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次享受【美国】低调奢华
美西体验美食+自驾车队深度特色文化游

﹑

引领中国出境游近三十年
专业世界各国时尚奢华﹑米其林美食自驾游
泰国政府商务会议﹑东盟市场产业考察规划



新型豪华旅游方式提共 10大亮点：
●独树一格：全国首发不一
样的自驾游+商务车(或
房车)。2人一辆车,不急
不累带替驾你的自驾你
做主。
●两全其美：精选洛杉矶：
圣莫妮卡海滩自驾浪漫
游海浪沙滩比基尼。体
验拉斯维加斯大峡谷沙
漠自驾体验游戈壁滩，
沙漠，峡谷为你打造非
一般感受
● 三生有幸：体验美西部所
有经典城市特色小镇自
然奇观包含一大世界自
然奇观：美国大峡谷
两大海滨小镇：
圣塔巴巴拉，
北欧风格丹
麦村
三大经典城市：旧金山，
洛杉矶，拉斯维加斯
四大特色小镇：艺术小镇
卡梅尔，冰火双重天棕榈
泉镇海滨小镇圣塔巴巴
拉，北欧风格丹麦村
● 事四顺心：
特别体现自驾
游敞篷豪车本色，奥特莱
斯购物，想购多久你说了
算，把钟爱名牌带回家；
● 五彩缤纷：穿越 1号公路
所有精髓路段，深度完美
领略自驾的乐趣与激情

美国最美 1号海滨公路，17英里，卡梅尔小镇，公路，礁石，海狮围绕着你；
● 六六大顺：亲身体验好莱坞环球影城，星光大道与明星合影
● 七窍玲珑：全程交通跨越海陆空，旧金山蓝金游船+一号公路自驾车+大峡谷飞机，

让你体会非凡的感受。
● 八珍玉食：特别赠送圣莫妮卡海滩篝火野外烧烤大餐一顿； 米其林美食餐厅
● 九天揽月：为您打造只属于您的专属行程，私密体验，让您尽享休闲假期品质服

务，体验不一样美国海陆空
● 十全十美：全程入住品牌连锁酒店



全程精挑细选各地特色美食
旧金山
1.波丁酸面包工厂蛤蜊奶油浓汤

(Clam Chowder)
2.巴布阿甘虾餐厅 Bubba Gump

Shrimp Co 餐厅
3.米其林三星法餐主厨 Corey Lee得
过北美厨艺界最高荣誉之一
James Beard Award winning
chef，评为国际美国第一名厨

4.岭南小馆是中国旧金山总领事退
休主厨所开广式小馆

5.纳帕谷品酒列车 贵族品酒+美食
美景之旅 6.Napa Valley米其林 3
星餐馆 French Laundry法餐美国
《纽约时报》的高度赞誉，被称
为“世界上最好的餐馆”。
加州一号公路美食景观餐厅
蒙特利
1已经火了 150年美景美食餐馆.西
太平洋海边一号公路悬崖小屋
CLIFFHOUSR 吸引了众多食客 他
的粉丝还有包含两位美国总统

2. 查格调查（Zagat Survey）中当
选为“最美的餐厅一西拉马尔餐
厅位于蒙特雷旅游胜地——大瑟
尔（Big Sur）一座 1200 米高的
悬崖上，处美食与美景同享的绝
佳之地。
圣塔芭芭拉
1.Water Grill是位于圣莫妮卡的米其林一星餐厅
2.米其林二星 Melisse（主打海鲜料理）法式餐厅
洛杉矶
1.米其林二星 Providence美式混合亚洲，以海鲜出名的
2.In-N-Out Burger 美国人引为自豪牌美食汉堡店
3.Spago Beverly Hills洛杉矶比弗利山米其林二星餐厅
4.Mr. Chow好莱螐名星推荐中式私房餐厅
5.红酒+雪茄+烧烤大餐，海浪，沙滩，比基尼，最享受视觉盛宴
拉斯
1.米其林三星法餐 Joël Robuchon 先生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法国名厨，
享有“世纪名厨”美誉。

2. 世界十大最佳自助餐之ㄧ 百乐宫自助餐

以上美食项目 可以根据自己预算另选择一般餐食



预定出发日期:2016年 6月 17日

一年一次美国特色文化游
行程线路：
中国—西雅图—人体彩绘大游行—星光火车(西太平洋沿岸铁路)
—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大峡谷—拉斯维加斯—66号公路
—佩吉—马蹄湾—羚羊峡谷—拉斯维加斯—死亡谷国家公园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旧金山—同性恋大游行—蒙特利湾—17英里
—Big Su 大瑟尔—丹麦村—圣塔芭芭拉—棕梠泉—洛杉矶—中国

组车队自驾上路 车种您可自选 多元式报价位各自不同

提共豪华商务车+房车+自驾敞篷车 三位一体





DAY1·6月 17日中国—西雅图 china—Seattle
今日机场集合办理出境手续﹐直飞越太平洋抵达于美国西北角翡翠名城_西雅图﹐
因 《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ness in Seattle），美丽浪漫遐想，外加气候温暖
湿润，依山傍水，因此常年被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导游接团后西雅
图市区游。西雅图”一名来历：西雅图名字来自于华盛顿州印第安人部落的领袖西
雅图。西雅图酋长信奉天主教，并与当地白人新移民建立友好的关系。经提议，
此城市便以西雅图酋长名字命名，并在市内建立他的纪念铜像。【凯利公园】在
西雅图北郊外的一个山岗上，西雅图湖边，山顶的地价最贵因为风景好，所以好
拍景的地方大多被别墅占据。凯瑞公园的两侧都是住房，只有这 100多米长没有
房屋遮挡，从这里可以观看西雅图市容的全貌，以及它的入海口。是拍夜景的好
地方﹐是拍摄西雅图最著名建筑【太空珍塔】最佳之所。太空针塔〈Space
Needle〉是西雅图的地标之一，太空针塔是为 1962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博览会
所设计的，如今已成为西雅图的标志之一。高度有 605英尺，离地面五百二十英
尺高度的瞭望台和旋转餐厅能提供俯看西雅图 360度的全景，市容及围绕其间的
雷尼尔山〈Mt. Rainier〉、奥林匹克国家公园〈Olympic National Park〉及普吉湾
〈Puget Sound〉都能一览无遗。您可以自费上塔浪漫就餐：太空针顶部的旋转餐厅
“摩天城市”，360度旋转一周为整 47分钟。在这里您可以边欣赏西雅图夜景，边
品尝各式美味。

西雅图市区观光所以没有安排自驾游活动



西雅图太空珍塔旋转餐厅
位于西雅图的太空针塔〈Space Needle〉是西雅图的地标之一，太空针塔是为了

1962 年在西雅
图举行的世界
博览会所设计
的，如今已成为
西雅图的标志
之一。太 空针
塔 的 高 度 有
605 英呎，离地
面五百二十英
呎高度的瞭望
台和旋转餐厅
能提供俯看西
雅图 360 度的
全景，市容及围
绕其间的雷尼
尔 山 〈 Mt.
Rainier〉，奥
林匹克国家公
园 〈 Olympic

National
Park〉及普吉湾
〈 Puget
Sound〉也都能
一览无遗。这座
184 米高的建
筑。太空针塔在
地面有一个宽
阔的基座，中部
狭长，顶端是一
个硕大的环形
建筑。这个建筑
的形状看上去
像 一 个 “ 飞
碟”，那是在
科幻故事

当中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飞行器。人们都说，到西雅图，没到过太空针
塔，就像到巴黎，没看过巴黎铁塔一样的扫兴。



西雅图人体彩绘游行
美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节日游行，通常在夏季举行。游行是非营利的民间团体组织
的，自筹资金，民众自发参加。没有艰苦的排练，当然也就没有整齐的方阵。宪法
保护“表达自由”，游行，只是民众表达自己（思想、意愿、情感等）的一种方式。
西雅图，每年在弗里蒙特举行一次集市（Fremont Fair），有吃有玩有展览。夏至游
行（Summer Solstice Parade）是与此关联的一次盛大活动，被称为世界上最性感的
游行。夏天已至。夏天的重要特点是衣服穿得很少。夏至游行对于是否一丝不挂的
规定是“随意”（optional）。所以，成人男女，有的全身“皇帝的新装”。大多数则是
用颜料来代替布料，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次艺术创造的大显身手的机会，同
时也考虑到，看游行的人山人海中毕竟有很多真话脱口而出的孩子。

。







DAY2 ·6月 18日西雅图 Seattle
早餐后往【柏克市场】西雅图市中心的帕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是全美国
最古老的农贸市场，市场终日熙熙攘攘，五颜六色的鲜花和新鲜的蔬果出售，还
有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让人流连忘返。不可不看的【飞鱼秀】那肯定是在欣赏
著名的西雅图“飞鱼秀”。就像杂技表演一般，围观的人群一片欢呼。鱼贩们快乐
的工作气氛不仅娱乐了自己，也感染了前来买鱼的人们。【全球星巴克咖啡创始
店】就坐落于帕克市场对面，来此一游，当然要从这里买上“第一杯”的星巴克咖
啡。【口香糖墙（Gumwall）】位于市场戏院内，墙上粘满了上百万块嚼过的口香
糖，被称全球最恶心景点。如今这面墙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观光地，受到了热爱
艺术的小青年们的热烈美国西雅图帕克市这里的餐馆、咖啡馆、酒吧有超水准的
演出。在好莱坞电影《西雅图不眠夜》中，男主角与友人倾吐心事的餐厅，就是
品尝鲜美食物的好去处。此外，市场里曾被评为“全世界十大酿酒厂之一”的啤酒
屋，每天提供自酿的招牌啤酒。有空的话一定进来喝一杯。那金黄色的啤酒带着
细腻的白沫满溢在杯中。喝上一口，淡淡的，味道好极了。【一年一次独特人体
彩绘自行车大游行】最后安排【水鸭仔之旅】去在西雅图的街上“骑鸭子”在西雅图
街头常常看到“奔跑的大船”，这就是西雅图著名的“骑鸭子”（Ride the Duck），坐
上它不仅可以游览西雅图市“Duck”--鸭子是一种水陆两用的西雅图观光交通工具。
因为西雅图是个港口城市，海湾、湖泊众多，水域辽阔，而陆地多丘陵，地势起
伏大。西雅图是一座港口城市，乘坐独一无二的水路两栖“水鸭车”游览西雅图，是
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由美国军队在二战期间发明的水路两用登陆艇改造而来的
水鸭车，深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喜爱。在西雅图市区的街道上随时能遇到无
数的“水鸭子”，观光车上的男女老少无比欢乐地和行人们招手致意。持有海岸巡防
队认证的水鸭车船长幽默风趣，在带领大家驱车游览的同时，一边向人们讲述西
雅图的历史和当地民俗，一会儿随着粗犷的爵士乐手舞足蹈，一会儿又爆出一连
串的笑话和趣事，引得大家笑声不断。水鸭车一路开到了联合湖（Lake Union），
进入水中，车变成了船，开始在湖面上游弋。平定思绪，静静地欣赏西雅图优美
壮丽的天际线，恍惚间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鸭子”在市中心兜了一圈后，就要下到
联合湖--Lake Union里了，好兴奋呀，开到水里就成了游艇，这时就可以看到沿湖
著名的“水上人家”—Floating Homes，房子就建在水里，像船一样，现在这样的
Floating Home 已经不批了，有些高档的价值 500万美金。在湖里，看桥、看帆
船、看私家游艇，看远处西雅图市中心林立的高楼是绝佳的，就是很冷，天总是
阴阴的，天上常常乌云密布，一会儿下阵细雨，一会儿又透出点蓝天白云。七月
了，依然那么寒凉。西雅图是个被山水怀抱的美丽城市.即使在繁华热闹的市区,不
仅能享受到迷人的海滨风光,还能欣赏到美丽的湖光山色.美丽大气的华盛顿湖就在
西雅图市区边上,湖对面是 KIRKLAND.因湖面广阔,感觉好象到了海边,湛蓝的湖水在
夏日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而湖对面在睛空映衬下显得格外雄伟的雪山似乎近
在咫尺.这种湖,天,山一色的美景往往令人震撼.沿湖边有不少公园,,绿树成荫,绿草成
茵,是当地居民进行户外休闲活动的场所.湖边还有不少游艇码头,每逢夏日一到,各种
各样的水上活动都会在湖面上开展.沿湖边建有许多造型别致,风格不同的住宅,十分
漂亮.湖边的 MEDINA半岛(其实是一个类似半岛的住宅小区),就是福布斯杂志列出的
美国十大富豪居住区之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豪宅所在地.更值得一提的是
世界级的名校,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学...华盛顿大学就在湖畔,更
为华盛顿湖增添了光彩





西雅图吃海鲜美味最佳之地
西雅图 The Crab Pot的海鲜美食
The Crab Pot海味餐厅餐巾上招贴画是一对男女食客在用榔头敲击海蟹任何一个
城市都有自己的美食，西雅图不用说。受城市人群结构影响，西雅图中西餐饮都
很发达。西雅图毕竟是个海滨城市，餐厅海鲜自然丰富。来到西雅图，无论如何
一定要去品尝阿拉斯加帝王蟹的味道，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哦。有一家比较
有特色的餐馆，叫作“The Crab Pot”，他们的特色是把所有海鲜，什么帝王蟹
啊，虾啊，贝壳啊都用水煮熟，端出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大锅盛着，里面还有玉米、

土豆、三文鱼什么的，吃海
鲜的工具很有意思，是一块
小木砧板和一个小木锤，配
个小叉子。那天逛完派克市
场，我们按着地图的指引慕
名而去，就在海边，靠近摩
天轮和水族馆的地方。那时
已经是下午 2点多了，等候
吃饭的人依然很多，在西雅
图餐馆吃饭，服务员会记下
你的名字，轮到你的时候是
叫你的名字的。我们大概等
了 20多分钟，终于轮到我
们了。我们点了一个海鲜
锅，来吃饭的人大部分是美
国人，看着周围的人拿着小
木锤敲打着巨型的帝王蟹
脚，感觉很有意思。我们的
海鲜锅来了，好大的一只蟹
脚，有我半个手臂长了，我
们迫不及待的拿起小木锤，
轻轻一敲，把蟹脚敲开，然
后用叉子把蟹肉取出来，放
入口中，哇，愿望成真了，
味道棒极了。这么好的海鲜
如果用中式烹饪法，清蒸或
是蒜香炒蟹，味道一定无与
伦比。



西雅图其它推介之旅
【玻音之旅】
西雅图波音飞机工厂（Boeing Factory）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飞机组装工厂，已作为
世界上体积最庞大的建筑物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占地达到 399,480平
方米，波音民用飞机集团的大部分飞机均在此生产，在这里试飞、校调后，飞往世
界各地开始航空服役，包括波音 747、波音 767、波音 777和最新的波音 787。波音总
公司虽然已在 2001年从西雅图迁往芝加哥，但工厂仍继续营运，巨大的机棚里可同
时进行六架巨无霸客机、八架 B-767客机的组装工程。

【华盛顿精神号晚餐火车】
想要饱览西雅图秀丽湖光山水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搭乘”华盛顿精神号火车。我
门先前往附近伦顿小镇出发﹐沿着华盛顿湖行驶。全程约 3小时﹐火车一路穿过茂
密的森林﹐在火车上可欣赏西雅图的摩天楼群﹑西雅图象征(号称美国富士山__雷尼
尔山隔者埃利奥特湾相望的奥林匹克山脉。火车一共有七节车厢，其中 3节是是景
观车厢(Dome Seating)，会在火车提共前餐、后抵达【哥伦比亚酒庄】停留四十
五分钟，品尝酒庄美酒，回程再送上主餐甜点。

【北美富士山雷尼尔山之旅】﹑【天崩地裂圣海伦火山】

【因本行程另有活动安排时间冲突所以上述市郊不安排】



DAY3 ·6月 19日西雅图—洛杉矶 Los Angeles
自驾讲习
早餐后上机场，飞往天使之城洛杉矶，先入住酒店后基本培训美国交通法规后往
租车公司提车后网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县西部的一条街道。它从洛杉矶市中心的菲格罗亚街（Figueroa Street）延伸至位
于宝马山花园（Pacific Palisades）的太平洋沿岸公路。这条街道早已成为好莱坞
名流文化的标志符号，【日落大道】早已成为好莱坞星光璀璨的代名词。这条著
名街道途径埃克公园（Echo Park）、希尔维湖（Silver Lake）、卢斯费丽斯（Los
Feliz）、好莱坞（Hollywood）、西好莱坞（West Hollywood）、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霍姆比山（Holmby Hills）、贝沙湾（Bel-Air）、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和宝马山花园（Pacific Palisades）。除了西好莱坞和比弗利山两地
是独立的联合市（Incorporated Cities），上面提到的其它地名都是洛杉矶市的行
政区或是社区。在洛杉矶市贝沙湾区，日落大道沿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北界
向西延伸而且它还是一条分割南部西好莱坞和北部西好莱坞的邮政编码分界线。

提车验车培训准备自驾交规课程



天使之城洛杉矶 Los Angeles



今日吃什么？米其林星级餐厅 Water Grill
是位于圣莫
妮卡的米其
林一星餐厅，
离 santa
monica 海滩
不远，海鲜新
鲜，口味清
淡，服务态度
热情周到。在
用餐的同时
还可以享受
到 santa
monica 海滩
的落日，使得
此处是非常
值得一去的
餐厅。

地址：1401
Ocean Ave Santa Monica，CA 90401，USA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 11:30-23:00，周五、周六 11:30-0:00。
电话：+001-3103945669网址：http://watergrill.com

米其林星级餐厅 Providence
不仅拥有米其林二星，而且被评委美国最著名的 50家餐厅之一。美式混合亚洲，

以海鲜出名的，Providence的装
修很古朴，别致，虽不是那种奢
华的美，但是给人 一种很安逸
舒适的感觉，每个桌子上都摆着
一枚蜡烛，在蜡烛台的映衬下，
摇曳生姿。桌上的餐具应该都是
银质的，很有档次和品味。每个
高档的餐厅貌似都有个长的像
摩根佛李曼的老爷爷做接待，这
家貌似也不例外。餐厅里的
waiter都穿着很合身的西装，一
个个精神抖擞并且富有热情的
样子. 总之，这家餐厅的气氛环
境一流，服务也是超一流的，价
格在同等

级的餐厅中属于比较合理的，有些菜品还是非常让人惊艳的，但是在甜点的方面
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饱餐一顿之后，应我的要求参观了厨房，厨房里的一切都
\井井有条，感谢主厨送上的美好的一餐，并与二位主厨亲切留影留念。

http://watergrill.com


DAY4·6月 20日洛杉矶-拉斯维加斯
Los Angeles -Las Vegas

早餐后驱车前往美国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在这里您可以观看电脑控制的火山爆
发景象、大型喷
泉芭蕾、街头灯
光表演，可以看
到世界上最奢
华的一面。抵达
世界第一大赌
城拉斯维加斯，
有兴趣可到希
尔顿，米高梅，
凯撒宫，金银
岛，金字塔，马
戏团，海市蜃楼
等巨型赌场内
一试运气，并欣
赏彩色缤纷的
神奇夜景，犹如
天上人间，更可
自费观赏举世
知名的豪华歌
舞表演。晚餐后
自由选择观看
表 演 秀 ： Las
Vegas这座人间
天堂最不缺的
就是精彩和热
情，你可以在这
里瞬间倾家荡

产或者华丽转身为亿万富豪、可以一秒闪婚变已婚者、可以沉醉在“愈夜愈美丽”的纸
醉金迷里……你最不能错过的，当属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秀：O秀，K秀等。入夜后拉
斯的夜景，五彩霓虹，尖端科技的特效噱头令人赞叹神奇，抵达拉斯维加斯后您可
观赏夜景［不少于 120分钟］，参观威尼斯大酒店（建于酒店 2楼的威尼斯运河上，
有来自意大利的专业歌手摇荡着冈多拉小艇唱起浪漫情歌，威尼斯天幕广场弥漫着
动人的音乐和咖啡的清香）、百乐宫大酒店（欣赏酒店外世界独有的灯光音乐水舞、
酒店大堂天幕上奇异的玻璃花海、斥千万美元巨资收集奇花异草构成四季不同主题
的室内花园）；观看摄人心魂的火山爆发。今晚我们将时空化为人工的奇景让您在
有限的时间里达到无限的欢乐与喜悦。
我们特别安排
(1.) 米其林三星餐厅---Joël Robuchon晚宴。
下车参观：
行车参考时间：洛杉矶-拉斯维加斯 Los Angeles Las Vegas 400KM(4.H)





沉醉在“愈夜愈美丽”的纸醉金迷魔幻之都-

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今日吃什么？Joël Robuchon
加长林肯礼车去 MGM饭店吃豪华法餐

Joël Robuchon 先生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法国名厨，享有“世纪名
厨”美誉。他在 38岁时便为餐厅取得了米其林三颗星的至高荣誉，成为迄今为止
最年轻荣获三星的天才厨师。他在世界各地都拥有自己的星星餐厅，包括香港，
澳门，伦敦，纽约，巴黎，台北和东京等地共拥有 26间被赋予星级荣誉。顶级餐
厅，价格当然也是顶级的，如果有幸能在拉斯维加斯赢到大把的银子，不妨可以
来此体验一次用餐。特意用了“体验”这个词，是因为来过这里的客人都会用 Once
a life time experience (一生一次的经验)来形容这里。每位预约来进餐的客人，Joël
Robuchon会提供免费的加长林肯派专用司机来接客人用餐餐厅位于拉斯维加斯
MGM 大酒店内，走到门口便已感到有强烈的奢华气势袭来。这里也有 12道式的
Tasting Menu，如果有“视金钱为粪土”的客人不妨可以试一下这款 12道菜的主厨精
选套餐。



DAY5·6月 21日 ·拉斯维加斯-佩吉 Las Vegas –Page
怀旧体验美国西部开拓梦想之路 66号公路

19世纪末期，66号公路不过是条仅能供马车行驶的泥土路；然而到了 1926年，
政府有鉴于

交通运输的需要，
花大笔经费将断
断续续的道路连
接起来，因为地形
高低起伏，修建不
易，历时十余年总
算竣工。当时的美
国正经历了「经济
大恐
慌」时期，66

号公路的修建工
程，为当时萧条的
经济提供了上万
个就业机会，帮助
了众多的工人维
持生计。此外，根
据资料显示，美国
中西部曾经历过
一场 大旱灾，广
大的土地顿时变
成了寸草不

生的干旱之地。当
时许多的农民被干旱逼至穷困潦倒，于是收拾起仅
有的家当，与家人沿着 66号公路，一路往加州前进，希望在西部追求财富、展开
新的生活。因此，66号公路在当年的美国人心中，是条象征梦想、实践美国
梦的大道。 如今驾车驰骋在历史悠久的 66 号公路上，放眼望去，可见到玉米
田、印第安保留区以及一望无际的沙漠。广阔的黄土上，仙人掌零星地散布
期间，充满了西部牛仔风情；许多片商拍摄西部电影或影集，都选择在 66号公
路沿途取景。一趟 66号公路之旅，仿佛掉进了时光隧道一般，回到了西部牛仔
风行的时代。公路小镇旁贩卖冒着气泡水的酒馆，霓虹灯闪烁的汽车旅馆，古式
而老旧的加油站，西部的传奇逸事在眼前一一上演。怀旧的人肯定会爱上 66号
公路所营造的气氛，不妨任选一间奇特的小酒馆停歇，喝杯啤酒，享受这单纯而
节奏缓慢的往日情怀。有旅人曾经驾驶一辆凯迪拉克敞篷车，沿着 66号公路横
贯美国，从芝加哥一路开到洛杉矶，这长达近 2500 英里的旅程，沿途的景致
好比“美国的传奇故事在你眼前一幕幕展开”，“虽然漫长但你不会想匆促就走
过”。对于许多来 66号公路“朝圣”的旅客，这段路程犹如“回顾过往、体验
西部风情的梦想之路”





科罗拉多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

大峡谷国家公园位于亚利桑那州北边，占地 1904平方英里，成立于 1919年。大峡谷在
1979年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名单。大峡谷国家公园位
于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凯巴布高原。面积 2724.7平方千米。又称“科罗拉多大峡
谷”。它大体呈呈东西走向，全长 350千米，平均谷深 1600米。峡谷顶宽 6～30千
米，峡谷往下收缩成 V字形。两岸北高南低，最大谷深 1500多米。谷底宽度不足
1000米，最窄处仅 120米，科罗拉多河从谷底流过。 大峡谷国家公园分为南峡、
北峡、和内峡三部分。(您或许还听说过西峡这么一个名称，这部分峡谷紧邻大峡
谷国家公园西侧，属于印第安人保护地，并不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三部分峡谷
各有特色。北峡海拔高度最高(大约 2400米)，降水机率比较大。南峡是大峡谷最受
欢迎的一部分，90%的大峡谷游客访问南峡，平均海拔高度 2100米，距离谷底约
1500米。内峡地势比较低，隐藏在南峡与北峡之间，更靠近东部的沙漠。



科罗拉多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





DAY6·6月 22日·佩吉-拉斯维加斯 Page–Las Vegas
上帝杰作 马蹄湾与羚羊峡谷

来到 PAGE小镇，一定不能错过两个景点：一个是羚羊峡谷，另一个就是马蹄
湾。马蹄湾不仅是免费的，更重要的是虽然它只有一个观望点，但就这个点的震
撼程度来讲，世界上难以找出第二个。它的土质就像犹他的土质一样，因为含大
量的铁和锰金属所以在阳光下闪耀着美丽的金属红色。其次，切出这个湾的科罗
拉多河是翡翠般的绿色，红色的土和绿色的河相得益彰，从颜色上来说非常赏心
悦目。再者，它的湾很圆润，从形状上来讲很美。最后，这个湾够深够大，所以
这个湾才够气势！俯视科罗拉多河时，你可以望到其中的像苍蝇般小的船。

世界十大地质奇观之一的羚羊谷，是佩吉附近的一个最著名的风景。这里是印第
安部落 Navajo的辖地，游客需要在佩吉小镇的羚羊谷旅游中心，花 29美元搭乘
印第安人的专门旅游车前往参观。羚羊谷里，红色的岩石上的那条裂缝里穿透下
来的阳光所造成的光怪陆离的神奇视觉效果，是除非亲临现场才能相信大自然是
如此地奇妙！羚羊峡谷(Antelope Canyon)是世界上著名的狭缝型峡谷之一，也是
知名的摄影景点，位于美国亚利桑纳州北方，最靠近的城市为佩吉(Page,
Arizona)，属于纳瓦荷原住民保护区。羚羊峡谷在地形上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
称为上羚羊峡谷(Upper Antelope Canyon)与下羚羊峡谷(Lower Antelope Canyon)。
羚羊峡谷的出口只有一人多宽，山洪从这里以惊人的力量喷涌而出。羚羊峡谷的
通道的光线也千变万化，只有正午很短的一段时间阳光才能透过几处间隙照到谷
底。亚利桑那州佩奇城附近的羚羊峡谷是北美最美丽的峡谷，它幽深、距离不
长，但沿着山势深切地下。这里的地质构造是著名的红砂岩，谷内岩石被山洪冲
刷得如梦幻世界。

http://www.ftourusa.com/2013/zt/lvgl/2013/1220/3295.html


科罗拉多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 马蹄湾



佩吉玲羊峡谷万年河水冲蚀光射幽景



今日吃什么？
世界十佳自助餐 百乐宫酒店自助餐

美食：建议去吃酒店里的自助餐，价格真的不算很贵，里面会有各种海鲜，各
种料理，还有霸王蟹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哦~今天我们来到著名的百乐宫
酒店，来品尝一下慕名已久的百乐宫自助餐，餐厅的装潢不如拉斯维加斯其它自
助餐厅那么雍容华贵。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会为你带来高端的自助享受。
地址： The Buffet Bellagio  3600 Las Vegas Blvd Overpass Las Vegas, NV 89109,

United States
电话+1 702-693-8111



DAY7·6月 23日·拉斯维加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今日勇闯死亡谷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死亡谷中的一片区域内，存在着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那里的巨

大石块会自行缓慢移动，从而在干涸的湖床上留一道长长的轨迹。这一奇怪的现象
困扰了科学家长达数十年，但至今没有人能够亲眼目睹石块的实际移动过程，也没
有人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合理解释。（其中有一个解释：原因是风！当风向东刮的
时候，石头就被推着向东移；当风向北刮的时候，石头就被推着向北移。当然风是
怎么能推动石头的呢？死亡山谷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一，可是晚上却非常冷，有
时还有暴风雨。雨水使坚硬的地面变得又软又湿，加上风，于是地面的水就变成了
一层薄冰。这时大风就能使很重的石头沿着平坦光滑的地面移动了。早上太阳出
来以后，又把地面晒干了前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是美国西部最美丽、参观人数最多
的国家公园之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部内华达山脉上。园内沙漠拱丘，瀑布流
水，郁郁葱葱的草地，这些壮阔的景象，为它迎来了许多游客



一生必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Yosemite National Park
是美国西部最美丽、参观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之一，与大峡谷国家公园、黄石
国家公园齐名。公园以优胜美地山谷闻名于世，以优胜美地溪谷为中心，峡谷
内有默塞德河流过，以及一些瀑布，包括著名的优胜美地瀑布。景观中还有许
多美丽的山峰，其中最著名的是船长峰。作为美国最好的国家公园之一，旅游
者可以体验它那奇迹般的美丽。



DAY8·6月 24日·-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那帕山谷
Yosemite National Park→ Napa Valley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是美国西部
最美丽、参观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之一，
与大峡谷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齐名，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部内华达山脉
（Sierra Nevada，西班牙语：下雪的
山）上。此国家公园以其约塞米蒂山谷
闻名于世，相传约塞米蒂是从前住在这
里的一个印地安部落的名字。约塞米蒂
山谷在上一次冰河时期被冰川覆盖，山
谷呈U字型，两旁峭壁上到处可见由冰
川切削过的痕迹，最有名的莫过于半圆
丘（Half Dome）了。山谷到处挂满了
瀑布，最有名的是约塞米蒂瀑布。冰川
退去后，约塞米蒂山谷曾经历多次泛滥，
谷底形成一片泛滥平原，优美的麦斯德
河（Merced River）从中流过。位于美
国中加州内 华达山脉的西麓，1890 年
建成，占地面积达 2849 平方公里，是
美国景色最优美的国家公

园之一。公园以约塞米蒂溪谷为中心，峡谷内有默塞德河流过，以及一些瀑布，
包括著名的约塞米蒂瀑布。景观中还有许多美丽的山峰，其中最著名的是船长
峰，这是一个由谷底垂直向上高达 1099 米的花岗岩壁，是世界上最高的不间断
陡崖之一。公园内的地势落差极大，不断映入眼帘的山峰、峡谷、河流、瀑布，
构成了山谷内鬼斧神工的雄伟景色。园内有 1000 多种花草植物，生长着黑橡
树、雪松、黄松木，还有树王巨杉等植物。其中有株称为巨灰熊的巨杉，估计已
有 2700 年的树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树木。“约塞米蒂”一词在印第安语中
意即灰熊，是当地印第安土著的图腾。相传一千多年以前，北美的印第安人就已
经在这片广袤的谷地里生息繁衍。1864 年，美国总统林肯将约塞米蒂谷划为予
以保护的地区，因而约塞米蒂谷被视为现代自然保护运动的发祥地。是美国国家
公园内极耀眼的一颗明珠，约塞米蒂占地 1,100 平方英里的面积，园内高度落差
极大，从公园边靠近 140 公路 El Portal 的两千尺高度至 Mount Lyell 高峰的
一万三千尺。冰河将〈pre-Pleistocene〉约塞米蒂的蜿蜒的小河及起伏的小丘
转变成雄伟壮观的地形。为了要保护公园的原貌，美国总统林肯于 1864 年六月
三十日将优胜美地谷蝴蝶林〈Mariposa〉林内的美洲衫巨木林设为美国国家的
第一个州立公园，三十六年后，优胜美地成为国家公园。早餐后前往方圆 1200
平方英里（约 3107 平方千米）的泰伦恩草地，包含巨衫林的大型红杉站景点；
在 1878 年被挖空的直径达 30 英尺（约 9米）的隧道树，汽车可以通行；走进
绵延 17英里（约 27 公里）的半圆丘和哨兵丘，欣赏的优胜美地山峰和瀑布。
下午纳帕谷位于北加州，大约在旧金山东北方向 80公里处，是全世界最著名的
葡萄酒产区之一。谷地长 56公里，独特的地理景观与气候形态，近似地中海地
区，更是培育高品质酿葡萄酒的理想地点。



今日吃什么？
纳帕谷 Napa Valley, 法国洗衣店米其林三星 French Laundry

Napa Valley最著名的米其林 3星餐馆. The French Laundry是一家法国餐厅，其
厨师和老板均为托马斯•凯勒先生。这间餐厅的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0年，这
所房子现在已经被列为“美国国家历史遗迹名录”。自 2006年以来，它便成为米其
林指南推荐的三星餐厅。此外，它还曾受到美国《纽约时报》高度赞誉被称为
“世界上最好餐馆”。美国加州的纳帕谷 Napa Valley, 一年四季阳光明媚，雨水充
足，因此能种植甜美的有机蔬果，于是许多的厨师纷纷来到这里，其中最负享盛
名的，就是美国当代名厨 Thomas Keller 于 1994年在 Yountville开设的“French
Laundry” 法国洗衣店餐厅。 这个奇特的名字源于餐厅原址在上世纪 20年代是一
家蒸汽洗衣房，后来成为乡村客栈、再演变到餐厅，Thomas Keller 沿用的古老
的名称，但是却奉献上一道又一道绝妙现代料理，征服了一张又一张最挑剔的
嘴。这是一座建于 1890年的洗衣房改造而成的石屋餐厅，餐厅四周种满了玫瑰
和藤蔓植物。可露天就餐，适合情侣约会。
地址：6640Washington St , Yountville, CA 94599电话：(707) 944-2380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 5:30 pm - 9:30 pm

周五~周日：11:00 am - 1:00 pm，5:30 pm - 9:30 pm



DAY9·6月 25日·那帕 Napa Valley,-旧金山 San Francisco
上午纳帕谷品酒列车，马上启程！

如果到北加州著名葡萄园区纳帕山
谷度假或者旅行，不妨考虑这里独特
的豪华观光旅游列车。“纳帕谷葡萄
酒列车”（NAPA VALLEYWINE TRAIN）以
美仑美奂的餐车、桃心木精工雕琢的
装饰以及香醇的葡萄美酒为著名，是
来到“纳帕谷”绝不能错过的享受。车
身上装饰一条香槟红的火车每天定
时穿梭在无尽的田园绿野中，那青葱
的绿野便是全美最有名的酒乡“纳帕
谷”。蓝天白云、天高云远，美阳下
是光影交加的山峦、田野、庄园、庭
院。那田

野散发出的阵阵清香，那片片黄绿交加 的葡萄园，那幢幢建筑风格不同的酒庄，
那树影婆娑的庭院，在秋日中都显得格外多彩明媚。坐在观光火车上，眼前闪动
的景色宛若一幅幅中世纪画卷。时不常看到牛羊悠闲地吃草，那肥牛，那硕羊，
那似乎永远嚼不尽的芳草萋萋，使得秋季的纳帕谷，风光美如一幅可以卧游的古
人手卷。令观赏之人走进这样的景色中，身心放松，闲情逸致倍生。

我们特别安排纳帕谷品酒列车（Napa ValleyWine Train）
下车参观：纳怕酒庄双峰山叮当车(Cable Car)
行车参考时间：纳怕市 260KM (3H)－旧金山．



今日玩什么？纳帕谷品酒列车，马上启程
自从 1989年投入运营以来，纳帕山谷红酒列车已经成为了一种广为人知的旅行方

式。纳帕山谷葡萄酒列
车是由纳帕山谷铁路
公司运营的（一个最早
在 1864年建立，而后
又获得重生的铁路公
司），它连接起卡利斯
托加、瓦列霍和加利福
尼亚全场 42英里的地
区。正如今天所起的作
用一样，建立铁路线最
初的目的是为了把游
客带进美丽的纳帕山
谷产区（比如旅游城市
卡利斯托加）。葡萄
酒 旅 游 列 车 由

1915年制造的 Pullman普式车厢改装，除精致的三餐佳肴外，还
有葡萄美酒供旅客小酌。

纳帕谷红酒列车又
是一辆行驶在纳帕
谷腹地的古董火车
餐厅，总行程 25
英里。列车有两个
火车头，三个车上
厨房，和一系列罕
见的 20世纪早期
的古董车厢。美国
知名的主厨 Kelly
Macdonald 坚持只
选用最新鲜的当季
食材，绿色蔬果，
以人道方式饲养的肉类，以及用钓鱼方式捕捉、或以可持续方式养殖的鱼类。所
以，车上享用的美餐随着季节不同而不同，都是色香味俱全。

观光列车分不同档次
和行程，也有中餐和
晚餐的区分。一般午
餐着装可以随意些，
晚餐因为有鸡尾酒
宴，会应该着装正式
些。 Gourmet Express
（美食专列）——重
温复古豪华的列车用
餐体验。前往酒庄的
行程中享受正式的午
餐服务，回程时间则

在休闲车厢舒适的天鹅绒椅上喝着咖啡吃着甜点度过。Vista Dome（拱形观景车
厢）——私密，安静，尊贵。独特的拱形古董玻璃天顶坐拥 180度的开阔视野，
将纳帕谷风景尽收眼底。



DAY10·6月 26日·最美城市旧金山 San Francisco
一年一次旧金山同性恋大游行

安排市内游览：富有意大利风
情的渔人码头，它是旧金山充满
快乐气息的地方。安排搭乘恶魔
岛游船，登上素有《恶魔岛》之
称的阿卡特兹岛参观，这是以前
美国联邦政府囚禁重大恶犯的
地方，且因电影《绝地任务》为
其背景故事而使其声名大噪。游
览金门大桥此桥是旧金山最知
名的景点，不仅成 为旧金山的
地标，在全美更是享有首屈一指
的声誉。返回旧金山市区。中国
城位于旧金山市区的中心，当叮
当车行经布什街和格兰街的交
叉口，就可以看到中国城的入口
牌楼，下车后，开始浏览深受观
光客喜爱的中国城。这里到处都
是中英文对照的招牌和路牌，城
内有很多中国风味的店铺，餐厅，
美食街，庙宇，博物馆和纪念品
店。这里多以粤语和中文交流，
宝塔式的屋顶和装饰漂亮的阳台
是中国城建筑的主要特色，街灯
也是雕龙刻凤的。中国城的主要
干道是格

兰特大道，每年的中国
新年和中 秋节庆盛会
都在这里举行。每年 6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星
期日，在旧金山市区的
市场街（MarketStreet）
会举行“男女同性恋自由
日”的大游行。这不仅是
旧金山市区里的同性恋
者的节日，也是旧金山
市所有民众的狂欢庆
典，同时这项活动也会
吸引全美或全世界的游
人来到旧金山共同庆祝。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742.html


今日玩什么？
渔人码头
的标志是一个画有大螃蟹的圆形广告牌，找到了“大螃蟹”，就到了渔人码头，也就
到了旧金山品尝海鲜的首选地点。渔人码头附近沿海盛产鲜美的螃蟹、虾、鲍
鱼、枪乌贼、海胆、鲑鱼、鲭鱼和鳕鱼等海产，品尝海鲜的最佳时节是每年 11月
到次年 6月之间。这时候来到渔人码头，人们可以吃到上好的丹金尼斯大海蟹
（Dungeness Crab）。海鲜烹饪的方法很简单，红烧、椒盐这些会损害海鲜原味的
做法都被白灼取代。没有了调味料的掩盖，海鲜的新鲜程度、肥嫩程度以及烹饪
时的火候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鲜美的程度难以言表。

恶魔岛
以前美国囚禁恶性重大的囚犯的地方，在这里关过的恶徒包括芝加哥「教父」卡
邦（Al Capone）、杀人如麻却又天赋异禀，对鸟类极有研究的「鸟人」史特劳

德（Robert Stroud）和冷血的「机关枪」杀手凯利（George Kelly）等。他们被送到
这里-的原因，是因
为这座岛屿四周有
着冰冷汹涌的波
涛，和凶残嗜血的
鲨鱼，逃狱活命绝
无可能，而透过监
狱的铁窗遥望，可
依稀见到美丽而生
机无限的旧金山，
这对他们无异是另
一种残酷的刑罚。
恶魔岛监狱于 1963
年废止，现于金门
大桥同为旧金山湾
的着名观光景点。
1996 年迈克尔 ·贝
Michael Bay执导、
尼 古 拉 斯 · 凯 奇
Nicolas Cage 、 肖
恩 · 康 纳 利
SeanConnery 、 艾
德·哈里斯 Ed Harris
等众多巨星主演的
的《勇闯夺命岛》，
主要拍摄地点就在
旧金山的恶魔岛。
该片被世界公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巅
峰动作片之一，恶
魔岛的全球知名度
因此得到了大大的
提升。影片英文名
正是此岛的英语俗
称”The Rock“。



一年一次旧金山同性恋大游行
每年 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日，在旧金山市区的市场街（MarketStreet）会
举行“男女同性恋自由日”的大游行。这不仅是旧金山市区里的同性恋者的节日，
也是旧金山市所有民众的狂欢庆典，同时这项活动也会吸引全美或全世界的游人来
到旧金山共同庆祝。2016年 6月 26日（星期日）旧金山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再次把
旧金山市场街变成狂欢的海洋。1000位女同性恋者骑着重型机车作为开路队伍，
紧接着由男同性恋者脚踩单车进场。据了解，有 200余个来自旧金山湾区以及全美
的 200多个同性恋队伍、300多家参展商参加 2014年旧金山同性恋骄傲大游行活
动，吸引了约百万人的观光人潮。周日的同性恋大游行中，无论是游行者还是围观
民众，很多都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色衣服，也有很多游行者穿着清凉的比基尼或赤裸
上身游行。2014 年旧金山同性恋大游行的主题是“让我们的世界因骄傲多姿多
彩”（Color Our World with Pride）。活动从早上 10 点在市场街与 Beale 街交
叉口开始作为起点，一直到市场街与 8街街口为终点。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与夫人
以及一众市府政要参加了此次游行，李孟贤和夫人身着红色短袖衫配合游行主题。

此次活动的主题一样，我们在庆祝同性恋的节日，同时也为世界传递关怀和友爱
的精神。此次活动是旧金山市民在平日里繁杂的工作之余释放压力、展示自己的一
种有效方式，“我们每天都会做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周末也同样。作为旧金山市
民我感到十分骄傲，在这里我们与各族裔的同性恋者、非同性恋者一起把城市变得
更美丽。”围观此次游行的民众约有百万余人。然而“场上”与“场下”的气氛旗
鼓相当，各有特色。。



今日吃什么？旧金山到访游客必点
波丁酸面包工厂
在旧金山市当地可以说得上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明
星面包连锁店”。之所以说它
是 “明星面包店”，并非是指
面包店的店主是明星，而是
这里每天新鲜出炉的酸面包
(Sourdough)堪称是“面包界的
明星”，不仅天天都有慕名前
来的粉丝捧场，还要应付众
多络绎不绝的餐厅订单。除
了酸面包，这里还供 应蛤蜊
奶油浓汤(Clam Chowder)、辣
味牛肉汤(Beef Chili)等旧金山
市特色美食爱尝鲜朋友不妨
前来一试。著名的"波丁酸面
包工厂"（Boudin Sourdough
Factory）就在杰佛森街上"蜡
像馆"的对面，那是一栋红顶
黑墙的法式建筑，墙上漆着
醒目的标志。大楼前有露天
座以供食客尝新，另在 39
号码头购物中心也有分店。
酸面包是法国移民传入美国
的，做法是先用水和面粉混
合酵母，放在室温中发酵做成"引子"（Starter），再用它来做面包，一般是估成
圆盘大小，有特殊的酸味，而且质地软韧，很有咬劲。商家常将面包内部挖
空，盛入奶油蛤蜊汤食用（每份约美金 5元），配上刚 煮熟的丹金尼斯巨蟹
（Dungeness Crab），最富渔人码头风味。
巴布阿甘虾餐厅 “他们的口号：食物就是英雄！”
巴布阿甘虾餐厅 Bubba Gump Shrimp Co 餐 厅是全美的著名旅游目的地。它位于
旧金山渔人码头的 39号码头，巨大的窗户让它拥有良好的海景，顾客能在享受美
食和温馨服务的同时从窗外看到恶魔岛、海湾大桥，有时甚至能看到海上飞机。
从精心准备的鲜鱼，文火烤制的肋排到它丰富的色拉和让人难以忘记的甜点，他
们用的全是最好的食材。你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 Cajun虾（Cajun Shrimp） 新鲜
又大只的鲜虾，用 Cajun酱和黄油煎过，幼嫩而有弹性的口感，配蒜香浓郁的大
蒜面包，非常美味专卖美国南方的口味的海鲜菜，虾料理得特别好，饮料也很有
特色。它的创业灵感来自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主角阿甘生于美国南
部的阿拉巴马州，后来与好友伯从事捕虾业，这就是这家餐馆为虾为主菜的原
因。主菜"阿甘虾"（Forrest"s Shrimp Net Catch）是以啤酒蒸熟的虾配上马铃薯、萝
卜、芹菜与玉米食用，每道 $14.99 元。饮料则是在调配好后，由侍者当用摇晃使
滋味均匀，再送到食客的桌上，其中招牌饮料"三角洲的日落"（Delta Sunset,
$5.95）酸甜适口又冰透，喝来令人心旷神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家餐馆的侍者
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餐桌上有几个做得像汽车牌照的铁牌，如需要侍者服务
就亮出 "STOP ， FORREST STOP"（停，阿甘请停）的牌子，他们见牌就会停下来
招呼，如不需要服务则祭出"跑，阿甘快跑"（RUN，FORREST RUN）的铁牌即可，煞
是有趣。

http://baike.baidu.com/view/849494.htm


旧金山 San Francisco著名的景观~~金门大桥

美国的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是世界上最长的斜拉桥，它位于旧金山
的北端，连接着对岸的麦林县（Marin County），是美国 101国道的关键所在。
金。整座大桥由 27572根直径约为 93毫米的钢索构成，并漆上橙色，这样既可
以防止桥索在大雾中被锈蚀，又可以提醒广大的驾车者。每天在桥上经过的轿
车达 12万辆之多。金门大桥是 20世纪 30年代桥梁建筑的杰作。在一些著名
的电影大片中，金门大桥也常常被作为最合适的外景拍摄地。

金门大桥是世界著名大桥之一，被誉为 20世纪桥梁工程的一项奇迹，也被认
为 是旧金山的象征。金门大桥的设计者是桥梁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
斯 Joseph .Struss，人们把他的铜像安放在桥畔，用以纪念他对美国作出的贡
献。大桥雄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宽 1900多米的金门海峡之上。金门海峡为
旧金山海湾入口处，两岸陡峻，航道水深，为 1579年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德
雷克发现，并由他命名。



DAY11·6月 27日·最美城市旧金山 San Francisco
早餐之后前往旧金山市中心联合广场。联合广场附近的大商店、名牌商场林立，是购

物者的天堂。这里是旧金山的商
业中心，号称旧金山的“第五大
道”。 旧金山著名的人文景观~~
叮当车(Cable Car) 叮当车是旧
金山重要标志之一，到过旧金山
市中心的游客大多数都体验过
这有着百年历史的，时值今日在
汽车马力十足的今天，依旧可以
扮演 着重要的交通工具的叮当
车。所谓叮当车，是人们对
Cable car的一种爱称，因为缆车
在启动停靠时，司机都会手动摇
玲示意行人注意，叮当声不绝于
耳，此起彼伏，当走在市中心的
街道时，热闹新奇有趣。旧金山
铛铛车。旧金山市区与周围城镇
均以桥梁相连，色彩缤纷的低层
小楼盘山而建，市内有大小山峦
42座，不少街道非常陡斜，最陡
处达 20-45度，这些地段的公共
汽车只能使一种特制的电缆车，
开车的司机还需要一定的驾驶
技术。作为一个体验旧金山城市
生活风情的旅游项目，如今这种
叫 CABLE CAR的“铛铛车”大受欢
迎，黄昏时分，搭乘一辆老字号
的木制缆
车，抓着扶手吊在车边欣赏

一路的旧金山市容和风情，仿佛回到了 100年前旧金山
城市生活。闻名天下的旧金山铛铛车即有轨缆车系统是由苏格兰工程师于 1873年设
计的。缆车搭在持续前移的钢缆上，钢缆被放置在大街的中心线上，整个线路为环
形，司机通过一根钳形杠杆来控制车的移动，平均运行速度为每小时 30公里-40公
里。旧金山的有轨缆车仍然有三条线在运营。最受欢迎的是鲍威尔——梅森线和鲍
威尔——海德线，它们均使用单向行驶的车辆。旧金山铛铛车有时会因为乘坐者众
多而拥挤不堪，但人们仍然习惯于搭乘。有轨缆车提供了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旧
金山最美的城市风景 双峰山，这是旧金山偏南侧的一个制高点，俯瞰全市、海峡、
还有两座跨海大桥，风景绝佳！最美的是夜景，但是天气原因，很少有人能看到完
整清晰的夜景。如果遇见，那真是太好运啦

我们特别安排 米其林三星 BENU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742.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742.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0742.html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今日吃什么？
米其林三星BENU

BENU位于旧金山市区,现代美术馆(SFMOMA)后方, 这儿离最热闹的联合广场(Union
Square)步行也只需十分钟。主厨 Corey Lee 来头可不小，Corey Lee曾得过北美
厨艺界最高荣誉之一——James Beard Award winning chef，也曾在享誉国际美国第

一 名厨 Thomas Keller所开设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The French Laundry琢磨过八个年头
(被列为北美最优的餐厅) 菜单只有一式, 共 19道菜, 索价 USD195, beverage
pairing USD150。
地址：22 Hawthorne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营业时间：周二~周六：5:30 pm - 9:00 pm 电话：(415) 685-4860



著名的人文景观~~叮当车(Cable Car)
叮当车是旧金山重要标志之一到过旧金山市中心
的游客大多数都体 验过这有着百年历史的，
时值今日在汽车马力十足的 今天，依旧可以扮
演着重要的交通工具的叮当车。

著名的远眺景观~~双峰山
双峰山 TWIN PEAKS是旧金山最高处，从这里可 以清楚地看到旧金山作为海
湾滨城的地理布局。双峰山海拨只有 280米，却是旧金山的最高峰，从这里
可以清楚地看到旧金山作为海湾滨城的地理布局，是一个可享受 360度全景
观欣赏旧金山景色的山顶公园。这里远离市中心，山坡是住宅区，非常安
静。在一 片片的树林遮蔽下，有一幢幢山间别墅，各种风格的建筑绚丽多
彩……盘山而上，一片翠绿，微风轻飘，空气清新，令人心旷 神怡……登上双
峰山，举目远望浩渺无际的太平洋，碧海蓝天，天水相连，无比壮观……耸立
在太平洋上金门大桥和屋仑大桥， 宛如二条纽带连结着彼岸，隐隐约约……
近看旧金山美景一览无遗，只见太平洋海湾沿岸成片成片稠密的建筑群拔地
而起，错落有致、显得别有风情，风景独好。灿烂的加州阳光，双峰山的秀
丽风光，会令游人流连忘返，依依不舍



DAY12·6月 28日·旧金山-市区观光-蒙特利
参观罗马艺术宫，罗马式的圆顶配上玫瑰红的科林斯石柱，顶面上浮凸着一副精细

的石雕，这几乎是每个文人墨客最喜欢
的旧金山名胜。美国旧金山艺术宫原建
于 1915年，本是为了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博览会”所盖，当时曾吸引了 1800万
游客参观，但在会后就被废弃，一直到
1962年才委请著名德裔建筑师梅贝克
（BernardMaybeck）来设计重修，他专
长细部装修，这是这座「艺术宫」精雕
细琢风格的由来。这座仿古罗马废墟的
建筑，是由纽约市出生并居住在柏克莱
的 建 筑 师 梅 贝 克 （ Bernard Ralph
Maybeck（1862-1957））所设计的，艺
术宫建筑的设计主要是要向世人展现
一个视觉上的壮观美感，艺术宫是当时
博览会最后开工的主要建筑，起建于
1913年 12月 8日。艺术宫主要是一个
圆顶的大厅，配上拱门和石柱。在建筑
艺术宫时，因考虑到这只是为了举办博
览会而建的临时建筑，所以工程师以一
些简单的建材（石膏及纤维的混合物）
来搭建。1915年 10月的艺术保存日，
支持保存艺术宫的人士收集了 33，000
个

签名并且筹集了三十五万美元的经费来重建艺术宫并使用永久性的建材，原本应
该拆除的艺术宫在旧金山居民的反对下而得以保存下来。参观素有“美国小国会”
之称的旧金山市政厅（外观），这是经历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于 1915年以华
盛顿的议事堂为原型修建的。它的圆顶模仿巴黎荣军院的巴洛克穹顶，是世界第
5大穹顶，高达 93.73米，比美国国会大厦还高 14英寸。参观号称是“世界上最弯
曲的街道”的九曲花街，这里是旧金山丘陵市区的旅游景点中最有特色的景观旧金
山九曲花街(Lombardstreet)是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当初在 19世纪 20年代的时
候，是为了使繁忙的交通有所喘息而设计建造的，如今却成为旧金山最吸引人的
一条街。Lombard街其实很长，在 Hyde街与 Leavenworth街之间的一个很短的街
区，却有八个急转弯，因为有 40度的斜坡，且弯曲像“Z”字形，所以车子只能往
下单行。街道上遍植花木，春天的繍球，夏天的玫瑰和秋天的菊花，把它点缀的
花团锦簇。还可远眺海湾大桥和科伊特塔，如不开车，可顺着花街两旁的人行步
道，欣赏美丽景色。
我们特别安排
(1.) )孙中山在旧金山打工跑堂时出发地 御食园川菜 ﹑
(2.) 火了 150年百年老餐馆，名字叫悬崖屋 Cliff House
(3.) 罗马艺术宫﹑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的九曲花街﹑
贴心门票安排：罗马艺术宫﹑叮当车(Cable Car)
下车参观：罗马艺术宫﹑九曲花街﹑叮当车(Cable Car)
行车参考时间：旧金山－212KM3H30分蒙特利Monterey



今日吃什么？火了 150年餐厅
旧金山蒙特力尔／Cliff House 悬崖海景餐厅
在旧金山的海边有一个百年老餐馆，名字叫悬崖屋 Cliff House，建于 1863年，近 150

年来曾被大火烧毁过
又重建。它风风雨雨走
到今天，仍是旧金山最
火爆的餐厅之一。就算
经济不好，这里也总是
人气极旺，任何时候来
都需要排队才能吃上
饭。餐厅的窗外是礁石
海浪这家海边餐馆的
装修和门面并不是很
华丽，从正门看甚至感
觉还不如国内的食堂
门面，简直就像 个大
仓库，非常的朴素简
单， 但它确实有着
吸引全世界游客的

超级魅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了旧金山，好像一定要到这个
悬崖屋餐馆来吃顿饭，否则会留下强烈的遗憾。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旅游界颇具高
知名度的餐馆。

Cliff House出生于 1863年，那时的她有方正的造型搭配稳重的屋顶，加上位于独特
的地理位置而吸
引了人们注意。
然而她最风光
的时候，是在 1
896年。富豪买
下了她，投资了
大笔金额改建，
让她摇身一变成
宫殿式的城堡。
白色的外墙与红
色的尖顶形成抢
眼的对比，壮观
豪奢地让人恍若
回到古欧洲一
般。除了这栋浮
夸的城堡，善良
的富翁还在户外
盖了一座泳池，让当地的民众也可以体验在海边泳池玩水的乐趣。



那个时期的 Cliff
House，是否最快
乐不得而知，但
许多上流社会人
士、甚至是两位
美 国 总 统 威
廉 ·麦金利和老
罗斯福都曾慕名
而来。Cliff House
里设置了宽广的
餐厅、宴客厅、
私人用餐室、艺
廊、酒吧等豪华
空间，不只名流
喜欢在这

里悠闲地享用美食，各地的民众也对她感到好奇，纷纷来此参观。然而歌舞升
平、风风光光的日子只维持了 11年。Cliff House抵挡住了 1906年铺天盖地的旧金
山大地震，让人忍不住赞誉她的坚强，却躲不过来年的一场大火。短短两个小时
内华丽的造型、高贵的装饰，全都化为灰烬。

Cliff House之后由富翁的女儿接手重建，收起昔日铺张的风貌，再度转为朴实方正
的造型。不过，
内里仍然保留了
父亲当年喜欢精
致装潢的特色。
这座悬崖屋历经
几度转手，现在
属于金门国家风
景区的一部分，
由国家公园管理
局管理。简单的
现代感白色建
筑，拥有两层观
景了望台；Cliff
House里头不只
有一间餐厅，还
有礼品店可以逛
逛。即使没有预
算可花费，也能
自由进入 Cliff House观赏无敌海景。一边是 Ocean Beach无垠海岸线，沙滩上拥吻
着阳光的人群欢笑着溅起清澈海水；另一头则是景色截然不同、险峻陡峭的岩岸。
成为遗迹的海水泳池寂寥地面对汪洋，浪花来到此处变了脸，恶狠狠地拍打在海中
的大岩石上，汹涌壮观。而 Cliff House对面就是著名的海豹岩（Seal Rocks），从
前总有许多海豹在上头栖息。这一大片绝佳视野，能在 Cliff House内一边享用飨宴
一边慢慢欣赏，也难怪她被列入米其林指南的推荐餐厅名单。



Cliff House除了拥有天然美景，美食也具有足够的深度。餐厅里从面包、前菜、主
菜到甜点，都

经过精心料理及
摆盘设计。不少饕
客独爱的羊膝淋
上深浓的酱汁、伴
着 黄 澄 澄 的
couscous 色拉，
份量十足地盛装
在洁白的碟子内，
无论是 视觉性
或扑鼻而来的香
气都令人食指大
动。入味软嫩的肉
质，一尝难忘。另
外，服务态度亲
切、价格合理、环
境

舒适等，都是让她声名大噪的原因之一。即使没有米其林推荐的加持，Cliff House
也是人气十足的餐厅。虽然，她对当地人而言不仅仅是餐厅的角色，而是更像看
遍这一带的前世今生、拥有老灵魂的娴静海洋女神。

地址：1090 Point Lobos, San Francisco, CA 94121(Between Great Hwy&MerrieWay)，
San Francisco，CA 94121

营业时间：SUTRO'S午餐周一至周六 11:30-15:30；
周日 11:00-15:30；晚餐每天 17:00-21:30。 SUTRO'S BAR & LOUNGE
周日至次周周四 11:30-21:30；
周五、周六 11:30-22:00；酒吧例餐 11:30-21:30。
BISTRO周一至周六 9:00-21:30；周日 8:30-21:30；
周五爵士夜 19:00-23:00。
ZINC BAR & BALCONY LOUNGE周日至次周周四
9:00-24:00；周五、周六 9:00-次日凌晨 1:00；
酒吧例餐 11:00-21:30。
周日早午餐 10:00-15:30；最后点菜时间为 14:00。
礼品店营业时间周日至次周周四 9:00-18:00；
周五、周六 9:00-21:00。
电话：415-386-3330
网址：http://www.cliffhouse.com



自驾游圣地~九曲花街(Lombardstreet)
九曲花街(Lombardstreet)是世界上最弯曲的街
道。当初在 19世纪 20年代的时候，是为了使
繁忙的交通有所喘息而设计建造的，如今却成
为旧金山最吸引人的一条街。

九曲花街(Lombardstreet)其实很长，在 Hyde街
与 Leavenworth街之间的一个很短的街区，却有
八个急转弯，因为有 40度的斜坡，且弯曲像“Z”
字形，所以车子只能往下单行。街道上遍植花
木，春天的繍球，夏天的玫瑰和秋天的菊花，
把它点缀的花团锦簇。还可远眺海湾大桥和科
伊特塔，如不开车，可顺着花街两旁的人行步
道，欣赏美丽景色。如不开车，可顺着花街两
旁的人行步道，欣赏美丽景色。



一號公路行前必做功课自驾攻略
美国加州一号公路
旅行是北美最受欢
迎的自驾路线，没有
之一！几乎来美国人
人都要走一遍。没有
经验的肯定会错过
很 多风景而不知，
空留遗憾。以下攻略
和经验都是过来人
总结出来的，希望对
大家有帮助。

Tips 1.
这段公路一定要从北向南开，就是从旧金山出发开往洛杉矶。因为从这个方向开
的公路是靠近海岸线一侧的。反过来的话路边大部分观景台都无法停靠。（注
意，这段开过来精华部分是紧贴海边悬崖峭壁，山段高速，开车的人要胆正技术
好，还没法轻松看风景，向司机朋友道一声“您辛苦了”）
Tips 2.
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绝对不能简单的起点到终点自动导航。要设置沿途站点。因为
自动导航就是选择国家 101号公路而不是加州 1号公路，精华就没了。而且沿途很
多颇具特色令人难忘的小镇和自然景观，都要手动设置地点。 最好能一个站点接
一个站点的导航。就算时间紧张，不能每个景点都玩，但最好还是按照这些景点
的位置挨个导航，确保走的是加州 1号公路，少错过一些海岸风景。
Tips 3.
加州阳光出了名的刺眼（尤其是日出日落），安全第一，走这段路一定要有付好
的太阳镜。偏光镜是驾车首选，但是戴偏光镜容易看不清导航屏幕，所以身为副
驾的朋友一定要打起精神靠起谱来看导航看路。
Tips 4.
景点太多，详细玩遍的话路上就得几天时间。时间赶话就是 1天旧金山，1-2天洛
杉矶，中间路上 1-2天。路上风景以自己时间而定可以都开车经过，遇到不停下来
就难受死了的风景就转转不然话路上 1天走马观花玩一遍都紧张。
Tips 5.
途中可以根据自己的行车时间选择在卡梅尔 carmel或者丹麦小镇 Solvang上过
夜。沿路也有很多特别小的旅舍，天色近晚就停下来住吧。不要赶夜路！安全问
题不用说，夜路开过去一路风景都给糟蹋了。



加州一号公路游玩的景点、导航、注意事项，挨个介绍下

1、从旧金山出发
游客匆匆而过，看到的都是她是在舞台上精心彩排后的表演，幕后的杂乱肮脏的
一面只有生活在那里的人才接触得到。尤其是 downtown附近区（downtown中心
比较热闹，还算好），以贫民窟为主，傍晚出来恐怖程度更甚于芝加哥。 夜宿旧
金山市区内的朋友晚上最好别出门。自己注意点也没事。如果是一天玩完就赶路
南下的可以选择住在硅谷。



2、旧金山渔人码头 Fisherman'sWharf

吃：面包碗（bread bowl）是在美国几乎每个海滨城市的特色小吃。旧金山的

尤为著名。码头西端那一排海鲜店每家都有，面包碗中是蟹肉做的酱汤，
非常鲜美。一个大概 6、7刀左右。一人一份就差不多了，再点些龙虾小菜
什么的。意面 pasta和萨拉 salad千万不要尝试！很难吃。

停车：码头街边停车很难，除非早上 6点到，限停 4小时。有专门的停车楼，超
贵！也限时！但是码头西南边相隔大概 2个街区有个公共露天停车场，全
天大概才 6刀左右。具体位置记不清了，不好意思~~（当时是遇到一个当
地司机问出来的，司机先生好心的直接在前面开车带我们去的， 各位找不
到的话就抓个路人问问哈）

玩：恶魔岛监狱的游船一票难求，至少要提前 1天预订。几次登岛未遂的我就没
法给大家提供登岛指南了。还有一个出海 4小时的游轮，介绍说可以看海豚
鲸鱼等，常规票大概 80刀。这个有点坑，值不值要靠运气。是深海看野生海
洋生物，能看到什么都不能保证。风大太阳晒，如果不是特别喜欢海洋生物
的话就算了。坐船出海要注意尽量待在外面，不要待在船舱里，要多喝水，
不然容易晕船。码头常规游览就不赘述了。



3、旧金山金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
以前过桥是要
双向收费的，
一次 6刀。后
来改单向，最
近这次去发现
完全免费了
哈！观赏金门
大桥，最佳地
点是在过桥以
后的西侧那两
个山坡上。下
桥后有 专门的
公路通向那
里，山路上也
有停车观景
点。很多关于
大桥的优秀摄影作品和明信片都是从那里拍的。旧金山常常大雾，出发前要看好
天气情况。不然就算在桥上还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运气好的话，在山上看到
云雾中大红色的跨海大桥也非常难得的美景）

4、旧金山双子峰 Twin Peak

这里可以看到旧金山最美的城市风景，一般人不知道哦。导航搜索 twin peaks，或
者 twin peaks summit, 或者 twin peaks blvd。这是旧金山偏南侧的一个制高点，俯
瞰全市、海峡、还有两座跨海大桥，风景绝佳！最美的是夜景，但是天气原因，
很少有人能看到完整清晰的 夜景。如果遇见，那真是太好运啦。



5、九曲花街、优胜美地、金门公园

这些景点到了就会玩，不赘述。
导航定位：Pomponio State Beach, San Gregorio, CA 94074， 或者选择城市 San

Gregorio道路交口 Cabrillo Hwy 和 La Honda Rd （ Cabrillo Hwy就是加
州 1号公路，La Honda Rd 是 84号公路，到达交叉口后继续沿着 1号公
路行驶，不要出口）

6、蒙特利 老渔人码头 Old Fisherman'sWharf, Monterey

蒙特利 Monterey，位于旧金山以南 67英里。从 1800年代后期就有大量艺术家居住，
渔业也十分出名。它是美国西海岸最美丽的一个半岛，蒙特利市是加州历史最悠久
的城市，它曾是西班牙和墨西哥时代的加州首都，时间达七十年之久。这里的老渔
人码头是加州第一个渔人码头。
导航定位：Fisherman's Wharf, FishermansWharf #1, Monterey, CA 93940或者 Old

Fisherman's Grotto, 39 FishermansWharf, Monterey, CA 93940



7、十七英里风景区 17miles drive
17英里位于卡梅尔 carmel小镇，是一条环绕着蒙特利半岛的私家公路，通向德尔

蒙特森林。该公路环
绕着半月形的海岸，
一路高尔夫球场、私
家豪宅、古柏和
Pebble Beach（鹅卵
石海滩），风景绝佳。
它是全美九条收费
的私有道路之一，也
是密密西比河以西
地区唯一的一条。大
概 10刀。来这里要
趁早日落后公路就
关闭。从北到南一共
5 个入口： Pacific
Grove Gate, Country

Club Gate, SFB
Morse Gate, Highway 1 Gate, Carmel Gate. 其中 Pacific Grove Gate 是最
主要、也是最方便的入口。（我们最近一次从 Country Club Gate进入居然没收
我们费用，管理员还说“Have a nice day!” LOL~~)入口时可以拿到一张园区地图，标
有详细的景点和卫生间，按地图环在 17 mile drive开一，沿途很 多停靠可以观
景。导航：直接从导航的兴趣点中输入附近入口的名字即可。

8、卡梅尔小镇 Carmel
17英里风景区连接着蒙特利和卡梅尔，出了景区就到 卡梅尔小镇了。这个就是
号称“改变你的人
生观”的小镇。多
少人来了就不想
走，只后悔不能
多住几天。她的
美去过人就知道。
导航定位：Carmel
Plaza,Ocean Avenue,
Carmel, CA, United
States
导航定位：Carmel
Beach City Park,
Carmel, CA 93923
或者选择城市
Carmel道路交叉口
Scenic Rd 和 8th
Ave, 再沿着 Scenic Rd向南开这段是拥抱着卡梅尔海岸的沙滩公园风景就不用说了。



9、Point Lobos State Reserve Point Lobos 自然风景保护区
这是卡梅尔附

近最赞的自然风保
护区。沿海岸环区
依次分布了 9 个不
同动植物的栖息
地，有鲸鱼、蓝鱼、
松树、海狮等等。
每辆车要 10刀的入
园费。美国家庭经
常来这里度假，一
转就是半天以上。
赶路的朋友时间自
己掌握哦。
导航定位：Point

Lobos State
Reserve, 62

California 1, Carmel, CA 93923，
或者 Point Lobos State National Reserve, CA

10、Pfeiffer-Big Sur State Park，+ Pferiffer beach，
大约瑟尔国
家公园海滩
这是加州 1号公

路上最受欢迎的国
家公园，是美国当地
家庭远足度假的首
选。红木，海岸，高
山，风景优美独特，
堪称世界一流~~
导 航 定 位 ：
Pfeiffer-Big Sur State
Park, Highway 1, Big
Sur, CA 93920Pfieffer
Beach 是全世界唯
一一个紫色的沙滩。
门票 5 刀/车。沙滩
本是紫色矿石，被海
浪冲碎成砂。沿着沙
滩

往深处走，紫色越来越明显，到沙滩尽头就是大片真正的紫色沙滩，美不胜
收。这里最佳观赏时间是近日落时分。
导航定位：在兴趣点直接输入 Pfeiffer Beach。（在出了国家公园向右转得岔路

上，西北方向 2英里多。快到沙滩的那段路又弯又窄错车礼让慢行。



11、海象滩
过了大约瑟尔国家公
园，途经非常值得一看
的海象滩。从 矮崖上
的观景台可以看到成片
成堆的海象在沙滩上日
光浴，规模实在壮观，
难得一见。
导航定位：沿途开过来
有很多观景台，这是最
大的一个，相比其它的
它大得夸张。沿途注意
下，停了很多车，规模
稍大的观景台就停下来
看看总有好景等着你。

12、丹麦村 Solvang - 荷兰风情小镇
丹麦、荷兰、北欧，就是她的关键词。主街 Mission Drive上随处都是景。明艳的色
彩，欢快的小旗，鲜花
小景，还有童话般的建
筑，整个小镇就像一个
哼这欢快小调雀跃的美
丽少女，举手投足都能
让你心神荡漾。每个人
心里都有一个童话镇，
来这里和安徒生打个招
呼。位于“使命大街”
（Mission Drive）的安
徒生博物馆是由“丑小
鸭基金会”管理，几乎
是一座安徒生的百科
全书，展览着几乎所有
和他有关的人或物：安
徒生著作的各个版本，
安徒生童话中人物和故
事的情景再现，安徒生
童 话人物玩具，安徒
生童年故居的模拟，甚
至安徒生学家以及安徒
生的恋人 等。所有展
品都紧密而有序地摆放在一幢木质阁楼上，仿佛 一个童话世界。博物馆楼下是
书店和咖啡馆环境安静适。
导航定位：SolvangConference & Visitors Bureau, 1639 Copenhagen Drive, Solvang,

CA93463 （该定位是索尔文小镇的游客信息中心。）Hans Christian
AndersenMuseum, 1680Mission Drive, Solvang, CA 93463 （安徒生博物
馆定位，就在 Mission Drive上，跟游客信息中心很近）

PS：从 Pfeiffer-Big Sur国家公园到索尔文这一段可以不用刻意走加州 1号公路了。
从这开始，有部分加州 1号公路和 101国道重叠，还有部分离开海岸线，没有
特别的风景。直接导航最快捷道路即可。以下同样



13、圣芭芭拉小镇 Santa Barbara
这个西班牙风

情小镇被评为全美
最适合养老的地方。
城中许多建筑保留
西班牙殖民时代风
格，虽然实际上在
20世纪初期有许多
对圣巴巴拉传道所
（ Mission Santa
Barbara）或跟西班
牙复兴运动有关的
修建。圣巴巴拉制订
严密的法令防止破
坏这个形象，例如，
城镇里没有广告标
示、在二十英里之内
没有主要高速公路
穿过城镇；另外有严
格的法令规定商业
标

示，像是不允许过大的字体等等。小镇很小，开车慢慢一遍。最热闹是沿着 state
street（翻译是“国家大道”？“州际街”），可以在附近公共停车楼停车，在街上走
走，假装自己生活在这里。
导航定位：Nordstrom, 17West Canon Perdido Street, Santa Barbara, CA 93101

14、马里布海滩 Malibu Beach
马里布（Malibu）

海滩是洛杉矶最负盛
名的几个海滩之一，
位于圣塔莫妮卡海滩
以北。它之所以出名，
其一，因为它除了拥
有南加州典型的碧海
蓝天外，还拥有形态
各异，千奇百怪的岩
石，海滩风光美丽而
独特；其二，马里布
是洛杉矶最富裕的几
个城市之一，很多好
莱坞明星和演艺界人
士居住于此，无形中
为这里的海滩增加了
知名度。马里布于

1991 年建立城
市。历史上它是印第

安土著 Chumash部落的领地，Malibu印第安
语的意思是“响声轰鸣的海滩”。
导航定位：Malibu Country Inn, 6506Westward Beach Road, Malibu, CA 90265 （这

里导的是海滩附近的酒店，下了高速就能看到沙滩不用到达酒店。）



15、圣莫妮卡海滩 Santa Monica
圣莫妮卡海滩 Santa Monic， 是当年西部大开发的生命线——66号公路的终点，
也是电影《阿甘
正传》里阿甘长
跑的终点站。常
年都是澄清的蓝
天，白色的沙
滩，沙滩上有一
片一片的棕榈
树。远处是游乐
场，有过山车和
摩天轮，长长的
木栈桥伸进太平
洋，据说阿诺·施
瓦辛格曾在此打
过工。沙滩有公
共停车场，不
贵。但只能停到
晚上 8点，过时就要收罚单了~~50+刀。
导航定位：Crescent Bay Park, 2000 Ocean Avenue,Santa Monica, CA 90405

最后一站：抵达洛杉矶 Los Angles



DAY13·6月 29日·蒙特利-17英里-大瑟尔
Monterey- 17 miles of coastline- BIG SUR
早餐后自驾开始前往蒙特利，17英里、蒙特利码头，午餐可在蒙特利码头自选当地

风味海鲜餐馆吃海
鲜看海景，而后驱车
前往滨海艺术家的
摇篮，韵味十足的卡
梅尔小镇，卡梅尔小
镇山光水景、花繁意
绿，是旧金山艺术家
和作家建造的一个
美国上流社会，承载
着美好梦想的乌托
邦小城。那里始终保
持着一种纯自然的
状态，住宅风格典
雅，是世界上最美的
地区之一。之后沿美
国最美公路--1 号公
路前往贝克菲尔一
边感受轻柔的海风,
蜿蜒的海岸,澎湃的
浪花,奇特的礁岩,可
爱的海狗徜徉其间。
鹅卵石沙滩上风格
各异的亿万富翁豪
宅，俯视着绝美的海
景 BIG SUR（大瑟
尔）-- 一号公路最
精华的路段，国家地
理曾评为每个人一
生中要去的 50 个地
方之一

行车参考时间：蒙
特 利 Monterey －

120KM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



今日吃什么？最美的餐厅悬崖峭壁上美食景观
大瑟尔：西拉马尔餐厅 （SierraMarRestaurant）

坐在窗明几净的餐厅内，窗外便是一望 无际的蓝色太平洋和崎岖如画的悬崖峭
壁，将大瑟尔海岸线令人窒息的自然美景一览无余。正是这种难得一见的人间
美景使得西拉马尔餐厅在 2010年查格调查（Zagat Survey）中当选为“最美的餐
厅”。除了令人惊叹的自然风景，西拉马尔餐厅的美食也堪称完美。餐厅的四道
固定菜式几乎每周一换，此外还有品种丰富的葡萄酒佳酿。所有食材全部来自
于附近的有机农场，厨师曾经在世界各地工作过，把当地的食材用亚洲、法式
和地中海的手法烹饪，深受食客的欢迎。西拉马尔餐厅获奖无数，被“美食频
道”评选为“美国最佳”（Food Network's America's Best）以及连续两年被《福布
斯旅游指南》给予四星级嘉奖（Forbes Travel Guide 4-Star Award）不足为奇。
地址：47900 Highway One, Big Sur, CA 93920
电话：（+001）831-667-2800



今日吃什么？米其林二星 Melisse
这家餐厅坐落于海岸尽头，在这里，你可以饱览太平洋的美景，也能品尝到当地
新鲜的海鲜。如果你在南加州度假，夜晚光临圣塔芭芭拉餐厅将是不错的选择。(地

址：加利福尼亚
州斯特恩码头
230号，圣塔芭
芭拉餐厅。位于
santa moncia的
法 式 餐 厅
--Melisse（主打
海 鲜 料 理 ）
Melisse 不仅获
得米其林二星
的肯定，在美国
本 土 饕 客
--Zagat 的严格
把关下也夺得
了 28分（满分
30 分）和 97%
顾客喜爱的好
成绩；当然大众
评审团--Yelp 也
打出了 562条 4
星半的完美成
绩。

Melisse 餐厅的
背 景 简 介 ：
Melisse 的名字
来源于一种地
中海的香料，而
菜肴更是结合
了加州特色的
优良法式料理。
餐厅并不是主
打今年红火的
分子料理，走的
仍然是体现菜
肴新鲜美味口
感的

传统路线。Josiah citrin是 owner&Chef，不仅土生土长的加
州人士，也因曾是加州非常 NB的餐厅 JiRaffe的主厨；还曾学习与 LA另外两大美
食巨头：世界知名饮食集团 Patina Group以及知名餐厅 Spago的主厨 Wolfgang
Puck，因此 Melisse的建立可以算是一种融合加州风味和法式料理的集大成者。
而现任主厨主厨 ken takayama，虽然生于日本，但是从小移民加州他也算是根苗
正红的本土人士，不仅从小学习传统日本料理也曾锻炼于世界知名饮食集团 Patina
Group，钻研烘焙之道。



一生必去太平洋西岸加州一号景观公路

17英里-大瑟尔 17 miles of coastline- BIG SUR



丹麦村 Solvang - 荷兰风情小镇



DAY14·6月 30日丹麦村-圣塔芭芭拉
SUR-Solvang-Santa Barbara-Los Angeles

早餐后驱车前往美国天使之城洛杉矶。加州一号公路从北至南连接着旧金山与洛杉
矶，沿着美国西海岸蜿蜒前进，全长
超过 1000公里。加州一号公路又被
称为太平洋海岸公路，但它并非占据
了加州全部海岸线。加州一号公路从
北至南连接着旧金山与洛杉矶，沿着
美国西海岸蜿蜒前进，全长超过 1000
公里。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它
一边是海阔天空惊涛拍岸，风帆点点
碧波万顷；一边是陡峭悬崖群峦迭
翠，牧草如茵牛马成群，风景美不胜
收，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条公
路。圣塔芭芭拉，这是一个美丽幽静
的海滨小镇，以其田园式的气候、西
班牙风格的建筑、令人惊叹的山脉、
溪谷和海滩闻名遐迩。市区清一色的
地中海式建筑。色调明朗清新，盎然
绿意白墙红瓦；海边则是湛蓝海水雪
白浪花，整个市容显得雅致迷人，似
是披上一层欧式风格的浪漫面纱。时
至今日，它宁静幽雅的小区环境，糅
合传统风貌和现代精神的建筑格调
已成为艺术家、诗人和中产人士心目
中的梦幻土地。美国一号公路不少路
段都是建在悬崖上，旁边就是太平
洋，路段非常原生态，没有过度开发
的海滨公路，没有高层屏风式的度假
酒店。征服
自然的西部精神，其实也是以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前提的。这就是加州，这就是美
国西部。加州 1号公路的终点是圣塔莫尼卡，它位于洛杉矶西面，是当地的避暑
胜地。最吸引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地方首推第三街徒步区
(3rdStreetPromenade)，街道两旁有许多温馨浪漫的咖啡厅，电影院和备受年轻人
喜爱的小商店。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都装饰得非常精巧，是逛街购物的天堂。不管
平日还是周末，街上都非常热闹，常有乐器演奏师的表演，偶尔也会有一些著名
的乐器大师来此献技。蒙特利，北加州最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之一。以前这里曾
有二十多家罐头工厂，但自 1945年沙丁鱼消失后，便成为布满商店和餐厅的漂亮
街道。美国最具知名度的历史性水族馆—蒙特利湾水族馆就是由当年的罐头工厂
改建而成。17-mileDrive（十七英里）是加州著名的观光景点一，被评为全美三大
最佳驾车风景路线（另外的其中一个便是同处蒙特瑞半岛的大苏尔）。这段紧傍
太平洋的私人公路，因其绝美的海岸风光、举世闻名的高尔夫球场、庭院深深的
豪宅，历久不衰、百看不厌。而它最大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沿着太平洋的这一大
块海岸线，全为私人所有，因此 17英里又堪称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私家海岸。圣塔
芭芭拉，圣巴巴拉被誉为“美国的蔚蓝海岸”、“太平洋岸边的乐园”。
行车参考时间：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160KM －洛杉矶

Los Angeles



DAY15 ·7月 01日洛杉矶 Los Angeles
【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有“全世界最尊贵住宅区”称号，是洛杉矶市内最有

名的城中城，这里有全球
最高档的商业街，也云集了好
莱坞影星们的众多豪宅，同样
还作为世界影坛的圣地。比弗
利山庄每年都会吸引无数来
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好奇地
在大街小巷探索。比弗利山庄
是举世闻名的全球富豪心目
中的梦幻之地，位于洛杉矶西
部，坐落于清爽宜人的太平洋
沿岸和比弗利山山脚下。比弗
利山庄是一个城市，有民选市
长、警察局和消防部门等职能
部门，也是好莱坞明星和洛杉
矶富
豪们居住的地方，到了这

里就像进入人间仙境一般。 有“全世界最尊贵住宅区”称号
是洛杉矶市内最有名的城中城，每年吸引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好奇地在大
街小巷探索。而其中被世界各家名牌精品店环绕的罗德尔街更是鼎鼎大名。位于好
莱坞大道上的【中国剧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re】是这个影城最著名的景点之
一， 也是全美国最著名的影院。在过去的近 70年中，很多好莱坞巨片曾在这里举
行首映式，世界级艺术家和好莱坞大腕都曾在中国剧院的舞台上进行过演出，这里
也不止一次举办过奥斯卡颁奖仪式，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和游客来到这里观
摩演出或参观，中国剧院已成为洛杉矶、加州乃至美国不可替代的招揽观光客的重
要景点。【星光大道】在中国剧院前方院子的水泥地上，布满了大小不同的手印和
脚印，这就是好莱坞最著名的景观“明星院落”。这个小院仅有 193平方英尺，238
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著名电影演员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到此的游客都会把
自己的手放在明星手印上好好比对一番。好莱坞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洛杉
矶郊外，是一个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地方。最早是由摄影师寻找外景地时发现的，
大约在 20世纪初，这里便吸引了许多拍摄者，而后是一些为了逃避专利公司控制
的小公司和独立制片商们纷纷涌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电影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格里菲斯和卓别林等一些电影大师们为美国电影赢得
了世界名誉，华尔街的大财团插手电影业。好莱坞电影城由此迅速形成并兴起，电
影产业恰恰适应了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电影也进一步纳入经济
机制，成为谋取利润的一部分，资本的雄厚，影片产量的增多，保证了美国电影市
场在世界上的倾销。洛杉矶郊外的小村庄最终成为一个庞大的电影城，好莱坞也在
无形中成为美国电影的代名词。

(1.) In-N-Out Burger 美国人引为自豪牌美食汉堡店
(2.) 米其林二星餐厅 Spago Beverly Hills
下车参观：星光大道、文氏中国戏院、柯达剧院、比佛利山庄。
行车参考时间：－120KM市区游 －洛杉矶 Los Angeles







今日午餐吃什么？好吃汉堡快餐 In-N-Out Burger

美国的许多州都
有自己引以为豪
的汉堡店，加州也
不例外。问起加州
本地人，绝大多数
都会推荐
In-N-Out。这家历
史悠久的老店，从
1948年开始就提
供新鲜优质牛肉
制作的汉堡。

除了稳定的好质
量，隐藏菜单
(secret menu)也
是这家店出名的
另一原因。虽然
店里能点的汉堡
和饮料只有有限
的几种，但如果
你知道大量的隐
藏菜 单，那么可
选种类会丰富很
多。除了传统的
一层和双层汉
堡，你还可以选
择 3层甚至是 4
层的汉堡，而不
喜欢生洋葱的
话，还可以选择
animal style，因
为这里面的洋葱
是烤熟的。

地址：7009 Sunset Blvd Hollywood, CA 90028
电话：(800) 786-1000



今日晚餐吃什么？
Spago Beverly Hills
是位于美国洛杉矶比弗利山区的米其林二星餐厅，餐厅老板推崇将美食、服务和
餐厅风格标准化的思路，主厨 Lee Hefter在采用加州本土食材的基础上，不同季
节推出不同的创新菜品，以展示加州上等的食材特色。服务热情，环境温馨，餐
厅采用许多艺术品进行装饰，可透过彩色的玻璃墙看到厨房。

地址：176 N. Canon Dr.Beverly Hills，CA 90210，USA
营业时间：午餐: 周一至周四 12:00-14:15，周五、周六 11:30-14:30；
晚餐: 周日至周四 18:00-22:00，周五、周六 17:30-23:00。
电话：+1-310-3850880





今日吃什么？
好莱钨明星私房中菜餐厅 Mr. Chow

Mr. Chow地址：344 N Camden Dr类型：中式
简介：这是一家精致的高档典型中式餐厅。这家华人界的传奇餐厅几十年保持传
统不变，极其苛求细节，保证做到正宗、地道。常客中有甘地、比尔·克林顿等政
坛显要，此外还有英格丽·褒曼、麦当娜、帕丽斯·希尔顿等演艺界名流。



DAY16·7月 02日洛杉矶 Los Angeles
游艇出海 红酒+美食烧烤餐+雪茄会
【圣莫尼卡】最风靡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除了圣莫尼卡海滩，当推第三街徒步
区(3rd Street Promenade)了，这里是洛杉矶地区数一数二的购物天堂。第三街
为行人专用徒步区，从圣莫尼卡广场所在的 Broadway，一直延伸到Wilshire
Blvd 之间。延续三个街道的第三街，左右两旁有大约 100 家的服饰、鞋类、饰品
店；4家电影院和餐厅、咖啡店；以及艺廊、书店等，人行道上还有许多卖各种
小玩意的花车摊，如发饰、太阳眼镜、纪念品，各种价位应有尽有，因此受到当
地与外来游客的喜爱。除了购物之外，更不能错过第三街徒步区的街头表演，尤
其夜晚的第三街更添妩媚之情，除了餐厅、商店内外各具特色的灯光装饰，身怀
绝艺的艺人在马路上现出绝活，或歌或唱，或演或跳，总是吸引众多人潮驻足，
成为第三街的另一特色，尤其周末更为风行。

欢迎选择海上舞会航海套餐，乘坐 37 尺豪华双体游艇游览美丽的圣莫妮卡海
湾。双体船的空间非常宽敞舒适，可以搭载 12 位乘客度过一短令人难忘的海上
时光。这艘豪华现代的现代豪华帆船，曾经环游过半个地球，由经验丰富的 R
ony 船长带您畅游海上。行程中，您会游览到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游艇码头，领
略海港的独特风光，看到名人明星的私家游艇，然后，您将来到宽广的蓝色太
平洋上，从海上观看从马里布一直到远处大熊湖的整个洛杉矶的天际线。您也
可以选择在途中进行海钓，或者在大海中泛舟。在海上，您将会被清新的海风
围绕，海狮海豹也很常见。这是您的私人海上舞会时间，请尽情享受。篝火野
外烧烤大餐，海浪，沙滩，比基尼，为你打造最享受视觉盛宴，让您的旅程更
加完美！
我们特别策划安排
(1.) 圣莫妮卡游船河
(2.) 明星醉爱 Mr. Chow私房中餐及红酒﹑雪茄+篝火野外烧烤大餐。



DAY17·7月 03日洛杉矶 Los Angeles(还车及棕梠泉购物)

早餐后驱车前往洛杉
矶，洛杉矶出发，沿着
从十号公路东行直往加
州最著名度假区棕榈
泉，到达美国西海岸最
大的工厂直销广场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这里集中了世
界各地时尚品牌 110多
家，每一年吸引上百万
购物客。到达后导游会
安排大约 6小时停留购
物并享用午晚餐费用自
理。下午结束一天的疯
狂购物之旅后，约傍晚 7点结束行程，将客人送抵洛杉矶。抵达洛杉矶后办理还
车手续，回酒店休息把钟爱的礼物带回家！让您的旅程更加完美！

我们特别安排
(1.) 美国棕梠泉最大的
工厂直销广场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牌 110多家，每一年吸引
上百万购物客。到达后会
安排大约 6小时
下车参观: 棕梠泉最大
的工厂直销广场(Desert
Hills PremiumOutlets)

行车参考时间 Las
V370KM(4.H)棕梠泉-洛杉矶 Los Angeles 130KM(2.5H)



西海岸最大的工厂直销广场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DAY18·7月 04日-洛杉矶-中国 Los Angeles-China
DAY19·7月 05日抵达中国
SEE YOU AGAIN！

私人订制旅行顾问专家
至尊旅游是专门定制出境中、高端酒店VIP 操作专家

我们的理念: 「以客为尊 服务质量至上」的观念

「改变您看世界眼界 提升旅游品味」



我们的产品：

一、世界各地奢华酒店优惠套餐供应商

二、 4人成行(一价全包)专家建议私人订制)VIP 贵宾团。

我们不同于市面操作高端旅游同业设计操作作法。

我们坚持「不考虑成本 一切要给最好的」。

航空公司﹑住宿餐食(特色美食含米其林餐厅)安排。

三、豪华邮轮﹑奢华火车专列与极地或生态科考游轮。

我们选用最好及安全邮船及萃取它最精华段游程。

四、开发世界级极地美景 产品立即体验：

世界奇景 南美玻利维亚-乌尤尼「天空之镜」、北欧挪威「通天之路」

土库曼斯坦 达瓦札 不灭魅火「地狱之门」、

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冰川与火山「冰火恋曲」

五、配合世界各地特殊旅游节主题定制游、音乐节﹐啤酒节 欧洲南美嘉年华会。

六、领先同业新兴国家旅游目的地考察与开发。

波斯帝国(伊朗)八大文明、世界遗产巡礼 17天 ；

北国奇地西伯利亚 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蒙古 20天

不丹、孟加拉国、大吉岭、锡金幸福之旅 16天 ；

印度尼西亚+东帝汶 全览 14天之旅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外丝路 18天

七、为中国企业球东盟市场发展泰沃MICE 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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