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和路线 
  

国家公园和塞拉山
旅游路线

计划人：占士
 
州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
华达州
 
起点：内华达州里诺市
 
终点：内华达州里诺市 

路程：958英里 
 
建议日数：8天
 
行程总类：郊外及市区自
驾游，包含国家公园、小
城市和小镇

适合：自驾游、摩托车
游、度蜜月、家庭
 
建议季节：五月至十一月

概览 
这条令人难忘的旅游路线包揽穿越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和内华达州(Nevada)
的塞拉山(High Sierras)地区的精髓景点。塞拉山是美国其中一个最久员盛名的自
然观光景区，这处有宏伟的山河及地貌和地球上最高的树—俗称世界爷的美国红
巨杉(Giant Sequoias)。
这条自驾游路线将带你穿越塞拉山地区的中心地带，从内华达州里诺市(Reno)为
起点和终点站。 你将会游览两个国家公园、众多州立公园和小市镇，也会领略
到一些美国立国初期的历史和文化。於条路线上，你会遇到各式别具一格的餐厅
和旅馆，以及令人敬畏的美国西部荒野。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我的旅游路线

太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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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内容
这行程涵盖了近一千英里的路程，我们建议用至少八天来
游览其中的景点。路途上风景优美，你大可体验自驾游的
悠闲乐趣。除了两个较长的车程可预先计划分段，多数的
车程会是大约三小时左右。这地区的天气通常早春有些寒
冷，夏季高峰期相当炎热，秋季较为凉爽。你可能於秋季
时份在塞拉山遇到下雪，所以要准备足够衣物。虽然这路
线全年也适合观光，但十一月至二月其间可能会下大雪，
对於没有在山区雪地驾驶经验的游客会比较危险。

我们的顶级建议：

如果你是在夏天出发，你
要记得带备泳衣！这路线
会途经很多隐世游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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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点子：
美国每个州份的法律也不一样。在
一个州份合法的事情，在另一个州

份可以是不合法的啊。



第一天：抵达里诺(RENO)
(一 小时二十 分钟/五十五 公里) 

当你的飞机降落在里诺/太浩国际
机场(Reno/Tahoe International 
Airport)时，你期待已久的塞拉山天
冒险便即将开始。你需要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前往租车公司租一辆车。
里诺/太浩国际机场有多间不同的租
车公司以供选择。
太浩湖度假酒店(Lake Tahoe 
Resort Hotel)距机场约一小时车
程。如你已预订酒店，确认信息已
通过电邮发送给你。
你稍作休息后，可马上前往离酒
店十分钟车程的泽弗湾度假酒店
(Zephyr Cove Resort)。抵步后登
上迪克西二世观光船(M.S. Dixie II)
游览太浩湖(Lake Tahoe)及翡翠湾
(Emerald Bay)的美景。此航程需时
两小时半，不要忘记提前预订船票
啊。
航程完结后，从泽弗湾度假酒店开
车四十五分钟便到了翡翠湾州立公
园(Emerald Bay State Park)。
你可以在这裹用全方位於高处欣赏
太浩湖和翡翠湾的美景来完结第一
天的行程。除此之外，太浩湖和翡
翠湾一带还有远足径、野餐点、野
生动物观赏和博物馆等等各种观光 

活动选择。

拍摄太浩湖的最佳地点：翡翠湾

购买必须品的最佳地点：天堂村
的商店(The Shops at Heavenly 
Village)

翡翠湾州立公园内最佳一小时步行
径：鹰瀑布径(Eagle Falls Trail)

观看日落的最佳地点：荒凉野岭地
(Desolation Wilderness)

第二天：卡拉韋拉斯大树州
立公园(CALAVERAS BIG 
TREES STATE PARK)
( 四 小时/一百 四十五 英里)

休息一晚后，准备好行动前往第二
天的首站—太浩历险公司(Tahoe 
Adventure Company)。你在这裹
可挑选多种行程，爬山单车、皮划
艇、徒步行山、攀石或其他特定的
历险。由於供应有限，单车租用虽
要提前一小时预订。

你可以从太浩湖渡假酒店开车三小
时前往卡拉韋拉斯大树州立公园继
续你的历险之旅。
这州立公园提供了各式的活动选
择，而位於公园内壮观的南格罗夫
(South Grove)更是必去之景点。. 
这条五英里长的步行径越过长满美
国红巨杉的自然生态区。徒步於这
美景之内，你会在不知不觉间和大
自然融为一体。
格罗夫兰酒店(Groveland Hotel)
距离卡拉韋拉斯有一小时车程。 
这家历史悠久的酒店位于图奥勒
米县(Tuolumne)，邻近优胜美地
(Yosemite)。办理好入宿后也应该
是到了晚饭的时候吧。虽然这区有
多间餐馆，我们还是要推荐铁门酒
馆(Iron Door Saloon)。这家是当地
营业了最老的酒馆！

午餐的最佳去处：麦克德夫酒吧
(Macduff’s Pub)

卡拉维拉斯最佳徒步旅行：南格罗
夫

在格罗夫兰观光的最佳地点：
格罗夫兰优胜美地基维博物馆 
(Groveland Yosemite Gateway 
Museum)

卡拉韋拉斯大树州立公园(Calaveras Big 
Trees State Park)

翡翠湾(Emerald Bay), 太浩湖 
(Lake Tahoe)

太浩湖度假酒店(Lake Tahoe Resort 
Hotel), 太浩湖 (Lake Ta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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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红杉国家公园
(SEQUOIA NATIONAL 
PARK)
(四 小时/二百英里)

第三天是坐火车的日子啊！距离图
奥勒米县仅两个半小时车程便会到
达优胜美地山糖松铁路(Yosemite 
Mountain Sugar Pine Railroad)。
这铁路成立于1965年，乘客在这一
小时的火车旅程间穿越山脉，经过
伐木工人工作的林区和把木材由山
上运至山谷的运输水道。
近距离观看过传统伐木业后，再登
上汽车行驶两个半小时到红杉国家
公园。
於进公园前，你可先在位於维塞利
亚(Visalia)的皮塔烤肉(Pita Kabob)
吃点东西。
探索红杉国家公园将会是你其中一
个终身难忘的体验。走在那些像大
教堂一样高的树木下面，你感觉到
有如变回孩子般的奇妙视角。你离
开前必定要去探望一下谢尔曼将军

(General Sherman)—现存最大一
棵的红巨杉。
从红杉国家公园返回维塞利亚后，
可前往225餐厅(Cafe225)吃晚饭。
这处有多家旅馆选择，让你好好休
息一个晚上。

拍摄红杉国家公园的最佳地点：摩
洛岩(Moro Rock)

购买必须品的最佳地点：迪克体育
用品(Dick’s Sporting Goods)

红杉国家公园内最佳一小时步行
径：国会步道(Congress Trail)

早餐咖啡的最佳去处：大道餐厅
(LeBoulevard)

第三天：优胜美地国家公
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
(三 小时/一百 三十 英里)

你今天将前往在美国极具标志性的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在你自驾体验
的眼前是高耸入云的花岗岩山峰和
像童话故事场景般的优胜美地山, 其
美景绝对是难以形容。 
你可於大树旅馆(Big Trees Lodge)
享用午餐和顺便伸展一下双腿。
这位於马里波萨格罗夫(Mariposa 
Grove) 附近的旅馆是建於1856年
的维多利亚时代。
优胜美地到毕晓普的沿途风景十分
优美，由大树旅馆开车两个半小
时后你便会到达泰奥加山口(Tioga 
Pass)。这处是一个拍摄照片的好
地方，你可看到优胜美地无际的山
景。再开十分钟的车程后，你便到
了不容错过的华尼尔森餐厅(Whoa 
Nellie Deli)吃晚餐。
这裹有很多质素不错的酒店供你
宿一宵，其中游民旅店(Vagabond 
Inn)是个价性比很好的旅店。

拍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最佳地
点：奥加山口

毕晓普最佳的烧烤餐厅：老天餐厅
(Holy Smoke)

量佳晚上娱乐：生锈吧(Rusty’s 
Bar)

观看日落的最佳地点：欧文斯河
(Owens River)

第五天：猛犸湖
(MAMMOTH LAKES)
(二小时/六十 四 英里)

你可在镇裹享用一顿休闲的早餐来
迎接新的一天。不妨试试当地很有
名的阿绩窝夫。(Jack’s Waffle)
吃饱后从毕晓普市中心开车短短分

冰川点路(Glacier Point Road),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

主教溪峡谷(Bishop Creek Canyon), 加州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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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车程,你便马上展开探索毕晓普溪
峡谷的行程。这裹能尽响清新的空
气，饱览花岗岩山峰、纯净的湖泊
和夏季的野花，绝对是你旅途中小
休的理想地点。 
从毕晓普出发二十分钟即可到达
猛犸湖（Mammoth Lakes）。你
可以在猛犸酿酒公司(Mammoth 
Brewing Company)的简吃小餐厅
(The Eatery)先吃午餐。然后前往波
浪狂欢(Wave Rave)，一家当地的
滑雪板和户外商店，租一辆电动单
车在猛犸湖盘地单车径畅游。这条 
五点三 英里的多用途道路连接北村
(North Village)和马蹄湖(Horseshoe 
Lake)，并经过许多受欢迎的猛犸湖
景点。
如果你计划好骑单车的时间，你
可以开车三十分钟到莫诺湖(Mono 
Lake)观赏日落景致。 莫诺湖是干
燥的大盆地中的一片绿洲，也是数
百万迁徙和定居鸟类的重要栖息
地。
如你计划在利韦宁(Lee Vining)过
夜，那裹同样有很多地方可供选
择。优胜美地基维酒店(Yosemite 
Gateway)是个可以欣赏到湖景的
有趣之选，於莫诺酒店(The Mono 

Inn)享用晚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在猛犸湖观赏野花的最佳地点：天
空草甸步道(Sky Meadows Trail)

猛犸湖内最佳一小时步行径：彩虹
瀑布步道(Rainbow Falls Trail)

莫诺湖最佳泳滩：海军滩(Navy 
Beach)

第六天：博迪州立历
史公园(BODIE STATE 
HISTORICAL PARK)
(三 小时/一百 四十 英里)

早餐后，开车从李维宁前往南图法
(South Tufa)地区欣赏莫诺湖的独
特地质 。南图法地区含丰富的凝灰
岩(tufa)，这是在碳酸盐浓度高的湖
水中含钙泉水通过冒泡上升时经年
累月而形成。南图法地区有一条小
径可以让你在这些高达三十英尺的
巨大凝灰岩尖柱间行走。在徒步行
程之后，我们建议你回到华尼尔森
餐厅(Whoa Nellie Deli)享用午餐。

是的，这家餐馆就是那么好。
准备好寻幽探秘吗？你即将去参观
真实的鬼城。
距离李维宁仅四十五分钟路程，博
迪州立历史公园是一个真正的加州
金矿鬼城。 游客可以沿着曾经有近
一万人居住的城镇之荒凉街道上漫
步。你可在这迷人的小镇 了解淘金
热时代的历史和黄金耗尽时会发生
的一切。
从博迪(Bodie)前往特拉基(Truckee)
过夜，在众多选择中我们推荐精致
又历史悠久的红灯历史客栈和酒馆
(Redlight Historic Bunk Hotel and 
Speakeasy)。晚餐可试试有趣的美
国酒吧(The Bar of America)。

博迪最鬼魅的秘密：“博迪天
使”(The Angel of Bodie)的墓碑

特拉基最独特的商店：太浩油及香
料店(Tahoe Oil and Spice)

红灯的最佳饮品：红灯丽塔
(Redlight Rita)

博迪州立历史公园(Bodie State Historical 
Park), 加州(California)

博迪州立历史公园(Bodie State Historical Park), 加州(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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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山谷观景点(Valley View)沿着默塞德河(Merced River)远眺优胜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

第七天：唐纳山道
(Donner Pass)
(三十 分钟/三十 英里)

快来准备好探讨美国历史上最着名
和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唐纳山道位
于特拉基以西九英里处，以命中注
定不幸的唐纳大队而名。唐纳大队
是一群美国先驱者，他们的移民队
伍是由数个家庭组成的篷车大队，
在1846年五月由美国东部出发预
计前往加州。由于错误的资讯使他
们的旅程遭受延迟，导致他们在
1846年末到1847年初之间受困在
内华达山区度过寒冬。在恶劣的环
境下，接近半数成员遭到冻死或者
饿死，据说部分生存者依靠食人存

活下来。
直接在山道前面是唐纳州立纪念公
园(Donner Memorial State Park)，
该公园位于移民大队冒着大雪度过
那个冬天的地方。公园内有移民路
径博物馆(Emigrant Trail Museum)
和先锋纪念碑(Pioneer Monument)
以纪念美国立国初期的一段移民
史。
你最后一天的自驾之旅是从唐纳山
道出发经特拉基返回里诺。回到里
诺后，不妨前往河滨区放松一下。
这区位於里诺的市中心及特拉基河
沿岸，是消遣娱乐的理想地点。如
果想试试你的运气，这裹有许多大
型赌场设有免费穿梭巴士。我们建
议你入住机场附近的酒店，方便明

天乘坐航班回家。

拍摄唐纳山道的最佳地点：彩虹桥
(Rainbow Bridge)

购买物纪念品的最佳地点：里诺羡
慕(Reno eNVy)

最佳的牛排餐馆：亚特兰蒂斯牛排
馆(Atlantis Steakhouse)

第八天：归途

飞回家时，记得从飞机窗口向美丽
的塞拉山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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