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威夷兩島度假遊 7天 6夜 (HA7) 

                                                         --（團號：HA7) 

出發團期 

7/1-12/20需加收旺季附加費 $40-$110/房/晚 

*價格包含外島機票 

*行程順序可能根據外島機票前後有所調整 

*具體價格請諮詢海鷗假期 

類型 同房第 1/2人 同房第 3人 同房第 4人 單人房加收 附加費 

價格 $1590.00 $1320.00 $0.00 $470.00 $0.00 

 

產品特色 

產品概要 行程天數：7天 6晚  目的地：美國-Honolulu  往返交通：飛機/飛機 

產品特色 

1人成行 天天出發 

包含外島機票 

 

 

行程介紹 

以下行程僅供參考,最終行程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微調,敬請以出團通知為准 

第 1天 

 -  原居地 - 歐胡島  

描述：免費接機服務, 同一時間相差半小時內抵達的航班會統一一起接走。 

住宿：Waikiki Resort Hotel 或同級 

第 2天 

 - 珍珠港 - 市區半日遊 

描述：珍珠港 - 亞利桑那紀念館 - 州政府大樓 - 太平洋國家公墓 - 伊奧拉尼皇宮 

 

07:30am我們在酒店接您後,出發去今天的行程美國夏威夷海軍基地珍珠港, 8:30am遠眺被日

軍炸沉的亞利桑那號紀念堂遠眺密蘇裡艦,接著前往; 10:30am 夏威夷州政府大樓前稍做講解

911 事件之後不對觀光車輛開放的美國太平洋國家軍人烈士公墓,然後途經中國城--孫中山 先

生銅像, 10:50am 夏威夷第一任國王銅像,近眺國王皇宮,市政府大樓,11:30am 參觀夏威夷特

有的綠寶石,黑珍珠.紅珊瑚店, 12:00pm左右返回酒店. 

 

含雙早 

住宿：Waikiki Resort Hotel 或同級 

第 3天 

 - 小環島半日遊 

描述：威基基海灘 - 鑽石頭火山 - 恐龍灣 - 白沙灘 - 白沙灣海灘 - 努阿努帕裡大風口 

 

下午 1:30pm 出發, 1:50pm 首先途經聞名世界的海灘----威基基海灘, 鑽石頭火山, 海景亮麗

的沖浪中心  ，高級住宅區 2:30pm停恐龍灣觀光區眺望恐龍灣, 3:00pm停海泉噴口, 3:20pm 

途經三溫暖海灘, 3:30pm 遠眺兔子島, 烏龜島, 3:50pm 途經白色海灘, 夏威夷族保護區 , 

4:10pm停大風口風景區 ; 5:00pm返回酒店.  

 

含雙早 

住宿：Waikiki Resort Hotel 或同級 



 

第 4天 

 - 北岸大環島遊覽 (含晚餐) 

描述：古朝 - 火山豆農場 - Kahuku Town - 日落海灘 - Dole鳳梨種植園 

 

12:00pm 由酒店出發游覽歐胡島北岸,1:00pm 參觀古廟, 並瞻仰西安事變張學良先生與趙四

女士的墓園.接著前往火山豆農場,1:30pm然後繼續前往北岸著名的 Kahuku Town, 2:00pm

你可在那享用其夏威夷特色的甜蝦餐(自費).. 飽餐後帯你經過 Turtle Bay沿途可欣賞夏威夷北

海岸最北處的落日海灘 SunSet Beach 最後一站 4:00pm 將會參觀夏威夷 Dole Plantation 

都樂菠蘿園, 帯你去逛夏威夷菠蘿種植場及體驗號稱世界最大的迷宮 (自費). 不包括門票, 

6:00pm至中國城中餐廳晚餐 7:00pm返回酒店.  

 

含雙早 

住宿：Waikiki Resort Hotel 或同級 

第 5天 

 - 茂宜島/可愛島一日遊（可愛島一日遊加每人$50） 

描述：茂宜島一日遊 

伊奧山谷 - 濱海公路 - 古都 - 卡帕魯亞灣別墅區 - 弗萊明海灘公園 - 卡阿納帕利度假村 

茂宜島（Maui Island) 

伊奧山谷 (Iao Valley)  

中茂宜島的伊奧山谷州立公園（Iao Valley State Park）擁有茂宜島最具標誌性的地標-高達

1,200 英尺（365 米）的伊奧火山錐（ Iao Needle）。西元 1790 年為卡美哈美大帝

（Kamahamaha）征服茂宜島之血腥戰場，山形如針尖火山錐，故得名。早期亦為夏威夷人之

朝聖地。 

濱海公路（途經/不停留） 

除可瞭望浮潛聖地Molokini、第八大島和第六大島諸島外，沿途的椰樹、帆影、陽光、細砂加

上多變化之藍海，或可遠眺鯨魚於每年 12月-隔年 4月(不保證)。 

古都－拉海納捕鯨鎮（Lahaina Town） 

拉海納舊為王朝的首都和捕鯨港口，今為美國歷史、藝術、捕鯨文化之保護區，街道兩旁林立有

畫廊和中國致公堂、古老監獄、海員醫院和百年神木等古蹟。 

卡帕魯亞灣別墅區（Kapalua Bay） 

世界級高爾夫球場，綿延數英里的南洋杉步行道，坐落在風景如畫的卡帕魯瓦的心臟。全美 1991

年最漂亮的海岸線。擁有 PGA golf比賽球場，5星酒店和當地的頂級別墅。 

卡阿納帕利渡假村（Kaanapali Beach Park） 

佔地六百英畝的渡假勝地, 2003 年全美最漂亮之海岸線,擁有三哩長的海灘,知名的高級酒店和

名牌購物商場。 

 

可愛島一日遊  

侏羅紀公園取景地 - Hanapepe古鎮 - 卡絡瓦林 

蔭遂道 - 威美亞峽谷 - 卡絡絡山 - 寇基州立公 

園 - 咖啡農場 - 海水大噴口 

搭乘早班飛機前往可愛島，這是侏羅紀公園的主要取景地，一個充滿神奇色彩的原始世界。 

今日路經 Hanapepe 古鎮, 卡絡瓦林蔭遂道, Waimea 蔗園老鎮亦為庫克船長 1778 年登路夏

威夷原址, 延途欣償可愛島的天然美景, 停留峽谷源頭, 太平洋第 2 大峽谷。遊覽威美亞峽谷,

卡絡絡山海一線絕美優景, 寇基州立公園, 午餐（自費）於威美亞鎮, 參觀並品嘗咖啡於可愛島

咖啡農場, 海水大噴口天然景觀,後搭乘航班返回歐胡島 

 

 

住宿：Waikiki Resort Hotel 或同級 



 

第 6天 

 - 火山島 

描述：火山島一日遊 

理查森黑沙灘 - 夏威夷餅乾廠 - 夏威夷火山國 

家公園 - 火山女神棲息地 - 火山口 - 侏羅紀公園 

熱帶雨林 

 

 

黑沙灘: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是以黃沙灘和白沙灘為主，但是在風景如畫的夏威夷卻有著世間罕

有的黑沙灘，黑沙灘的形成與構造與其他沙灘完全不同，同時在烏黑的沙粒中還有著綠色的驚喜

等待發掘。 

榕樹大道 Liliuokalani 公園:榕樹大道裡面的每一個榕樹均為美國名人種下.經過榕樹大道就來

到了以末代女皇命名的 Liliuokalani 公園，這座公園是日本國以世界上最大的日式花園，在明

媚的早晨，陽光灑在海面與湖面上，形成了獨具一番的美景 

大島餅乾廠:這裡的是大島的創業楷模，以純手工製作餅乾而聞名，餅乾內添加有夏威夷果。更

有美味的 kona咖啡。在這裡您可以品嘗的可口的餅乾與咖啡，享受獨特的夏威夷生活。 

Wailoa州立公園/國王銅像:夏威夷一世國王 Kamehameha的銅像就豎立於此，在今日仍有無

數的當地人敬拜他們曾經的國王。 

彩虹瀑布:在夏威夷您絕對少不了看到各式的瀑布，因為夏威夷充足的降水量形成了各式各樣的

瀑布，但是沒有一個瀑布的名氣超越了這座瀑布。彩虹瀑布夏威夷最著名的瀑布之一，以常見彩

虹而得名，水花濺起的時候你會看到彩虹就如同在瀑布中產生。 

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經過長途跋涉我們會來到火山國家公園，這座美國民選排行第 4的國家公

園。火山國家公園就坐落於世界上最活躍的活火山之上。 

-訪客中心:訪客中心可謂是火山國家公園的核心，您可以看到究竟火山的活動對公園乃至整座島

嶼都產生了什麼變化，造成了什麼影響以及危害與景色。 

-蒸汽孔:正因為夏威夷豐富的降水與火山地熱的豐富，所以在這裡有著獨特的火山蒸汽，不過這

裡的蒸汽有著獨特的感覺您能發現嗎？ 

-Halemaumau瞭望台:Kilauea的火山口就坐落於此，在瞭望臺上您可以近距離的觀察到火山

口感受大自然的雄偉，在巨大的火山口中岩漿在不斷的翻滾，如果您夠幸運還可以看到沸騰的岩

漿。 

-Thurston岩漿隧道:岩漿流過的地方偶爾會形成岩漿隧道，但是如此巨大的岩漿隧道實數罕見，

穿梭於隧道之中感受火山噴發的力量。 

-連鎖火山口路:岩漿是毀滅性的，岩漿所流經的地方一切都會被岩漿覆蓋焚毀，在這條路您可以

親眼看到岩漿流過土地時那種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景象。 

具體行程順序與時間可能因天氣，疫情等原因所有變更，以導遊當日安排為主。 

 

6/15 - 8/15 火山島 Naniloa Hotel被整個包下來不對外 

營業，所以改住 Pagoda Hotel或是 Hilo Reeds Bay Hotel(住 HILO需額外加收費用) 

住宿：Pagoda Hotel 或同級 

第 7天 
 - 歐胡島 - 原居地 

描述：免費送機服務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接送機費用，行程中標注的景點門票，酒店住宿, 司機導遊服務費 

行程中標注的餐食 

費用不含 

*以上行程時間僅供參考，如遇節假日休息、特殊情況等原因景點關閉，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

整行程。 

 



 

 

 

預定須知 

溫馨提示 

7/1-12/20需加收旺季附加費 $40-$110/房/晚 

*價格包含外島機票 

*行程順序可能根據外島機票前後有所調整 

*具體價格請諮詢海鷗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