、匯款、信用卡刷卡)，回傳報名表、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否則無法確保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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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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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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