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加州、奧瑞崗三日遊 (硅谷出发) 

第一天：灣區 - 那帕酒鄉 - 萬佛城 – 紅木森林 - 尤瑞卡 

早上從灣區出發，沿著鄉間公路前往酒鄉之稱的娜帕谷，沿途觀賞道路兩旁的葡萄園，一幅幅美麗的鄉

間畫面讓您心胸舒暢。接着我們停留在萬佛聖城，參觀北美最 大的佛學院，走入聖殿瞻仰一萬尊佛像。

下午到達著名的北加州紅木樹林，觀賞能通過車輛的樹洞，這是一棵兩千多年的紅松木，挖了個大樹洞

後仍然是活著的樹。 隨後我們到達千年紅木原始森林，您可以漫步在幽靜的林間小路，沐浴森林中的

負離子空氣，觀賞三百多英尺高、存活了兩千多年的參天巨木。然後帶著大自然的清新，夜宿尤瑞卡。  

   

第二天：尤瑞卡 - 綺麗湖 - 卡拉馬 

早上迎著海風晨霧，沿著海岸公路北上，沿途的風景美不勝收。一邊是太平洋的藍色海面，礁石拍浪，

一望無際；一邊是千年的紅木樹林，河流伴隨著公路，湍急奔 流，林中麋鹿悠閒覓食。午後我們來到

奧瑞崗州的綺麗湖國家公園。7700 年前爆發的巨大火山口，內存了大量的雪水和雨水，形成了今天大

約 27 平方公里的巨大火山湖。湖的四周是多姿的火山岩，長滿了翠綠的杉樹林，深達幾百公里的湖水

呈驚豔的靛藍色，有如一塊璀璨奪目的藍寶石，鑲在海拔 3700 米火山口上。這 奇特的美景令您流連忘

返。夜宿克拉馬小鎮。  

 

第三天：夏斯塔水晶溶洞 - 日晷橋 - 灣區 

上午前往北加州境內的夏斯塔湖，沿途欣賞奧瑞崗州的田園風光，眺望雄偉的夏斯塔雪山頂。 您可以

選擇自費參觀位於北加州的夏斯塔水晶溶洞，參加者可乘坐渡船欣賞夏斯塔湖美景，由當地專門導遊全

程帶領參觀迷人的水晶溶洞。午後參觀日晷橋，此橋斥資 2,350 萬美金, 於 2004 年建成。橋的設計是藝



術和科學結合的作品，橋身是鋼鐵結構，橋面全是鋼化玻璃，橋頭有一高大的斜柱，當陽光照射下的陰

影移動落在地面上的圓盤，指示一天的日照時間。我們于傍晚時分回到灣區，結束三天的愉快行程。  

  

 

公主邮轮至尊公主号 10 晚墨西哥豪华邮轮 (旧金山出发) 
Princess Cruises Grand Princess 10-night Mexico Cruise from San Francisco (Roundtrip) 

  美国公主邮轮 princess cruises 是 Carnival 旗下一个至尊的邮轮品牌，创始于 1965 年，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塑造了海上旅游新概念。随美国公主邮轮探索每个城市不同的 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美国公主邮轮为乘客提

供全新的个性化空间、五星级酒店的食宿、温馨的私人服务以及完善的娱乐设施，将保证客人随时随心地享受。 

  至尊公主号邮轮于 1998 年首航，并于 2004 年进行了全新的装修。至尊公主号邮轮船上的装饰温馨而吸引人。

至尊公主号邮轮的外观大胆而直白，船尾有一个 巨大的导流片结构，白天这里被用作船尾的观景台，晚上是迪

斯科舞厅；船头胖而微翘，船尾有类似于 15 世纪西班牙大帆船一样的带窗檐的舷窗设计。至尊公主号邮轮整艘

船包括舰桥宽 36 米（比巴拿马运河还宽 3.9 米）。船上有一条带顶棚的 teakwood材质的散步甲板散步甲板几乎

绕船一周并伸向封闭的船头，围绕她走三圈等于一英里。至尊公主号邮轮室外泳池有不同的装饰风格，船上有四

个泳池，其中一个泳池占据了两层甲板带可伸缩的玻璃顶棚。在船尾最高处是同整个船一样宽，有着整面玻璃墙

的迪斯科舞厅，从船的左右舷看过去她像个导流片高高地悬挂在水面上 45 米高的地方。船的两舷是为数众多的

露台舱房。船上收藏有很 多的艺术品，同室内装饰相得益彰。 

  
  

 
     

第一天 :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25/2016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港码头登上公主号豪华游轮，展开永生难忘的墨西哥

蔚蓝海岸之旅。上船后您可到自助餐厅用餐，之后在船陪带领下参观游轮设施；并在启

航前参与游轮的救生演习。  
 
备注：需要携带美国/中国护照及绿卡。无绿卡者：需带本国护照及有效回美签证  
启航：4:00PM 

     

    
     

    
     第二天 :  At  Sea 海上一日      

     
       今日将航行于墨西哥沿海，您可以自由参加海上行宫所提供的各种娱乐活动。在饱览海

峡风光之余，您亦能尽情享受精美膳食醇酒，及豪华精彩的娱乐节目，所有旅客必能尽

兴尽欢。  
     

     

    
     第三天 :  At  Sea 海上一日      

     
       今日将航行于墨西哥沿海，您可以自由参加海上行宫所提供的各种娱乐活动。在饱览海

峡风光之余，您亦能尽情享受精美膳食醇酒，及豪华精彩的娱乐节目，所有旅客必能尽

兴尽欢。  
     

     

    
     第四天 :  At  Sea 海上一日      

     

       蓝色的大海向您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五百年前，哥伦布历经千辛万苦在这片海域上发现

了新大 陆。今日您则在豪华巨轮上轻松 愉快的发现人生喜悦。邮轮上有着现代 化的游

乐设施 、大剧院、夜总会、歌舞厅、酒吧、雪茄俱乐部、游泳池、健身房、赌场儿童乐

园、美容院、图书馆、迷你高尔夫球场、婚礼教堂、免税商店街等。极目蓝天大海， 品
饮美酒香茶，观赏美女俊男，正是此行的享受。邮轮上为您精心安排的节目，更让您不

虚此行。 

     

     

    
     第五天 : Puerto Vallarta, Mexico 波多法瓦塔，墨西哥（岸上观光自理）      

     

       几百年来，瓦亚塔港一直是一个沉睡的渔村。导演 John Huston 选择了这个村庄来拍摄

他的电影"Night of the Iguana"（鬣蜥之夜），由 Richard Burton（理查伯顿）主演。之

后，瓦亚塔港不再沉睡，转型成为国际渡假胜地。如今，这里有许多富人和名人出没。

游客总是被那里的气候吸引，还有极好的 购物环境价钱公道的皮制品、珠宝和手工艺品

更有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棕榈海滩。 
 
Arrival 10:00 AM ---Departure 6:00 PM 

     

     

    
     第六天 : Mazatlan, Mexico 马萨特兰，墨西哥（岸上观光自理）       

     

       位于北回归线下面，玛莎特兰以其全年不变的极佳气候而自豪。位于崎岖的 Sierra 
Madre （马德雷山脉）及 Cerro de Neveria（Neveria 山丘）脚下的半岛上，玛莎特兰有 2
种截然不同的海岸线多岩石的太平洋海滩和为游客所喜爱的广阔白色沙质海滩。这里的

海滩和 世界级的垂钓条件使这里从曾经的商业捕鱼港口很快转型至如今世界最好的渡假

胜地之一。  
 
水瓶宫玛莎特兰 Acuario Mazatln 墨西哥最大的水族馆之一，水瓶宫拥有超过 200 种鱼类

     



和海洋生物，还有茂密的植物园。  
 
Arrival 8:00AM ---Departure 6:00 PM 

     

    
     第七天 : Mazatlan, Mexico 马萨特兰，墨西哥（岸上观光自理）       

     

       位于世界最长半岛的最尖端，圣卢卡斯岬平静地望着冷酷的太平洋与 Cortez 海融合。只

要你体验过其水晶般清澈的海水和白色沙质海滩，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它会从 Baja 罐头村

转型成为国际流行的度假胜地了。  
 
海蚀拱门 Los Arcos 乘船去观看这些壮观的岩石结构还要留心海狮、鹈鹕和迁徙而来的

鲸。  
 
Arrival 7:00AM ---Departure 5:00 PM 

     

     

    
     第八天 : Cabo San Lucas, Mexico 卡波圣卢卡斯, 墨西哥（岸上观光自理）      

     

       位于世界最长半岛的最尖端，圣卢卡斯岬平静地望着冷酷的太平洋与 Cortez 海融合。只

要你体验过其水晶般清澈的海水和白色沙质海滩，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它会从 Baja 罐头村

转型成为国际流行的度假胜地了。  
 
海蚀拱门 Los Arcos 乘船去观看这些壮观的岩石结构还要留心海狮、鹈鹕和迁徙而来的

鲸。  
 
Arrival 7:00AM ---Departure 5:00 PM 

     

     

    
     第九天 :  At  Sea 海上一日      

     
       您的游轮之旅快要接近尾声，今天您只需要尽情享受。盛大的宴会将在海上举行，从早

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的各式美味大菜，让您享尽口福，船上除了酒、烟要自行购买，

其它的食物、大菜、自助餐、及正餐时的非酒精饮料都免费供应，让您大快朵颐。 
     

     

    
     第十天 : At  Sea 海上欢乐游      

     
       您的游轮之旅快要接近尾声，今天您只需要尽情享受。盛大的宴会将在海上举行，从早

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的各式美味大菜，让您享尽口福，船上除了酒、烟要自行购买，

其它的食物、大菜、自助餐、及正餐时的非酒精饮料都免费供应，让您大快朵颐。 
     

     

    
     第十一天 :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 California) ， 10/5/2016      

     

       今日游轮停靠旧金山 (San Francisco , California) ，您将要办理离船手续，结束墨西哥沿

岸之旅  
 
到达时间: 7:00AM  

     

    

 



嘉年华启示号洛杉矶墨西哥五天四夜邮轮 (洛杉矶出发) 
9/26-9/30/2016 

  

  嘉年华启示号就是灵感本身！这艘船显示了他独特的创意精神，绝对使您的巴哈墨西哥巡航更闪耀。 

  你步入大厅的那一刻起，你就会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房间 –一个很高艺术镀金的 50

英尺长的雕塑呈现在您的面前。这艘船是以艺术风格为主题， 如 Cafe des Artistes 咖啡店和前卫酒廊。巴黎

和烛光休息室不仅是有一些座位和舞台房间- 这里是表演者为我们表演的地方，他们的表演会将你带到另一个地

方和时间。你会在两个主要的厅之一享受晚餐，在你的面前不只是一盘菜 - 这是我们厨师创意的的烹饪结果。

从食品到池，到水上滑梯，在这艘船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感受周围所有的乐趣和它背后的创意精神。 
 

  嘉年华启示号邮轮共有十四层甲板，九层以上大多数是餐厅和娱乐设施。船上的游泳池，小型高尔夫球场和

跑道，儿童滑水梯，健身房，少年儿童游戏室，自助餐厅，早晚餐厅，剧场，舞厅，赌场，小型商店等等一应俱

全，就是一座精彩的海上城市。 

第 1 天 洛杉矶（长堤），加利福尼亚 ，9/26/2016  

  洛杉矶长滩港码头登上嘉年华豪华游轮，展开永生难忘的墨西哥蔚蓝海岸之旅。上船后您可到自助餐厅用餐，之后在船

陪带领下参观游轮设施；并在启航前参与游轮的救生演习。17：30起航。 

第 2 天 卡达琳纳岛 Catalina ，卡达琳纳岛 Catalina 位于 Long Beach 西南角  

  卡达琳纳岛 Catalina卡达琳 纳岛 Catalina 位于 Long Beach 西南角，离 Long Beach40 公里的太平洋海面上，坐船两

小时可能到达的 Catalina 岛是游客甚至加 大利福利亚本地人观光旅游的好去处。它以 Avalon Bay 为中心，海水清澈透明，

游客可以坐上带玻璃底面的玻璃船游览。在这样的玻璃船上，美丽的海底以 及海中游弋的鱼群尽收眼底，还可以看到岛上

的野生斑马，另外还有潜水，垂钓，快艇等项目。岛内还有野生草原以及沙滩海岸，在这儿你不时会发现一两支野牛山 羊，

百头翁等动物，一些珍奇植物也并不少见。 

第 3 天 恩森达那，墨西哥  

  9：00抵达墨西哥的艾森纳达,这 里被誉为”世界黄色尾蝶鱼首都”,它是巴加半岛上最古老的城区，也是进行海上运

动最理想的地方。您可以尽情享受这里的阳光沙滩和海水，也可以到旧城中闲 逛,或参观一座自 1888 年开始的圣多汤玛士

酿酒厂品尝美酒佳酿或前往黑风洞观赏能将海水喷射至 60英尺高的自然奇观。晚上 18：00离开艾森纳达。 

第 4 天 海上一日  

  全天海上巡游，尽情享受游轮豪华设 施。您可以参考游轮上的每日活动报表选择你喜爱的节目，您可以去顶层甲板漫

步或晒太阳或者去游泳池、健身房、Mini 高尔夫锻炼身体，或者去大剧院、歌舞 厅、酒吧、雪茄俱乐部等欣赏各类精彩演

出，也可到摄影画廊寻找你的美丽瞬间，除此之外还有儿童乐园、青少年俱乐部、图书馆、美容院、免税商店街赌场等让您 

各取所需。极目蓝天大海，品饮美酒香茶，正是此行的享受。游轮上为您精心安排的节目，更让您不虚此行。 

第 5 天 洛杉矶（长堤），加利福尼亚 ，9/30/2016  

  时光飞快如梭，早上 8：00 游轮返回洛杉机游轮码头，结束愉快的拉丁美洲墨西哥嘉年华邮轮蔚蓝海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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