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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海岸南部101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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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之旅24～鉴赏品尝家25～探险旅行者26～阖家欢乐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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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参观波特兰美国艺术集锦

博物馆 ，然后前往领略东俄勒冈

州的西部生活。 彭德尔顿是当地

            一项最大的牛仔竞技

            表演，这项独具特色

            场面浩大的竞技表演

            在每年九月举行。著

名的印第安保护区Tamástslikt文

化研究中心也是必须要看的，该

中心是凯尤斯、尤马蒂拉和沃拉沃

拉 部落生活的一个缩影.

|第2天| 继续向东游览拉格兰德联

盟 ，在前往瓦罗尔山区约瑟夫镇

之前参观在欧盟县博物馆展出的牛

|第3天| 在夏季，前往国家 元首

赫尔斯卡宁休闲区的沿途风景秀

丽，在到达历史圣地贝克之前，可

以领略主要街道 及了解乡村小社

区的发展。 在美国国家历史俄勒

冈特雷尔 展示中心 ，您可以看到

150多年前俄勒冈先驱车的车辙痕

迹碾进了辽阔的北美大草原。

|第4天| 一日游参观安大略文化中

心和四水博物馆，了解燕鸥北派尤

特族和巴斯克，日本，西班牙裔和

|第5天| 向西行驶 参观俄勒冈州

立公园，观看桑普特谷的黄金挖掘

过程。途经Kam Wah Chung博物馆、

化石床国家纪念碑 、时间风景区、

化石镇及威尔逊牧场。

|第6天| 最后一天是参观隆霍洛牧

场 ，切身体验真实的牧场乐趣，

如爬山、钓鱼、骑马、以及与农民

一起劳作等。在附近的姐妹镇购物

游览、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参加高

原沙漠远足、观赏鸟类和垂钓。

仔文化的过去和现在，附近的湖光

山色和观光景点让您流连忘返。

欧洲移民的历史，在 靠近安大略

省淡水河谷镇参观西式 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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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漫步在一个露天市场，品

尝波特兰食品车上来自世界各地的

各种美食及当地各种新鲜水果和手

工奶酪 ，傍 晚去当地众所周知的

酒吧品味人工酿制的啤酒。

              |第2天| 驱车到邓

               迪 纽伯格酒乡中

              心，品尝俄勒冈州

             的特产-黑比诺葡萄

              酒及各种当地葡萄

酒，会见当地的葡萄酒商 ，体验

他们在品酒室提供的各种特产。

|第3天| 在靠近塞勒姆，享受 家

庭农场 郁郁葱葱的景色和路边季

节性的新鲜水果和蔬菜，领略该市

每周六在集市上向众人展示的鲜

花、新烤制的面包、当地饲养的畜

禽新鲜肉类、有机蔬果及屡获殊荣

的奶酪等。

| 第4天| 再往南行，品尝Ninkasi

酿造公司最受民众喜爱的俄勒冈酿

酒 。继续前往令人兴奋的 巧克力

工厂，您一定会找到您最喜欢的风

味。在当地的小商店，买上一瓶该

州小型酿酒厂业的新兴产品、“艰

难时代酒厂”生产的特色伏特加。

|第5天|前往著名的罗斯堡和格兰

茨帕斯酿酒庄园， 您可以嗅到和

品尝到许多世界一流的好酒和多次

获奖的奶酪精品及其他手工制作的

|第6天| 参加每年二月至十月俄勒

冈莎士比亚节，可在阿什兰温泉酒

店品茶。三月份俄勒冈巧克力节您

可品尝各种甜品和美酒。

奶油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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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哥伦比亚河峡谷国家风景区邀请您徒步沿瀑布登山， 坐船 观看哥伦比亚河上的斯特尼惠勒

鲑鱼逆流而上冲越邦纳维尔船闸大坝 ，领略春夏遍地盛开的野花，也可参加极富刺激的达拉斯胡德河

              上的激流漂流和帆板运动。|第2天| 驾车向南去在胡德野生山区徒步旅行或山地自行

              车轻骑。林线度假村提供全年在帕尔 默冰川滑雪、赛艇、乘坐热气球或跳伞冒险，

              也可鸟瞰胡德山川。|第3天| 继续向俄勒冈州中部进发， 户外游乐场提供世界级的攀

              岩、激流漂流和划艇 。 月光 下的独木舟之旅将给你独特享受，沿岸至少有 25个高

尔夫球场 。在冬季，你可以享受狗拉雪橇、滑雪、滑冰 、或在光棍儿山越野滑雪。|第4天| 瀑布湖

带给您奇妙的 捕鱼体验，带上渔具从火山湖沿至精灵岛乘船游览国家公园 ，冬季这里是绝佳的越野

滑雪公园。当天气转暖冰雪融化，克拉马斯湖是一个极好的骑马、玩皮划艇和观鸟 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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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前往波特兰 的华盛顿公

园， 里面有俄勒冈动物园、波特兰

儿童博物馆和世界林业中心。俄勒

冈州科学和工业博物馆、大型电影

院和天文馆将带给您全家知识和快

乐。

|第2天| 花一些 时间在迷人的小

     镇阿斯托利亚游览，几部著

     名的儿童影片都是在这里拍

     摄的，其中包括” 非法入境

     者”、“自由威利”、“七

     宝奇谋” 和“幼儿园警察”

等 。访问当地历史古迹，了解克拉

克和军团如何在1805-1806年冬季生

存下来，晚上全家在海边的假日酒

店度过美好的一夜。

|第3天| 驾车向南，在蒂拉穆克奇

斯法克特里观看如何生产最精致的

奶酪和冰淇淋，参观蒂拉穆克森林

中心和航空博物馆。 三卡普斯 景

区大道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太平

洋景观，林肯市边上的海滩可放风

筝和享受免税购物。

|第4天| 德波贝伊新港邀请您全家

海洋巡航，睁大您的眼睛观赏鲸鱼

跳跃出海，“里普利信不信由你”、

俄勒冈州 海岸水族馆、海洋哈特菲

尔德 科学中心和其他旅游景点对年

轻人特有吸引力 ，您还可 观看

Heceta灯塔和海狮洞，最后在 佛罗

伦萨过夜。

|第5天| 开始新的一天，乘坐马车

在在佛罗伦萨和北本德之间巨大的

沙丘 畅游。俄勒冈州库斯湾连接地

提供免费的自助游，您可参观爱神

木工厂和作坊。南边的游乐场和野

生动物园将带你近距离 领略美丽的

动物宿主。 傍晚在金海岸漫步或在

孤兽河乘坐快艇结束您令人难忘的

一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