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旧金山+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纳帕酒庄+缪尔森林国家纪

念地 10 天精品团（香港航空） 
(深圳集中，旧金山入，旧金山出，返回香港) 

 

时间 行程 图片 交通 餐 

深圳-香港-旧金山-恶魔岛-纳帕酒谷-萨克拉门托-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蒙特雷水族馆-硅谷-旧金山-香港 

 

● 乘坐「亚洲最佳区域航空公司」之一，香港航空（HX），温馨服务； 

● 住宿升级：全程入住相当于国内四星标准，精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舒适温馨酒店； 

● 不惜成本，畅游三藩：特别安排游览美国西海岸不容错过的美景城市——旧金山（三藩市），“金门大桥”、

“九曲花街”展现刚柔并济之美； 

● 搭乘旧金山最为复古的观光电车——铛铛车，品味旧金山的历史韵味 

● 游览旧金山的市肺，美国西海岸标志性的绿地——金门公园； 

● 到访“世界最美楼梯” 16大道马赛克艺术阶梯、也是旧金山最浪漫的观景点之一； 

● 参观见证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关键之战，同时见证了美国著名棒球队巨人队的成长和辉煌的 AT & T公园； 

● 探访世界上最古老的森林带、全世界访问量最大的红木公园——缪尔森林国家纪念地； 

● 游览旅游胜地加利福尼亚著名的葡萄酒酒乡 NAPA酒谷； 

● 独家增游坐拥超级纳帕无敌美景的太阳山庄； 

● 纳帕谷品酒列车是加利福尼亚州最独特和最出色的餐厅之一，陶醉于美食美景； 

● 加州首府优雅的萨克拉门托，奥斯卡获奖电影 Lady Bird取景地； 

● 到访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是美国西部最美丽、参观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之一； 

● 加州三谷地区是美国最大的啤酒花生产基地之一； 

● 参观美国 IT圣地——硅谷； 

● 特别安排参观游览全美最大的海洋水族馆之一--蒙特雷湾水族馆； 

● 全加州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圣荷西州立大学，也是全美西地区最顶尖之一 ； 

 
 



 

第一天 
深圳 

自行前往深圳酒店。下午三点后，凭身份证入住指定的深圳酒店。 
 / 

X 

X 

X 

第二天 

深圳-香港 旧金山 

参考航班：HX060  HKGSFO  1310/1045 

指定时间在深圳指定地点集中，随后前往香港国际机场，乘机飞往

“美国最漂亮的城市”旧金山，抵达后游览旧金山最大的公园【金

门公园】（约 30分钟），里面绿化特别好，非常适合市民休闲。旧

金山的市肺，是美国西海岸标志性的绿地，还可以游览旧金山的标

志，气势磅礴的【金门大桥】；游览曾举办过万国博览会的，具有

古罗马式建筑风格的【艺术宫】（约 20分钟）；世界上最弯曲的街

道——【九曲花街】（约 35 分钟）；到 Gift Outlet选购手信（约

30 分钟）；随后搭乘电缆车市区观光，品味旧金山的历史韵味。旧

金山电缆车于 1873 建成，当时还是市内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如今却

成为最为复古的观光电车【铛铛车】经典游前往【联合广场】，游

览充满欢乐气息的【渔人码头】(约 40分钟)，游毕入住旧金山地区

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飞机 

X 

午 

X 

第三天 

旧金山地区 

早餐后，前往 33 号码头乘轮渡前往【恶魔岛】（自由活动约 90 分

钟），在上世纪 30年代至 60 年代被设为联邦监狱，曾关押过卡彭、

机关枪凯利等罪犯。上世纪 70 年代，恶魔岛结束了监狱“生涯”，

并在 1986年被评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如今，你依然能在岛上看到

当年狱房、餐厅、灯塔、水塔、狱长办公室的遗址，可谓旧金山之

旅中诡异却不可缺少的一站。随后游览美食天堂【渡轮大厦】（自

由活动约 60 分钟），充满了琳琅满目的小吃店、咖啡厅和熟食铺子，

也有很多优质的餐厅，让你犒劳你的胃。这里的农贸市场（farmers’

market）有许多当地农民制作的特色美食，这里的美食品种繁多，

有当地起司、橄榄油，还有纪念品等等。随后前往有着世界最美楼

梯的称号的【16 大道马赛克艺术阶梯】（约 20分钟），每一级都被

瓷砖覆盖，连续而绚丽的彩绘组成了巨大的马赛克图案，由低到高

象征着从大海到星空的延展，其中布满各式鱼类与陆地动物形象，

 

巴士/

轮渡 

早 

X 

晚 



 

刻有参与该项目的艺术家与捐赠者的名字。对于棒球爱好者而言，

【AT&T 球场】可谓旧金山最不容错过的圣地之一。AT&T是巨人队的

主场，在这里曾经举行过许多场激动人心的关键之战，见证了巨人

队的成长和辉煌。热烈的现场气氛和开阔的海湾美景同样吸引了许

多游客的脚步。游毕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第四天 

旧金山地区-缪尔森林国家纪念地-纳帕地区 

早餐后，乘车前往【缪尔森林国家纪念地】（Muir Woods National 

Monument），森林里有着许多上千年树龄的红杉，这些有着数百到

数千年历史的巨大红杉宽约四、五公尺，高达六、七十公尺，最高

的超过一百公尺！现在，这些分布在北加州沿海的巨杉森林已经被

联合国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是人类的珍贵生态宝藏。是全世

界访问量最大的红木公园。随后乘车出发到达加利福尼亚著名的葡

萄酒酒乡，这是旧金山的旅游胜地中最美丽和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我们将带您游访葡萄酒酒乡，安排您参观纳帕酒谷，品酒。这最适

合第一次品酒的游客或是珍藏佳酿的美酒爱好者。游毕入住纳帕周

边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早 

午 

晚 

第五天 

纳帕地区-太阳山庄 Auberge du Soleil-萨克拉门托地区 

早餐后，乘车前往【太阳山庄】。这是加州瓦恩镇（Wine Country）

最具盛名的奢华旅馆，藏匿于纳帕山谷传奇的葡萄酒庄园中，坐拥

超级无敌美景，沿着山间步道即可来到橄榄树林、雕塑花园和林间

小屋，私密的 Spa 护理和无可匹敌的细致服务都让 Auberge 成为纳

帕谷酒店业的标志性旗号。纳帕谷品酒列车是加利福尼亚州最独特

和最出色的餐厅之一，也是是一辆行驶在纳帕谷腹地的古董火车餐

厅,总行程 25 英里，午餐将于列车上享受现做新鲜的，冒着热气的

纳帕式佳肴。随后驱车前往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奥斯卡获奖电影

Lady Bird取景地，抵达后游览【加州议会大厦】，宏伟的立柱和时

尚的穹顶，犹如美国的国会大厦！游毕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

程。 

 

 

 

巴士/

品酒

列车 

早 

午 

晚 

第六天 

萨克拉门托地区-优胜美地-加州小镇 

早餐后，前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高耸入云的花岗石山岩，气

势磅礴的瀑布，以及空幽迷人的山谷，公园以宏伟壮丽的花岗岩山  

巴士 

早 

午 

晚 



 

峰、 巨大的杉林、清澈的溪流和瀑布著称于世。游毕后入住酒店休

息，结束当天行程。 

第七天 

加州小镇-蒙特雷水族馆-17 英里-蒙特雷地区 

早餐后，乘车前往【美国西岸黄金海岸线 17里湾】（约 40 分钟）。

这里是加州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被评为全美三大最佳驾车风景路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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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除了

沿路海天一色外、还偶可看到最具代表性的孤寂柏树、槐树；此外，

这里还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公园，如幸运可见海豹、山鹿、海燕、海

鸥等就近栖息或散步在路旁，景观多变，不远处便是举世闻名的【圆

石滩高尔夫球场】。随后前往蒙特雷，参观全美最大的海洋水族馆

之一---【蒙特雷湾水族馆】，随后晚餐后入住蒙特雷地区酒店休息，

结束当天行程。 

蒙特雷湾水族馆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水族馆，于 1987 年 10 月开馆，

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海洋生物学家 EdRicketts而建立的，水族馆占地

3 万多平方米，是全美最大的海洋水族馆之一。 

 

 

巴士 

早 

午 

晚 

第八天 

蒙特雷地区—硅谷——硅谷地区 

早餐后，前往著名 IT圣地硅谷，抵达后游览【圣荷西州立大学】（约

30 分钟），不但是全加州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而且是全美西地区最

顶尖的公立大学之一；【市立玫瑰园】这里能看到不同种类的玫瑰，

这里被打理的非常美丽。在玫瑰园里，享受阳光加州的舒适生活，

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朵玫瑰。参观【英特尔（INTEL）博物馆 】及【Google

公司】（约 45分钟），了解计算机芯片的发展历程及最新科技。随

后游览圣何塞最为古老的教堂【圣若瑟大教堂】（约 20 分钟）。随

后【斯坦福大学】（约 60分钟）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被公认

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这里不但培养出了美国前总统胡佛和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美国华人歌手费翔和高尔夫球手泰

格·伍兹也毕业于此，被称为“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 

 

 

巴士 

早 

午 

晚 

第九天 

硅谷地区-旧金山 香港 

参考航班：HX061 LAXHKG 1230/1735+1 

乘机返回香港，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夜宿航机上。 

 
巴士/

飞机 

X 

X 

X 



 

第十天 
香港 

抵达香港，结束愉快的旅程，自行返回各自温馨的家。 
 / 

X 

X 

X 

***旅行社将根据最终确认的航班时间、首末站城市对行程游览顺序一并调整，最终以出团说明会或出

团前（集合地）派发的行程表为准。**** 

 
 
服务标准及费用所含： 

① 全程机票经济舱票价、机场税（费）及燃油附加费；  

②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2人 1间，具有独立卫生间，空调）；  

③ 行程所列餐费（转候机及自由活动期间除外），酒店内及酒店外早餐相结合，酒店外早餐餐标为 USD5/

餐/人，正餐以中式围餐（10 人六菜一汤）或中式自助餐为主，美国午餐餐标 USD7/餐/人，晚餐餐标

USD8/餐/人，不含酒水；  

④ 行程所列游览期间空调旅行车；  

⑤ 行程所列景点第一门票（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铛铛车；恶魔岛渡轮；缪尔森林国家纪念地；纳帕品

酒列车；斯坦福大学；蒙特雷水族馆）；  

⑥ 专业领队服务，含司机领队工资（不含司导服务费）；  

⑦ 价值 30万中国人寿旅游意外保险； 

 
 

费用未含： 

① 本次行程签证费用；  

② 护照费、EVUS 美签电子登记费用、申请签证中准备相关材料所需的制作、手续费，如未成年人所需的公

证书、认证费；  

③ 国内段往返地面交通；  

④ 全程司导服务费 USD99/人；  

⑤ 额外游览用车超时费（导游和司机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不超过 9小时，如超时需加收超时费）；  

⑥ 行程中所列游览活动之外项目所需的费用；  

⑦ 单间差 CNY4060/全程(分房以同性别客人住一房为原则，如需住单人间，报名时应提出申请，并补交单

间差（如因客人在团上调整与他人拼住，费用不退！）；如报名时为夫妻、母子/父女（子、女需占床）、

兄弟姐妹需住一间房请提前告知，在不影响整团出现单人间的情况下予以安排同住，否则以我社安排分

房为准；  

⑧ 在机场内转机、候机及在飞机上时间及自由活动期间用餐由客人自理。(在美国内陆的航班不提供免费的

飞机餐)；  

⑨ 出入境行李的海关税、全程行李搬运费、保管费以及行李托运费；  

⑩ 客人个人消费及其他私人性开支。例如交通工具上非免费餐饮费、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

费电视、行李搬运、邮寄、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或宴请等；自由活动期间交通费；  

⑪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⑫ 因气候或飞机、车辆、船只等交通工具发生故障导致时间延误或行程变更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以及行

李在航班托运期间的造成损坏的经济损失和责任。特别提醒：因以上不可抗力因素而额外产生费用的，

均需要客人自行承担。 

 

注：1、12岁以下不占床小童减团费 CNY2030/人，占床小童按成人价收取。  

2、敬请游客遵守我国及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公德、风俗习惯、宗教禁忌，不得参

与任何违反以上项目的活动！  

3、为防止疲劳驾驶，行程中途经的休息站、加油站、公共卫生间等地停留仅供休息和方便之用，不建



 

议游客购物，游客因购物产生的纠纷与本社无关。  

4、意见表用于评估领队、导游及当地接待的服务质量，为保证客人的有效权益，请务必如实填写！ 

 

友情提示： 

1、客人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特别是现金、有价证券以及贵重物品等）。 

2、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规定，旅客在境外购买的物品，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可能需要征收关税。详细内容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 2010年第 54号文件》。 

3、行程中提及的摄影亮点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后提供参考，受天气、日照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敬请留意。  

4、分团、脱团：客人应按合同约定全程随团游览，若客人自行分团、脱团，所交费用不予退还，客人对此

表示同意。 

 
 

自费购物项目（在正常行程下安排，客人根据个人情况自愿购买）： 

 旧金山： 

Gift Outlet（停留约 30分钟)；； 

 

提示： 

1. 所有购物场所绝不强迫，如因行程安排、天气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2. 所有商品均明码标价，请您在购买之前务必慎重考虑，一旦确认购买付费后非质量问题一律不予退还； 

3. 不增加行程中列明以外的额外购物店（如要求增加须经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  

4. 购物安排是应客人要求而增加的项目，客人应本着“自愿自费”的原则，导游将不会带有任何强迫因素； 

特别提醒： 

1. 旅游法第十六条规定：出境旅游者不得在境外非法滞留，随团出境的旅游者不得擅自分团、脱团（同样

适用自备签证的参团游客）。游客在境外有任何形式的脱团我社都将收取 200 至 1000 美金不等的罚金，并

写书面说明，拒不交罚金且脱团的游客将视为主动解除与旅行社签定的旅游合同，我社将取消此游客后面行

程的一切食宿等安排。游客在境外有任何形式的滞留不归，我社都将第一时间通报中国和目的地国司法机构，

客人将被列入中国和目的地国移民局的出入境黑名单里。 

2. 此次旅行是跟团游，不是自由行，旅行社需要全程对游客的安全事宜负责，请大家不要参加由境外第三

方组织的游览活动，因为我们无法确认这些活动是否是正规经营，是否有购买商业保险，是否在出现紧急情

况时能给予全力协助，回国后还有连带问题的是否可以连带解决等等。如游客参加了由境外第三方组织的活

动，我社将收取 200 美金/人的违约金，并写书面说明，拒绝缴纳违约金和写书面说明的游客将视为主动解

除与旅行社签定的旅游合同，我社将取消此游客后面行程的一切食宿等安排。  

我们建议大家参加报名时拿到的行程里面公示的自费活动，因为一旦有需要协助的，地接社组团社导游领队

都会全部给予您全力的协助，并且我们所推荐的自费活动全部为正规的营业单位。一次美好的旅程，首先是

建立在安全安心的基础上，旅行是放松，绝对不是冒险 ！  

3. 在美国期间妥善保存好自己的护照，因为在外购物、刷卡和办理登机手续等等都要用到护照。 

4. 如合作社擅自更改《出团通知》，与我社不同，由此产生的一切问题由合作社承担。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同意所有以上行程和购物安排。 

 

旅客签名： 

 

 

 

全程各城市住宿使用以下表中参考酒店，具体安排请以出团通知书为准:     



 

旧金山地区 

COURTYARD FAIRFIELD NAPA /COURTYARD BY MARRIOTT 

VALLEJO/RADISSON HOTEL OAKLAND AIRPORT/ HILTON GARDEN INN 

FAIRFIELD /或同级 

纳帕地区 NAPA RIVER INN/ NAPA WINERY INN/或同级 

萨克拉门托地区 HOLIDAY INN EXPRESS/ DOUBLETREE BY HILTON SACRAMENTO 或同级 

加州小镇 
SPRINGHILL SUITES FRESNO/ RADISSON HOTEL FRESNO CONFERENCE 

CENTER 或同级 

蒙特雷地区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SALINAS/HOLIDAY INN EXPRESS HOTEL & 

SUITES MARINA - STATE BEACH AREA/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SALINAS/BEST WESTERN PLUS SALINAS VALLEY INN & SUITES/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SALINAS /或同级 

硅谷地区 

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SAN JOSE AIRPORT /HOLIDAY INN SAN 

JOSE-SILICON VALLEY/ CROWNE PLAZA SAN JOSE/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SAN JOSE AIRPORT/或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