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美西游学之旅 

  

D1：抵达旧金山（飞机） 

乘坐国际航班抵达环山抱海的黄金之都——旧金山，旧

金山三面环海，由 50 多个山丘组成，高低起 伏的地形

配合维多利亚式的古典建筑，加上凉爽舒适的海风，构

成了吸引成千上万观光客拜访这个城市的主要原因。 

 

酒店：旧金山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X） 中：（X） 晚：（自理） 

 

D2：旧金山 

早餐后前往世界最大的单孔吊桥之一，耗用 10 万多吨钢材斥巨资建成的金门大桥。乘坐游船，我们将航

行于雄伟的金门大桥下，环绕美丽的恶魔岛(Alcatraz)。在一

小时的航程中，一遍透过耳机聆听 16 种语言的解说，一边欣

赏旧金山的地标，感受旧金山的历史气息。 

接着前往旧金山著名的渔人码头，大致包括从旧金山北部水域

哥拉德利广场到 35 号码头的区域。渔人码头的标志是个画有

大螃蟹的圆形招牌，找到这个，你就到了渔人码头。 

最后我们会去到九曲花街，官方名称为伦巴底街，它是世界上

最弯曲的街道。当时的市政府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特意修筑花

坛，车行至此，只能盘旋而下，时速不得超过 5 英里，如今伦

巴底却成为旧金山最吸引人的一条街。在 Hyde 街与

Leavenworth 街之间的一个很短的街区内却有八个急转弯，

40 度的斜坡加上弯曲如“Z”字形的道路，车子只能往下单行。 

 

酒店：旧金山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3：旧金山 

早餐后乘车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负盛名且是最顶尖的一所

公立研究型大学，位于旧金山东湾伯克利市的山丘上。伯克利是加州大学的创始

校区，也是美国最自由、最包容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同被誉为美国

工程科技界的学术领袖。 

随后乘车前往高科技事业云集的美国加

州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的别称—硅谷（英语：

Silicon Valley）参观。硅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

湾区南部。世界知名的谷歌、雅虎、思科、惠普等大公司都坐

落于此。外观。 

之后前往旧金山著名的连锁快餐店 IN-N-OUT。于 1948 年由 Harry 与 Esther Snyder 夫妇在加州

Baldwin Park 市首次创建。该餐厅的各类汉堡深受美国当地人的青睐。 

最后走进美国知名私立大学，参观【斯坦福大

学】。斯坦福大学总占地面积达 8000 英亩，换

算成亩，相当于 5 万亩，相当于 10 个交大闵行

校区，有机会走进世界上最杰出大学之一的斯坦

福大学，一生的惊喜！大学校园是土黄色石墙环

绕下的红屋顶建筑，拱廊相接，一律是 17 世纪

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方方正正的院落，可谓四平八稳，极具王者之气，穿过主四方院的大门，就是富

丽堂皇的大教堂，其装饰的壁画可谓"绝美”。在这宁静的

校园里，可以欣赏到了一组凋塑大师罗丹的作品！斯坦福大

学收藏的罗丹凋塑作品的数量仅次于法国，校园里的艺术气

息让人陶醉。午饭过后，在校校园讲解为大家讲述【中美生

活和教育文化的差异】；参观学校实验室，图书馆，教学大

楼和文化娱乐设施，深入了解校园文化，充分领略名校氛围。 

酒店：旧金山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4: 旧金山 

早餐后乘车前往 Park Day School, PDS 建校于 1976 年，是当地非常有特色并且很有创新意识的学校。

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学术、社交、情绪管理三向发展。同时也是旧金山湾区内最大型的青少年活动协会。

同学们将在这里开始两天的综合营地学习活动。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小伙伴一起运动，下棋，学拍电影，

做面包，学习时尚设计等有趣的活动。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与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自

己的作品。超过十种不同的活动，供选择。  

 

时间表： 

7:30-9:30 介绍营地设施、学校历史。营地代表组织所有学生们在室内或者室外开展不同活动。室内可以

阅读美国课堂的书籍，体验美国的桌面游戏等。室外可以踢球、尝试打冰球等。 

9:30   与营地新朋友们互相认识，完全融入美国孩子的夏令营生活。 

9:45-12:00 主要活动-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比如：制作面包，摄影，App 制作，制作衣

服，或音乐。 

12:00-12:30 午餐– 与美国的新朋友一起吃午餐，了解美国文化，也让美国孩子听听咱们中国的故事。 

12:30-1:00 集体活动-全体营地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戏。建立团队合作精神 

1:30-3:30 主要活动-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比如：制作面包，摄影，App 制作，制作衣服，

或音乐。 

3:30-3:45 Game Show – 集体玩套圈 游戏 

 

 

  

 

 

 

 

 

 

 

 



一天的学习体验结束后，乘车前往湾区著名地道的中餐厅吃晚餐。 

回到酒店后，全体同学聚集到一起，小结行程的心得体会。 

 

酒店：旧金山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5：旧金山 

早餐后，乘车前往 Park Day School。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小伙伴一起运动，下棋，学拍电影，做面包，

学习时尚设计等有趣的活动。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参与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作品。

超过十种不同的活动，供选择。  

 

时间表： 

7:30-9:30 营地代表组织所有学生们在室内或者室外开展不同活动。室内可以阅读美国课堂的书籍，体验

美国的桌面游戏等。室外可以踢球、尝试打冰球等。 

9:30   与营地新朋友们互相认识，完全融入美国孩子的夏令营生活。 

9:45-12:00 主要活动-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比如：制作面包，摄影，App 制作，制作衣

服，或音乐。 

12:00-12:30 午餐– 与美国的新朋友一起吃午餐，了解美国文化，也让美国孩子听听咱们中国的故事。 

12:30-1:00 集体活动-全体营地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戏。建立团队合作精神 

1:30-3:30 主要活动-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比如：制作面包，摄影，App 制作，制作衣服，

或音乐。 

3:30-3:45 与营地小伙伴合影留念 

 

酒店：旧金山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6：旧金山 

Option 1: 早餐后乘车前往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游览加州科学馆,世界上唯一一个

集水族馆、天文馆、热带雨林于

一体的博物馆。也是世界级科学

文化研究中心，被外界称为“世

界上最大的公共绿色建筑”。在

莫里森天文馆，体验从地球发射

的感觉；在斯坦哈特水族馆，探

索五彩缤纷的水下世界；游览非

洲企鹅岛；参观白化短吻鳄和它

的沼泽伙伴之后，同学们会被沼

泽世界迷住。生命世界是科学中

心，是内容最丰富的展区，通过生命过程、生命起源、细胞实验室、能量工厂、消化系统、供给网、控

制中心、人体工程等项目向公众介绍了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能量工厂"告诉人们动、植物是怎样得到

赖以生存的能量和原材料的;"消化系统"为人们展示了整个消化系统，使人们了解食物分解的知识;"控制中

心"让人们认识自己的大脑功能。 

 

下午前往旧金山专业皮划艇机构学习独木舟（Kayak，皮艇），就像学游泳和学自行车一样，学习的是一

种技能，一种学会了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   独木舟是自然健康快乐

的户外有氧运动，通过划艇，可

以锻炼孩子腰腹，肩背的肌肉群和与腿脚手臂的协调性。所有的皮艇教练全部持有专业皮艇教学资格证。

机构有安全性许可证，水上救援艇不间断巡逻。 



Option 2: 早餐后乘车前往 The Tech Museum of Innovation 

该博物馆共三层，所宣传的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所展示的主要是前沿科学领域的内容。馆内主要有

四个展区，分别是生活科技、发明、通讯、探索，

其中的航空航天、地震体验、生命科学和模拟设计

和操作展项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让大家可以亲自操

作、体验参与、了解原理，在互动中感受创新的魅

力。 

下午前往旧金山专业皮划艇机构学习独木舟

（Kayak，皮艇），就像学游泳和学自行车一样，

学习的是一种技能，一种学会了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   独木舟是自然健康快乐的户外有氧运动，通过

划艇，可以锻炼孩子腰腹，肩背的肌肉群和与腿脚手臂的协调性。所有的皮艇教练全部持有专业皮艇教

学资格证。机构有安全性许可证，水上救援艇不间断巡逻。 

   

酒店：旧金山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7: 旧金山—17MILE—卡梅尔—象海豹聚集区—洛杉矶 (车程约 8 小时) 

早餐后乘车沿 1 号公路，欣赏这条著名的海岸线，游览 17

英里海湾，是简单的以它的长度命名的一条小路，却有着

堪称世界上最美的景致，这是美国国家海岸公园保护区，

此地完全没有

污染，沿途海

燕齐飞，古木

多姿，惊险拍

岸，蔚为奇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保育类动物及海狗、海

狮、海鸥等，三分之一的路段到处是隐身于红木林中的私人

別墅，从价值三百万至一千二百万的都有，尽显豪华气派。 



之后前往卡梅尔小镇，卡梅尔这座美丽的海滨文艺小镇，于二十世纪初期成立，历史虽还不到百年，但

是在美国西岸却是众所皆知，是一座人文荟萃、艺术家聚集，充满波西米亚风味的小城。这里吸引很多

画家、作家、演员、明星到此定居。1969 年，我国国画大师张大千也曾慕名而来定居在此。 

象海豹聚集区位于美国一号公路旁，是一号公路沿途

必看的景点之一。海边的沙滩上横躺着无数慵懒的海

象在晒太阳，非常有趣。 

 

午餐后接着沿高速公路前往洛杉矶，傍晚到达洛杉矶

晚餐后住宿。  

 

酒店：圣塔芭芭拉附近经济型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8：洛杉矶  

早餐后游览加州最吸引人的海滨城市圣塔莫尼卡，这是一个繁华都市和自然美景共存、冬暖夏凉的度假

胜地。爱海的朋友可以徜徉在碧蓝的海洋旁、苍翠的椰子树

下、洁白的沙滩上，阵阵海风迎面吹拂，轻吻骄阳。  

 

午餐后出发前往洛杉矶游览好莱坞明星大道，向那些耳熟能

详的明星表示敬意，感受这里的璀璨星光。游览文氏中国戏

院、杜比剧院等。

之后乘车前往比

佛利山庄，这是财富、名利的代表和象征，是全世界最尊

贵的住宅区之一。  

 

酒店：洛杉矶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9: 洛杉矶 

早餐后游玩世界著名的影城——好莱坞环球影城，到著名

影片的拍摄现场，切实了解电影的制作过程，回顾那些经

典影片片段。参观别开生面的表演秀以及那些让人流连忘

返的游乐设施。游览【环球影城制片厂】，让您一探电影

拍摄的奥秘，环球影城已是洛杉矶目前最有趣也是最受欢

迎的景

点，它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制片厂和电视摄影棚。  

首先建议您可参加「游园车之旅」，您将目睹大白鲨向

您攻击，您也将亲身体验八点三级大地震及亲眼看到红

海的海水，如何从中分开....，当您穿过音效舞台、背景

街道、神奇的电影制作和惊人的特效展示时，说不定您

看到的就是明日卖座电影的实际制作过程。 

 

另外「侏罗纪公园」中大小恐龙环绕的刺激、「水

世界」中的水上大战、「魔鬼终结者第二集」中的

液化人就在眼前、还有最新的「神鬼传奇」及４Ｄ

立体电影「史瑞克」....等精彩刺激的节目值得您参

观，让您大呼过瘾、回味无穷。  

 

酒店：洛杉矶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自理） 晚：（含） 

 

D10：洛杉矶 

全天参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保罗盖蒂博物馆。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简称 UCLA，是位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是美国一

流的综合大学。作为美国申请人数最多的大学，是全美



高中生梦寐以求的名校之一。 

格里菲斯天文台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台之一，并与好莱坞山上的

“HOLLYWOOD”标志遥遥相对，作为洛杉矶地标性的建筑，

成为《007 黄金眼》《变形金刚》等电影的外景拍摄地。黄昏

时分在此眺望，万家灯火的洛杉矶笼罩在落日余晖之中更显辉

煌壮阔。天文台内部走进天文台，这里的每个展厅都用生动有

趣的方式展示天文知识，你可以看到悬挂着的八大行星模型和

天花板上的精美壁画。顶部的球幕影院模仿天空而建，可以仰

靠在座椅上，360 度欣赏有关天体演变的影片，浩瀚宇宙也变得触手可及。这里还有一座加州最大的 12

寸巨型天文望远镜，所有人都可以在此探索星空的奥秘。 

 

酒店：洛杉矶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含） 晚：（含） 

 

D11：洛杉矶 

迪斯尼乐园永远不会被认为已全部建造完成，它要不断地扩建，不断地改造，使之达到更加

完美的境界。迪斯尼乐园堪称「全世界

最快乐的地方」，特别是近年陆续推出的「神奇游

行」、「天空传奇」、「玩具总动员 2」、「泰山」

等新的表演节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园内共有 8 个主

题区，「美国主街」上的蒸汽火车、单轨电车，让

人回到早期美过小镇的淳朴生活；「未来世界」里，

高速旋转飞车载着您在宇宙星体中遨游；「新奥尔良广

场」，重现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迷人风光；「探险

乐园」布满原始森林与沼泽，印地安那琼斯列车是游客

的最爱，在「米老鼠的故乡」，您可以和米奇、米妮老

鼠聊天，「西部乐园」里，汽船与矿车让您体验昔日西

部疯狂激情，搭乘小木筏去拜访汤姆.索耶的荒岛，到



「神话乐园」与白雪公主、小木偶、唐老鸭、小飞象以及其它你喜爱的迪士尼人物合影，和小飞侠一起

翱翔天空，与爱丽丝携手梦游仙境。最新落成的「明日乐园」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让人流连忘返。 

 

酒店：洛杉矶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自理） 晚：（含） 

 

D12 洛杉矶 

早餐后前往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大约 6 小时

停留购物，进行一天的疯狂购物之旅。位于加州的棕榈

泉，从洛杉矶驱车大约需要两小时，路上能看到美国西

部的沙漠风景。对于没有太多时间去一家一家在市区精

品店内购物的游客来说，这里就是一站式的购物天堂。

同学们来此次研学之旅必然会想要给家人带一些礼物。 

约 30%的品牌可以使用银联借记卡刷卡消费，还有部分可以使用银联标淮信用卡消费。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 受到欢迎的另一大原因是宽敞美观的购物环境，每一家店将所有的物品排列的十分整

齐，清楚标示现在的卖价与原本的定价，让消费者一目了然。购物的同事也可以用英文与销售员沟通从

而得到锻炼。 

 

酒店：洛杉矶附近三星酒店  

用餐： 早：（含酒店内早） 中：（自理） 晚：（含） 

 

D13：洛杉矶（ 返程） 

 

 

 

 

 

 

 

 

*参团费用 RMB 30000 元/人 （20 人成团） 

 



费用内容包含如下： 

1、私校营地费用 

2、美国文化景点参览费用 

3、全程酒店三星级和四星酒店住宿 

4、全程早中晚餐费 

5、全程司机导游工资、餐补 

6、全程的景点活动门票费用 

7、全程用车豪华大巴 

8、专业翻译费用 

9、学生旅游保险 

 

费用不包含如下： 

1、国际段机票费用 

2、签证费用 

3、行李物品的保管费用及超重费 

4、行程表上注明的自费项目及计划外行程费用 

5、个人消费及小费支付 

6、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用 

7、因交通延阻、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产生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