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金门大桥

太平洋地区西北部葡萄酒小径

加利福尼亚州 - 俄勒冈州

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到加利福尼亚州纳帕
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后，驱车一小段路程即可抵达纳帕山谷 (Napa Valley)，途中还会经过著名的金
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然后在这座经典大桥前，拍些尖兵堡国家历史遗址 (Fort Point National 
Historic Site) 上东炮台 (Battery East Vista) 的影像。穿过大桥后，可借机再看一眼索萨利托 (Sausalito) 
的金门大桥观景台，然后进入这座静谧的地中海风格小镇。可以坐下来享用午餐，欣赏旧金山湾 (San 
Francisco Bay) 的美丽风光，然后继续游览这座纳帕小镇。纳帕市中心位于葡萄酒产区的核心地带，当地拥
有许多饮酒和享受夜生活的好去处，还有许多本地艺术和工艺品商店可供探索。您可以在小镇上或者去小
镇外，寻找其中一家著名的纳帕山谷度假村，好好休息一下。住宿：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山谷

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山谷
从扬特维尔 (Yountville) 开始，游览纳帕山谷众多出色的葡萄园。沿着这条酒乡路线观光游览，如果您有专
人司机的话也可以选择驱车；或者，您也可以租用车辆和司机，或使用 Uber 或 Lyft 等叫车应用程序。第一
站，可以去香桐酒庄 (Domaine Chandon)，那是纳帕山谷中最美丽的品酒酒庄之一。酒庄的草坪和露台上
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周围点缀着本地橡木林，环境怡人，非常适合一边品尝气泡酒，一边享受慵懒
的阳光。从扬特维尔出发不远就来到了圣赫勒拿 (St. Helena)，沿途经过卡布瑞酒窖 (Cakebread Cellars) 
和拉瑟福德酒庄 (Rutherford Estates) 等著名品牌酒庄，最后到达维沙托酒庄 (V. Sattui Winery)。维沙托
酒庄也有三间品酒室，这里还有一间工匠熟食店，供应各种自制肉类熟食以及 200 多种芝士。本地美食搭配
维沙托精选葡萄酒充斥味蕾，而眼前饱览两英亩幅员辽阔的户外美景，即可开启纳帕山谷终极野餐体验。出
发前，可以参加一段导游游览路线，去看一看庄园里的花园、地下酒窖以及博物馆洞穴。午餐后，动身返回纳
帕，去奥克维尔 (Oakville) 的 Opus One Winery 酒庄开启另一段葡萄酒行家之旅。在一片茂密的葡萄园和
辽阔的草地上，矗立着豪华的作品一号酒庄，吸引无数游客的光临。来这里参观需要提前预约。可以选择酒



 庄游览和品酒之旅 (Estate Tour & Tasting)、图书馆游览和品酒之旅 (Library Tour & Tasting) 或者直接来
一段品酒之旅，即可在设计典雅的伙伴品酒室或山谷景观露台上品尝 4 盎司的当年葡萄酒。纳帕山谷有许
多餐厅可供选择，但请不要错过奥博索雷奥博度假村 (Auberge du Soleil) 的 The Restaurant 餐厅，那里
被誉为纳帕山谷最精致的餐饮场所，曾连续 13 次荣获米其林星级大奖。当地食材、美丽风光与无比丰富的
葡萄酒，共同营造了一场难忘的用餐体验，多年之后，仍可作为休闲谈资。住宿：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山谷

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山谷
在纳帕山谷的第二天，我们将从酒乡真正的地标之一 - 著名的卡内罗斯酒庄 (Domaine Carneros) 城堡开
始，这座城堡仿造 18 世纪法国香槟区的经典建筑德拉马克特瑞城堡 (Chateau de la Marquetterie) 建成，
那里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泰亭哲香槟 (Champagne Taittinger) 的故乡。午餐可以在露台的私人餐桌旁品
尝到气泡酒、鱼子酱和烟熏三文鱼，同时眺望花园、湖泊和葡萄园的美丽风光。接下来，沿着偏僻的西尔佛多
小径 (Silverado Trail) 去月亮酒庄 (Luna Vineyards) 品尝佳酿。由于这次体验的私人性质，无论您选择封
闭式门廊还是室内座位，都需要提前预约。月亮酒庄内的可里纳景观度假村 (Vista Collina) 还有一座精美
的品酒室。最后，我们将乘坐纳帕谷品酒列车 (Napa Valley Wine Train)，享受复古奢华的晚餐体验。这列有 
100 年历史的列车将行驶在 150 年历史的轨道上，带我们穿越往返纳帕市中心到圣赫勒拿的 36 英里路线，
沿途经过纳帕谷著名的酒庄。如果想要在全景环境中品味精致美食，不妨升级为观景车厢，这些车厢配有特
制车窗，可以让您近距离接触大自然。住宿：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山谷

从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山谷到加利福尼亚州雷丁 
从纳帕出发沿西尔佛多小径前进，这条小路向西北方向蜿蜒盘旋，最后到达卡利斯托加 (Calistoga)，来到
了著名矿物温泉和历史悠久的泥浆浴之乡。可以参观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忠实间歇泉 (Old Faithful Geyser)
，或者去参观令人震撼的爱梦莎酒庄 (Castello di Amorosa)，那是一座托斯卡纳式的城堡和酒庄。若要体
验更有趣味的周边游，可以早起去卡利斯托加郊外的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州立公园 (Robert Louis 
Stevenson State Park) 逛一逛。沿着 10 英里长的环线徒步爬上圣赫勒拿山 (Mount St. Helena) 的山顶

（海拔 1800 英尺），欣赏纳帕山谷的美丽风光、旧金山湾区，天气晴好时，甚至还能看到沙斯塔山 (Mount 

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山谷



 Shasta) 和拉森峰 (Lassen Peak)。这条徒步路线极其艰苦，上山需要两个半小时，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后
面的行程可以在雷丁 (Redding) 好好休息一下，去维纳 (Vina) 小镇上的新克莱尔沃酒庄 (New Clairvaux 
Vineyard) 逛一逛。这座历史悠久的酒庄是一处特别的葡萄酒目的地：这里是特拉普-熙笃会修士的居住地，
这里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一千年前。别忘了去参观其中的品酒室，这座宁静的酒庄内还有一座教堂、书
店和礼拜堂。修道院的其他区域仅供过夜住宿专用，或者只能稍作参观游览。入住雷丁酒店的客房后，可以
去当地人开办的畜牧者牛排餐厅 (Cattlemens Steakhouse) 品尝新鲜、现切的牛肉，享受一顿丰盛的牛排
晚餐。住宿：加利福尼亚州雷丁

加利福尼亚州雷丁 
从雷丁出发不远，就来到了历史小镇曼顿 (Manton) 的印第安山峰酒庄 (Indian Peaks Vineyards)。去品酒
室品味酒庄的精选葡萄酒，最后尝一尝黑巧克力松露和“Donna’s Dessert”特色葡萄酒。大多数周末都有
午餐供应。夏季，可以安排周五或周六晚上在此逗留，欣赏现场音乐表演和篝火晚会。然后返回雷丁，参观 
Moseley Family Cellars 酒庄，品尝当地葡萄酒并了解相关历史。他们会根据您的葡萄酒知识安排相关品
酒体验。还可以在 Moonstone Bistro 小酒馆预订晚餐，这里宛若一颗隐藏的珍宝，主打新鲜、时令、可持续
采摘的当地有机食材。住宿：加利福尼亚州雷丁

从加利福尼亚州雷丁到俄勒冈州罗格谷
品酒之旅的下一站，我们将来到俄勒冈州美丽的罗格谷 (Rogue Valley)。俄勒冈州的第一站就是阿什兰 
(Ashland)，这里位于喀斯喀特 (Cascade) 和西斯奇 (Siskiyou) 山脚下，艺术氛围浓郁，包括俄勒冈莎士比
亚戏剧节 (Oregon Shakespeare Festival)。离小镇不远，就到了 Irvine & Roberts Vineyards 葡萄园，这里
每周三至周日都会举办品酒活动。游客可以站在户外露台上，一边欣赏周围山谷和高山的美丽风光，一边品
尝黑比诺和霞多丽。继续向北，来到了帕斯卡尔酒庄 (Paschal Winery)，那里的山顶品酒室可以俯瞰梨园和
当地山景。在这里吃一顿午餐，稍作休息，享受定制品酒室，搭配精选芝士和肉类熟食。住宿：俄勒冈州格兰
茨帕斯

俄勒冈州罗格谷
继续探索美丽的罗格谷，这次，我们来到了罗格河 (Rogue River) 河畔小镇戈德山 (Gold Hill) 旁的德利
奥酒庄 (Del Rio Vineyard Estate)。酒庄的品酒室建在一栋古老的酒店里，设有户外野餐区，可以欣赏到
葡萄园的美丽风光。可以试着去探索周边地区，然后再返回格兰茨帕斯 (Grants Pass)，参观俄勒冈州漩
涡 (Oregon Vortex) 地区的神秘屋 (House of Mystery)。据说，这座房子就是一个“力量漩涡”。它会让你对

加利福尼亚州雷丁



 看到的一切都产生怀疑，甚至包括你自己的身高。回到格兰茨帕斯后，可以去 Schmidt Family Vineyards 
酒庄温馨、典雅的品酒室喝一杯葡萄酒，享用午餐。这里的美食都是选用酒庄菜圃的时令食材新鲜制作而
成。可以花点时间去认真挑选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玫瑰葡萄酒和餐后葡萄酒搭配。午餐过后，去参观完全
有机的 Wooldridge Creek Vineyard 酒庄，里面的 Creamery & Charcuterie 可以俯瞰阿普尔盖特河谷 
(Applegate River Valley)。品尝手工精酿葡萄酒，以及各种现场制作的芝士和熏肉。现场还有各种场景布
置，无论是选择花园还是庭院，亦或是树荫下或篝火旁，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片农场内还圈养着山羊、鸡、小
驴子和小马等动物。罗格河畔的 River’s Edge Restaurant 餐厅很不错，那里的菜品都是选用本地食材精心
烹制而成的。最好在日落前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太阳从河流和周围的高山间缓缓下落的美景。住宿：俄勒冈
州格兰茨帕斯

从俄勒冈州罗格谷到俄勒冈州尤金 
暂时忘却品酒，去参观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7,000 多年前，火山口湖因火山爆
发及后来的火山塌陷而形成，这是美国最深的湖泊，也是全球最深的湖泊之一。这片原始山顶湖泊呈现出惊
人的湛蓝色，非常值得绕道游玩一番。然后回来继续探索乌姆普夸河谷 (Umpqua Valley) 的葡萄酒小径，在
罗斯堡 (Roseburg) 的阿坝塞拉酒庄 (Abacela Winery) 逛一逛，那里出产一些特别风味的葡萄酒，包括丹
魄、阿尔巴利诺和白葡萄甜酒，另外，酒庄的品酒室格调高雅，风景优美，还供应各种美味小吃。如果天气条
件允许的话，不妨去葡萄园里走一走。继续往北前往尤金 (Eugene)，那是威拉米特河谷的那边，地处威拉米
特河 (Willamette River) 两岸。这座美丽动人的城市中融合了艺术、文化、户外活动与餐饮氛围。若要品味
独一无二的美食体验，不妨去古老的 Shamrock House 餐厅的 Grit 厅享用晚餐，那里的菜品都是用当地食
材制作而成。住宿：俄勒冈州，尤金

俄勒冈州，尤金
尤金分布着多个酒庄，你可以从森林山脊酒庄 (Silvan Ridge Winery) 开始，那里的威拉米特河谷精品黑比
诺和灰比诺都非常有名，另外还有罗格谷 (Rogue Valley) 的其他小量产葡萄酒。这座酒庄内建有钟塔和露
天剧场，庭院或室内篝火周围都设有品酒室，非常适合拍照。离开森林山脊酒庄不远，我们就来到了 Sarver 
Winery 酒庄，这里出产一些少量的当地葡萄酒，包括黑比诺、灰比诺和霞多丽。您可以在这里品尝美酒，搭
配美味可口的芝士、酱料、香肠和现烤面包，同时欣赏山谷周围壮观的美景。然后返回尤金，去逛一逛第五
街公共市场 (5th Street Public Market)，那里有许多当地人开的商店和餐厅。若要游览文化景点，可以去
参观自然与文化历史博物馆 (Museum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以及乔丹·辛尼泽艺术博物馆 
(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然后驱车 30 分钟到 King Estate Winery 酒庄吃晚餐。作为全球规模
最大的有机酒庄之一，这座美丽的酒庄内还有 30 英亩的有机苗圃和果园，包括一大片薰衣草地。可以早一

俄勒冈州，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点到，好在晚餐前游览一番并且品尝美酒。酒庄内有一个布置典雅的餐厅，主打当地葡萄酒搭配本地食材。餐
厅的美食菜品包括酒庄种植的各种蔬菜、水果、香草和花卉。还可以眺望同样美丽的风景，享受真正难忘的用
餐体验。住宿：俄勒冈州，尤金

从俄勒冈州尤金到俄勒冈州威拉米特河谷
尤金北边就是章克申城 (Junction City)，那里有一座法伊弗酒庄 (Pfeiffer Winery)，这座精品酒庄和品酒室
内提供各种小批量产的高端黑比诺和灰比诺，只在酒庄内出售。如果够幸运，还有可能听到酿酒师在非官方
的“比诺诊所”中谈论各种葡萄酒的细微差别。酒庄内有一座温馨的意大利洞穴风格品酒室，另外还有水上花
园和夏威夷风情海滨酒吧。附近不远就到了 Walnut Ridge Vineyard 酒庄，那里有一座特别的法式殖民地风
格品酒室，里面设有精致木饰、瓦斯灯和木炭火炉。可以在葡萄园中间的室内和室外区域落座，品尝精选葡萄
酒和小食，同时欣赏喀斯喀特和俄勒冈海岸山脉的美丽风光。继续向威拉米特河谷腹地出发，我们将来到纽
伯格 (Newberg)，在环境优雅的农场直运精品餐厅 The Painted Lady 享用晚餐，餐厅位于一栋维多利亚式
建筑内，周围环境静谧，不远就是市中心。结束一整天的观光游览后，您可能会爱上这里的定价晚餐套餐，其
中主打本地新鲜肉类、海鲜、有机蔬菜和获奖葡萄酒，您可在精致、温馨的餐厅内品尝这些美食。住宿：俄勒冈
州，纽伯格

俄勒冈州，威拉米特河谷

俄勒冈州塞勒姆 Wheatland Winery 酒庄的 Arcane Cellars 酒窖



 

如需更多美国旅行灵感和旅行贴士，请访问：VisitTheUSA.com 

俄勒冈州，威拉米特河谷 
您的威拉米特河谷之旅将继续出发，来到敦提 (Dundee) 的艾拉斯酒庄 (Erath Winery)，那是威拉米特河谷
酒乡地区的其中一家开拓者酒庄，也是黑比诺葡萄酒的酿造先锋，已有 40 多年历史。来到酒庄的品酒室，既
能品尝到俄勒冈州的经典比诺，也能欣赏到周围乔伊山 (Jory Hills) 的美丽风光。若要享受丰盛美味而又非
常悠闲的午餐时光，不妨前往敦提的红山市场 (Red Hills Market)。在这里，去逛一逛般地农场和酒庄出产
的美食，邂逅当地农场主、厨师和酿酒师。这座市场同时也是一个餐厅，里面出售本地出产的手工菜品；可以
选择在餐厅内用餐，或者带些食物去下一个酒庄野餐（只要确保下一个酒庄允许外带食物就行）。与红山市
场隔街相望的是 Argyle Tasting House 酒家，在那里，可以选择在室内或室外的私密环境中品尝气泡酒、
雷司令、霞多丽或黑比诺等精选葡萄酒。附近的另一座酒庄就是四美酒庄 (The Four Graces)，这是以原庄
主的女儿们命名的，她们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出售的一些葡萄酒的商标上。他们的儿子 Nicholas 就是“四
美的监护人”，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敦提山保护区的黑比诺葡萄酒上。这里的品酒室位于 Foley Family Estate 
酒庄一栋古老的农房内，设计古雅。游客可以漫步于示范葡萄园区，坐下来品尝野餐和四美葡萄酒。夜幕降
临时，驱车一小段前往代顿 (Dayton)，在那里的 Joel Palmer House 餐厅饱餐一顿，餐厅位于一栋由 Joel 
Palmer 设计的家庭老宅内，这位建筑师曾在 1848 年参与创建了代顿城，因而这里非常有名。餐厅的菜品主
打野生蘑菇和松露，他们都是由餐厅员工小心采摘的，同时还搭配家传菜谱和其他当地食材。当然，这里的
菜品都会搭配俄勒冈州本地葡萄酒。住宿：俄勒冈州，纽伯格

从俄勒冈州威拉米特河谷到俄勒冈州波特兰 
威拉米特河谷之旅的最后一站将从代顿东北部的 Sokol Blosser Winery 酒庄开始。  作为俄勒冈州的另一
座领先酒庄，酒庄庄主早在 1971 年就计划在这里种植 5 英亩的黑比诺葡萄。今天，游客可以在许多特别的
地方坐下来品尝美食 - 无论豪华还是休闲、室内还是室外 - 同时欣赏周围美丽的葡萄园风光。在酒庄体验的
最后一站，我们将来到安详酒庄 (Domaine Serene) 的 Clubhouse 品酒室，品尝黑比诺和霞多丽葡萄酒，
同时欣赏周围风景如画的 Winery Hill Estate 酒庄。可以临时来这里喝一杯，或者提前预约一次私密游览。
这里的美酒可以搭配各种美食，无论是搭配精品菜肴还是相对休闲的熟食，都可选择。午餐过后，我们将离
开威拉米特河谷，前往大都市波特兰，请准时抵达以便探索当地丰富的美食文化，这里的美食以原创风味而
闻名。Olympia Provisions Southeast 餐厅位于一栋经过翻新的工业建筑内，这里最初是这座城市中的第
一家熟食店，后来发展成了一家餐厅，供应各种富有创意的西班牙和地中海手工美食。要是感到腹内空空，
正好来点冷肉拼盘果腹，最后要一点小吃，例如非常不错的腌白菜马铃薯猪肉（腌制白菜搭配自制香肠）作
为美好的一餐。住宿：俄勒冈州，波特兰

俄勒冈州波特兰 Noble Rot Rooftop Garden 屋顶花园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