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TACWC Post Conference Tours:                                        Tour 5-01 

 
Please Contact Grace Wu of K & K Travels (408 725 1586, gracewu429@yahoo.com) 
for any question regarding the tours.  We have 5 tours: T-O, T-1, T-2, T-3 and T-4. T-O 
(a 3 day tour)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TACWC/NATPA.  NATPA members, who join 
this tour, please also notify NATPA logistic coordinator, Dr. Joe Chou (510-648-7198). 
The charter bus has 50 seats, so anybody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is tour should register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other 4 tours (T-1 to T-4) are standard commercial tours.      
 
T-O. Three Day Tour of Yosemite, Hearst Castle, Carmel and 17 Miles Landscape 
(The fee for T-O covers 7/10 hotel, and the tour will depart the morning of July 11) 
 

7/10/2016 (Sunday) --  Foster City市的Crowne Plaza Hotel 

夏令會結束後，在Foster City市的Crowne Plaza Hotel住一晚 。星期一清早出發去Yosemite。 

7/11/2016 (Monday)  --  Yosemite National Park 

遊覽美西最負盛名的優山美地 (Yosemite) 國家公園，一路怪石嶙峋，懸崖峭壁，千丈飛

瀑，萬里峰巒，彷彿置身世外桃園. 

夜宿Fresno. 
7/12/2016 (Tuesday)  --  Hearst Castle 

參觀報業巨子 William Randolph 故居。威廉藍道夫早年投資礦業，發蹟於內華達，晚年

富甲一方，置產於聖西蒙 (San Simeon)山麓。城堡建築於一九一九年，直到一九五一年

赫氏去世時仍未完成其建築計劃。古堡佔地一百三十七英畝，內有私人動物園及各類古董，

尤以室內金磚砌成之游泳池令人終生難忘。一九五八年 赫氏後人將此古堡贈予加州政府

開放民眾參觀。 

夜宿Gilroy 

7/13/2016 (Wednesday)--  Tour of Carmel and the 17 Miles Landscape     

本日乘專車前往風光明媚的蒙特利半島 (Monterey Peninsula) 和加州第一座漁人碼頭, 各

式海鮮名點可口價廉, 雜耍集子, 熱鬧非凡。 稍後前往億萬富豪住宅區17 Miles Drive。海

燕齊飛, 古木多姿, 驚濤拍岸, 蔚為奇觀。遊畢再往聞名全美的卡美爾小鎮 (Carmel)。 
 

團費每人 490 (兩人一房) ：此價格包括：Hotel住宿費、Yosemite門票、Hearst Castle門

票、 17 mile drive門票。團費不包括：餐食, 小費（每人每天７元） 

 

T-1. 舊金山市區觀光 一日遊,  天天出發  One Day Tour of San Francisco City  (Daily 

Departure). 
 

舊金山市區觀光遊覽項目: 金門大橋、聯合廣場、財經中心漁人碼頭、九曲花街、金門公

園、市政中心、市場大道、中國城、藝術宮、雙子峰等等. 

團費: 成人 $58, 兒童 $53 (age2-12).  團費不包括： * 餐食, * 自費項目, 小費  

自費項目： * 海灣遊輪 - 大人(18+) $28, 小孩(5-17歲) $20 

 
 
 

T-2. 蒙特利水族館, 17哩風景線, 卡美爾 一日遊. 出發日期: 每週一、二、四、五、六、日,  



One Day Tour of Monterey Aquarium, 17 Miles Landscape and Carmel  
                                          

本日乘專車前往風光明媚的蒙特利半島和加州第一座漁人碼頭, 各式海鮮名點可口價廉, 

雜耍集子, 熱鬧非凡。接著參觀北加州最有名的水族館(自費), 現代化的室內大小魚場, 聚

集無數奇妙的海底動物及罕見的深海魚類等, 其設計與管理方式, 舉世無雙, 令閣下有大開

眼界之感。稍後前往億萬富豪住宅區－17哩風景線 (17 Miles Drive)。海燕齊飛, 古木多姿, 

驚濤拍岸, 蔚為奇觀。遊畢再往聞名全美的卡美爾小鎮(荒野大鏢客主角克林伊斯威特 

Clint Eastwood 曾任市長)。 

團費 成人 $68, 兒童 $58 (age2-12) 

團費包括：* 17哩風景線門票, 團費不包括： * 餐食, * 自費項目, 小費  

自費項目： * 蒙特利半島水族館 - 大人$36, 小孩(2-12歲) $28, 長者(65歲以上)$33)  

 

T-3. 納帕酒鄉, 納帕名牌服飾工廠直銷一日遊. 出發日期: 每週二, 四, 六. 

One Day Tour of Napa Wine Country, Napa Factory Outlet (Depart on Tuesday. 
Thursday. or Saturday)  
 

沿 海灣北行, 進入美國最負盛名的葡萄酒產地納帕山谷, 在長三十英裏, 寬一英裏的山谷匯

聚了兩百多家酒莊, 葡萄園滿山遍野, 一望無際, 微風徐來, 令人心曠神怡。釀酒是一門藝

術, 每一道工序都融入了釀酒師極豐富想象力, 品酒則是對一件藝術品的詮釋, 講究觀色、

聞香、品味。且聽導遊細說葡萄酒生產的全過程及品酒方法, 並可品嘗各種不同的紅葡萄

酒、白葡萄酒及香檳酒(費用自付)。在風景如畫的酒莊小酌, 在花香四溢的小鎮散步, 感受

酒文化的魅力, 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返程順停納帕工廠直銷店, 各種名牌服裝、鞋帽、皮

包任您挑選。 

團費 成人 $68, 兒童 $58 (age2-12), 團費不包括： * 餐食,  小費  

 

T-4. 兩日優山美地國家公園, 赫氏古堡  出發日期: 每週二、六 (每年3月至11月出發) 

Two Day Tour, Yosemite National Park, Hearst Castle (Depart on Tuesday or Saturday). 
 

遊覽美西最負盛名的優山美地國家公園，一路怪石嶙峋，懸崖峭壁，千丈飛瀑，萬里峰巒，

彷彿置身世外. 參觀報業巨子赫氏故居: 赫氏古堡，威廉藍道夫赫氏早年投資礦業，發蹟

於內華達，晚年富甲一方，置產於聖西蒙 (San Simeon)山麓。城堡建築於一九一九年，

直到一九五一年赫氏去世時仍未完成其建築計劃。古堡佔地一百三十七英畝，內有私人動

物園及各類古董，尤以室內金磚砌成之游泳池令人終生難忘。一九五八年赫氏後人將此古

堡贈予加州政府開放民眾參觀。 

團費 成人 $198, 兒童 $118 (age2-12) 

團費包括：* 酒店住宿 * 優山美地國家公園門票 * 赫氏古堡門票. 團費不包： *餐食, 小費 

 

以上五團旅遊注意事項：2歲以下的兒童將收取每天25美元的強制性責任保險, 保證有座

位給孩子。如客人喜歡抱孩子不佔用該座位, 每天25美元的強制性責任保險仍需照

付。 為保證行程順暢, 本公司有權更改行程或調整景點遊覽的先後次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