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金山生態慢活遊
在國家公園的瀑布聲中醒來

2018/4.1～4.10
入住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紅木國家公園‧一生必去加州一號公路‧漫步藝文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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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報名：(02)8692-5588轉3517、3581、3543、2751

手機：0935-080-209(可加line)

信箱：rebecca.lee@chinesenews.com

官網：http://utravel.udn.com/

碧海藍天‧海鳥為伴‧山巒起伏‧樹影婆娑‧野花搖曳

時而穿梭雲霧,
時而奔馳在碧海藍天……
春臨大地，萬物甦醒，北加州的一號公路海邊、各州立與國立公園，

野花紛紛冒出頭來，漫山遍野的花朵爭奇鬥艷，奼紫嫣紅，

海岸上有如花毯的冰雪花，徜徉其中，步移景異，有如置身夢境!

優勝美地Valley View



優勝美地Tunnel View

在世界級景點遇見慢活的自己
●入住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內兩夜。

●三天兩夜深入探索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春天絕美景色。

●Muir Woods紅木國家公園。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加州1號公路。

●世界最美海岸線～17哩路。

●頂級夢幻高爾夫球場～圓石灘。

●全美最漂亮的大學～史丹佛。

●矽谷最美麗莊園～費洛麗莊園的花海。

●沒有門牌及霓虹燈的藝文小鎮卡梅爾。

●舊金山最有名的懸崖屋景觀餐廳賞美景品佳餚。

●傑克有機農場包場，享用從農場到餐桌有機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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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房景點美食
●深耕舊金山43年的世界日報有行旅工作團隊規畫。

●主管親自帶隊，帶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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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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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藝術宮



入住優勝美地
國家公園瀑布區

珍稀

行程

4

位於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內的旅館Yosemite Valley l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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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大橋以北便是馬林郡著名的塔瑪珮斯

山，莫爾森林國家紀念地坐落在塔瑪珮斯

山臨海一側，設立紀念地的目的是保護古

老的海岸紅杉，這些紅杉是舊金山灣區僅

剩的。

莫爾森林國家紀念地最早由希歐多爾·羅

斯福總統於1908年設立，取名莫爾，以示

對自然主義者約翰·莫爾的尊敬；約翰·

莫爾聲稱此地是「全世界所有森林中樹木

愛好者能找到的最佳古蹟」。為了保護紅

杉敏感的根部，紀念地內的棧道均高於地

面，順著棧道，可以欣賞筆挺的紅杉，有

些紅杉樹齡逾千年，高達70米。這裡也是

許多鳥類及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DAY 1 抵達舊金山

遊程

介紹

DAY 2 紅木國家公園 Muir Woods 

從海灣大橋看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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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參天古木小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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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洛麗莊園 Filoli Garden 
費洛麗莊園的主人William Bourn將

“Fight for a just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每句

的前兩個字母合起來，組成了Filoli這個

名稱。費洛麗花園由建築師Willis Polk

設計，春季時水仙、鬱金香、芍藥、玫瑰

和櫻花陸續在陽光下綻放，每年春天的花

展是矽谷人的最愛。

史丹佛大學 Stantford University
史丹佛大學不但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傑出的

大學之一，而且多次被選為全美最美麗的

校園。一進校門便是寬闊的棕櫚樹大道，

走到盡頭就可到達中心廣場。廣場是由設

計紐約中央公園的歐姆斯特德規劃設計，

是校園的中心地帶，也是遊客必到之處。

史丹佛大學的樓房都是黃磚紅瓦，四平八

穩，一律是十七世紀西班牙的傳道堂式。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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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廣場是史丹佛的主要部分，在它的四

周，商學院、教育學院、工學院、法學

院、醫學院等星羅棋佈，最著名的大教堂

也位於其中。土黃色石牆環繞下的紅屋頂

建築，拱廊相接，棕枷成行，在古典與現

代的交映中，充滿了濃濃的文化與學術氣

息。

San Francisco Outlets
位於Livermore的San Francisco Outlets

是2012年開幕的，規模一直擴充中，目前

約有130家商鋪，布局良好，逛起來很方

便，是舊金山灣區最大最好的精品折扣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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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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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美地

的面積逾1,100平方英里，公園內既有四

面絕壁的優勝美地山谷，又有充滿高山美

景的圖奧勒米草原。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

春天，從山上累積的融雪開始融化，讓公

園內的瀑布、奇珍異草、加州杉木充滿生

機。

公園內野山茱萸開花，婀娜多姿，往公園

的公路上，加州罌粟花及各種野花更是開

滿山頭。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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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美地山谷 Yosemite Valley

山谷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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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半圓石 Half Dome，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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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英尺，有8,700年歷史，但

卻是最年輕的花崗岩。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酋長岩 El Captain

酋長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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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酋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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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蒙特利郡 Pacific Grove野花

舊金山以南約1.5小時車程的加州蒙特利

郡及其周圍的碼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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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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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燦爛的加

州陽光，為許多珍稀鳥類和海洋動物提供

了最天然的生長環境。

每年4、5月份，太平洋格羅夫Lover's 

Point Beach岸邊的Ice Plant綻放出迷人

的紫紅色花朵，與藍色的大海相映成趣。

蒙特利郡沿岸的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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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爾 Carmel by the sea
卡梅爾是一個充滿文藝氣息的小鎮，是

由四個英文字組合而成的Carmel by the 

sea，不過大部份人都簡稱它Carmel。著

名的好萊塢影星克林伊斯威特在1996年時

曾擔任過此鎮鎮長，因而讓小鎮聲名大

噪。1903年才成立的卡梅爾市，吸引了很

多作家、藝術家、演員、明星到此定居。

輕鬆地漫步在這美景如畫的小鎮，是認識

卡梅爾最好的方式，小巷弄裡藏著許多小

畫廊、個性精巧的小鋪，逛街尋寶也是不

錯的選擇，逛累了就歇歇腳喝杯咖啡。在

卡梅爾看不到任何霓虹燈、停車碼表和速

食店。

沒有門牌號碼的卡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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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一號海岸公路及大索爾 Big Sur

大索爾曾被《國家地理雜雜》譽為一生中

不可錯過的50個旅遊公路勝地之一。它

是位於加州一號海岸公路，一段臨太平

洋160公里長的美麗海岸公路，北端始於

Carmel，南端終於San Simeon。沿著號稱

美國最美麗的一號海岸公路，一邊是浩瀚

的海洋，一邊是起伏的山巒，一會兒是婆

娑的樹影、一會兒是搖曳的野花、一會兒

是伴遊的海鳥，時而在雲霧中穿梭，時而

在碧海藍天裡奔馳……美景交替闖進視

野，這就是大索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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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克斯比 Bixby大橋

比克斯比大橋是舊金山灣區兩座最大單孔

橋之一，一是金門大橋，另外一個就是

它。它被公認為是美國最漂亮及美國西海

岸最上鏡的大橋，已經成為加州的地標之

一。它曾多次出現在知名的電影和電視節

目中，也常在宣傳海報和公共資料中出

現，甚至曾被印到美國的郵票中，可見它

受歡迎的程度。

17哩路 17-Mile Drive

圓石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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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很多專家稱是海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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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代流線

型、也有加州農莊式的，及17哩路上的孤

柏，都俯視著絕美的海景。由莎朗•史東

主演的著名電影《本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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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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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點燈塔

這個燈塔修建於1871年，是美國太平洋海

岸線上最高的燈塔。每年的11月都會舉

行一次利用100多年前的方法來點燈的活

動。到時候會採用比平時弱的照明，利用

煤油燈和透鏡，發出來的光芒相當於點亮

了50萬支蠟燭，每到這個季節，大批的攝

影記者們雲集於此拍攝照片。

春天時，燈塔附近的野花盛開，金黃色的

罌粟花海，海岸的紫紅冰雪花，白色的巨

大燈塔，藍天白雲大海，不時飛過的海

鳥，交織成一幅令人陶醉的畫面，難怪會

成為很多攝影家的最愛。

DAY 8  

入春的鴿點燈塔野花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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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灣魚港

傑克有機農場

農場主人大衛原本是建築師並經營一家軟

體公司，因為太太羅賓喜歡農場生活，於

是在2013年買下這個在紅木森林中的農

場。農場中養了小黑豬、火雞、鵝、鴨

子、羊，並有菜園及果園，完全是有機經

營。

半月灣魚港 Half Moon Bay

加州著名的1號公路中的一段，綿延數哩

的海岸，有大大小小十數個海灘。沿海有

專門的步道和單車道供行人使用，全長約

八公里。半月灣有自己的漁港，每天都有

最新鮮的海產送到這裡來拍賣。

傑克有機農場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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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emite  Valley  lodge

住宿

飯店



↑Double Tree 

San Francisco Airport Hotel

Embassy Suites, Seaside↓

住宿

飯店



私房

美食

龍蝦三明治

20

懸崖屋



有機

鮮食

現烤手工麵包

被紅木森林環繞的餐廳

有機飼養的豬肉

產地直送餐桌有機蔬食。

2121

懸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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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

第一天(4月1日)

●約下午四點到達舊金山

●晚餐：New England龍蝦大餐

●入住：Double Tree或同等級旅館

●全程兩人一房

第二天(4月2日)

●上午：Muir Woods紅木國家公園/金門大

橋

●午餐：懸崖屋景觀餐廳

●下午：漁人碼頭

●晚餐：鯉魚門港式料理

●入住：Double Tree或同等級旅館

第三天(4月3日)

●上午：費洛麗花園

●午餐：費洛麗花園內簡餐

●下午：史丹佛大學/舊金山精品折扣中心

●晚餐：University Plaza旅館內餐廳

●入住：University Plaza

第四天(4月4日)

●上午：前往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午餐：Yosemite  Vistor center 

       food court

●下午：探索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美景

●晚餐：在Moutain Room用餐

●入住：優勝美地瀑布區旅館

       Yosemite  Valley  Lodge

第五天(4月5日)

●上午：繼續探索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美景

●午餐：Majestic

●下午：繼續探索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美景

●晚餐：Moutain Room

●入住：優勝美地瀑布區旅館

       Yosemite  Valley  Lodge

第六天(4月6日)

●上午：繼續探索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美景

●午餐：Yosemite  Vistor center 

       food court

●下午：離開優勝美地前往蒙特利

●晚餐：Embassy Suites旅館內餐廳用餐

●入住：Embassy Suites, Seaside 

第七天(4月7日)

●上午：情人岬野花/蒙特利罐頭街

●午餐：義大利海鮮餐廳

●下午：卡梅爾

●晚餐：Chilis墨西哥料理

●入住：Embassy Suites.Seaside

第八天(4月8日)

●上午：17哩路/圓石灘球場

●午餐：紅花鐵板燒

●下午：鴿點燈塔/半月灣漁港/海豹保護

區

●晚餐：傑克有機農場包場

●晚上約9點進入舊金山機場，準備搭次

日凌晨飛機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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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舊金山

出發：4╱1

航班：長榮BR18

飛行時間：19:40～16:00

舊金山—桃園

回程：4╱9

航班：長榮BR17

飛行時間：00:45～05:15+1

航班

資訊

優勝美勝地
國家公園

舊金山國際機場
DOUBLE TREE

Day4-6

Day1

Day7-8

蒙特利

圓石灘球場

卡梅爾

17哩路

Day2-3

半月灣

金門大橋

Muir woods國家公園

費洛麗花園
史丹佛大學

傑克農場

大索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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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名：utravel.udn.com

1.費用：台幣150,000

報名時請繳交30,000元訂金，餘額請於2018

年3月15日前繳清，以確保席位。

2.費用包括

● 美國簽證申辦費。

●機票、燃料稅、機場稅、兵險費。

● 活動期間的食宿及遊覽行程中的交通、門

票等。

●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不含床頭及行李

小費）。

● 活動期間投保每位500萬台幣旅遊平安

險，及20萬醫療及海外突發疾病。

3.費用不包括

● 護照申辦費。

●行李超重費、飯店之行李及床頭小費。

● 因生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衍生之住宿、餐

飲、醫療補助、特殊照護及醫療險自付

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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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元訂金，回傳繳款單、

護照影本。

Step3→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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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繳款帳號

銀行：台灣銀行松山分行

     （銀行代碼004）

帳號：064001056509

戶名：有行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報行旅事業部

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一段369號（近台鐵汐科站）

電話：(02)8692-5588

              轉3517、3543、3581、2751

手機：0937-982238、0935-080209

傳真：(02)8643-3968

信箱：rebecca.lee@chinesenews.com

報名
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