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攝影學會年會攝影之旅
2012 年 9 月 16-18 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
與我們相聚在舊金山!
珍妮特 比蓋爾科 APSA
-------美國攝影學會年會副會長
參加美國攝影學會攝影之旅,領略舊金山及周邊地區的風光。
今年，74 屆國際攝影年會將在舊金山機場 Marriott Waterfront 酒店舉行。本酒店位於加利福尼
亞州伯林蓋姆市 Old Bayshore 公路 1800 號。
本屆年會將於 9 月 16 日星期日開幕，攝影之旅和講座將安排在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星期
二晚上，PSA 各個分組將首次展示國際攝影佳作。星期三至星期六將安排課程、組別活動中心、
研討會和知名攝影大師講座。年會將於 9 月 22 日星期六的榮譽晚宴中閉幕。
星期日有 4 條遊覽路線：全天線路，乘船遊覽海上自然風光；三個半天遊覽線路，分別為早晨、
下午和晚上拍攝舊金山市區的燈光夜景。星期一安排有 5 條遊覽路線：兩條全天遊覽線—南線前
往蒙特利（Monterey）和北線納帕（Napa）河谷酒莊；半天遊覽線路有：上午舊金山名勝遊覽，
下午/晚上七小時市區觀光，及夜間拍攝線。星期二有 5 條遊覽路線：全天線路，前往城市北端
觀日出；乘船或乘車全天市區觀光；由 3D 組安排的上午半天遊覽；舊金山名勝下午半天遊覽以
及聖克魯茲（Santa Cruz）酒莊的下午半天遊覽。每個遊覽行程的具體安排，請參見下文。
行程 1—費拉隆群島（Farallon Islands）海上乘船自然風光之旅
9 月 16 日，星期日，全天
巴士—乘車：6:15，出發：6:30，返回：17:00
乘客—最少：30 人，最多：42 人
費拉隆群島遊覽的交通工具是由 PSA 承包的客船。費拉隆群島位於費拉隆國際海洋保護區海灣，
距離舊金山市 27 英里。這裡具有得天獨厚的海洋生態環境，在每年的夏秋季節，大量的鯨魚、
海豚、海獅和海鳥來到這裡繁衍生長。夏秋季節，有 23 種海洋動物和 12 種海鳥聚居至此。 9
月份至 11 月份，夜鶯和其它陸生鳥類，如潛鳥、信天翁、管鼻藿、海鷗、海燕、燕鷗、小海雀
和遊隼等經常盤旋在島的上空。眾多的聚居生物中還包括遷徙物種。秋季，大白鯊追趕著不計其
數的海獅，來到這片海域。而鯨魚在這裡吃飽喝足之後，將遷徙到別處繁衍哺育。觀光旅途中將
為每人提供一頓早餐和冷午餐。請記著隨身帶上長焦鏡頭、高速鏡頭和足夠的存儲卡。欲了解拍
攝鯨魚的信息，請登錄網站 www.oceanicsociety.org/farallon，選擇鯨魚觀看和拍攝說明。請屆
時記著穿上外套，帶上風衣。
價格—170 美元
行程 2—從堡壘點（Fort Point）上拍攝金門大橋，之後遊覽金門公園和茶園
9 月 16 日，星期日，上午半天
巴士—乘車：6:45，出發：7:00，返回：11: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美國國家名勝古蹟—堡壘，坐落於金門大橋的南側，在舊金山灣的入口處。曾是舊金山的防禦工

事，抵禦戰艦的攻擊。這裡是拍攝金門大橋的絕佳位置。完成大橋拍攝之後，吃早餐，然後繼續
遊覽金門公園和茶園。這家日式茶園是美國最早開放的茶園，始建於 1894 年，是加利福尼亞冬
季世博會中的日本村。該茶園面積達 5 英畝，是舊金山市最受歡迎的景觀之一。 Koi 池塘，zen
花園，台階，石子路，日本本土植物，經典的寶塔、石燈籠和拱橋將為觀光者們提供豐富別緻的
攝影素材，同時優美的環境令觀光者們親身感受著這座著名花園的靜謐與美麗。
價格—50 美元
行程 3—遊覽藝術宮（Palace of Fine Arts）和馬林海岬（Marin Headlands），拍攝金門大橋
9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半天
巴士—乘車：12:45，出發：13:00，返回：17: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藝術宮始建於 1915 年，曾在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上亮相。藝術宮列屬於美國國家名勝古蹟。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為達到避震的標準，藝術宮幾乎被全部重建和翻新。陽光反射的潟湖和小徑
經翻新後已演變成適於舉行婚禮和攝影團采風的場地。藝術宮是 Bernard Maybeck 依據希臘和
羅馬建築激發的靈感設計的，位於水面如鏡的潟湖東側，建築物四周生長著茂密的桉樹，吸引了
眾多的野生動物，如天鵝、鴨、鵝、烏龜和青蛙。結束藝術宮的遊覽，下一站是舊金山北部橫跨
金門大橋的馬林海岬。海岬是拍攝海灣一帶的最佳場所，站在這個海拔高度，向金門大橋放眼望
去，眼前呈現出的是圖畫般的美景。
價格—35 美元
行程 4—夜拍—從馬林海岬拍攝舊金山市區和金門大橋
9 月 16 日，星期日，晚上
巴士—乘車：17:45，出發：18:00，返回：21: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馬林海岬有兩個適於拍攝的絕佳位置。因海岬與金門大橋遙遙相望，這裡可拍攝到黃昏時分至日
落後的海灣、城市燈光和大橋景色。請帶上三腳架、閃光燈、快門啟放器和不同鏡頭。出發前請
了解一下如何使用相機的長期曝光和 B 門設置。夜晚的海岬涼風習習，頗有寒意，請屆時穿上
保暖外套。
價格—35 美元

行程 5—南行路線—半月灣、鴿子岬燈塔、蒙特利灣水族館、十七哩路（三個旅遊景點）
9 月 17 日，星期一，全天
巴士—乘車：5:45，出發：6:00，返回：17:00
乘客—最少：30 人，最多：52 人
南行路線的第一站是半月灣，這裡有鵜鶘鳥可供拍攝。在此地用完早餐之後，前往鴿子岬燈塔。
在這美麗的海濱地帶，9 月份的溫度在 10-15 攝氏度，穿件外套較為穩妥。鴿子岬燈塔建於 1871
年，沿著風景如畫的太平洋海岸，燈塔的白色砌石建築坐落於一座斷崖上，為夜間過往的船隻指

引航向。燈塔是太平洋海岸最高的建築物之一。由於燈塔需要翻修沒有對外開放，只能從地面拍
攝。接下來的一站是蒙特利灣水族館（此地遊覽門票需單獨付費），在參觀之前大家先在 Cannery
Row 飯店“自行解決”用餐。午餐之後，遊覽水族館（自由選擇）。水族館原來是一家沙丁魚廠。
水族館內不允許使用三腳架或獨腳架。參觀完水族館，就到了著名的十七哩路。沿著十七哩路海
岸線，先後經過西班牙灣、太平洋叢林鎮和蒙特利半島上的圓石灘。沿途計劃在大浪滔天的海岸、
圓石灘和孤柏樹幾個景區停留。
價格—80 美元
選項—蒙特利灣水族館—價格：29.95 美元（老年人為 24.95 美元）
行程 6—舊金山市區遊覽—榮勳宮和金門公園花房
9 月 17 日，星期一，半天
巴士—乘車：6:45，出發：7:00，返回：11: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榮勳宮，為 Alma de Bretteville Spreckels 贈送，位於林肯公園，地理位置在金門之上。其結構
與 18 世紀法國同名的標誌性建築相仿。榮勳宮於 1924 年建成於天涯海角。於 1990 年，該博物
館被翻新和擴建。這個獨特的法式新古典建築成為舊金山的無價之寶。 1995 年，博物館裡增建
了帶玻璃天窗的金字塔，用於特殊展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
的思考者（The Thinker）雕塑。榮勳宮的下一站是金門花園和溫室花房。花房由木頭和玻璃建
造而成，是最大的花房建築之一。該花房先前為 James Lick 和他的聖克拉拉房產而建。在他去
世之後，花房被買下，安置在金門公園，於 1879 年開始對外開放。花房分為幾個不同的觀賞區：
低地熱帶（雨林）
、高地熱帶高山植物、熱帶雨林水生植物、不同季節的盆栽植物、及其它特別
展出品。花房內外景觀都是攝影師們的心頭之愛。
價格—45 美元
行程 7—納帕河谷酒莊遊覽—Castello di Amorosa 酒莊和史德琳酒莊
9 月 17 日，星期一，全天
巴士—乘車：7:45，出發：8:00，返回：18: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此行程將造訪本地兩家著名的釀酒莊園—Castello di Amorosa 和 Sterling。這裡有許多可供拍攝
的獨特景點。 Castello di Amorosa 位於加州卡利斯託加的納帕河谷和索諾馬河谷之間，坐落於
170 英畝的樹林和山丘上。酒莊的主人出於對意大利中世紀建築的鍾愛，將酒莊建成 1000 年前
古城堡的風格。建造過程中採用了真正的中世紀建築材料和建築方式。一個先於克里斯托夫哥倫
佈時期的壁爐置於廳堂，產自文藝復興時期晚期的少女鐵質塑像佔據著酷刑室；拿破崙時代的鐵
質龍雕裝飾於正門的上方。經手工鑿刻的 8000 多噸的石頭；許多材料包括一百萬塊古磚、燈具、
鐵門、鐵件等，都是從歐洲運來，鐵器製品都是用明火鍛造。每根釘子、鏈索、鉸鍊和鎖都是手
工製作。每塊窗玻璃、房頂橫梁、門和窗都是手工製作和雕刻的。這大概是美國唯一一座真正的
中世紀城堡。本次遊覽包括城堡參觀和美酒品嚐。另有一個選擇是參觀酒窖，（但需單獨收費）。
Castello di Amorosa 酒莊的一大特色是小瓶裝的意大利風格葡萄酒可供購買。另一個酒莊
Sterling 位於一座 300 英尺高的小山頂端。
空中纜車可讓參觀者一覽納帕山谷和酒莊的醉人美景。
在釀酒廠可以了解到從葡萄到葡萄酒的整個釀造過程。漫步在藝術館中，或是站在升降平台上欣
賞美景的同時，還可以享用一杯美味的葡萄酒。此刻正是每年的葡萄豐收季節。在 Sterling 酒莊，
您可以放慢腳步，自由欣賞南方的梯田美景。午餐由各自自行安排，之後將去參觀歷史之城卡利

斯託加 Calistoga。
價格—135 美元，參觀酒窖為自選項目，費用單獨支付。
行程 8—舊金山市區遊覽—Presidio 公園，九曲花街（倫巴底街）
，39 號碼頭和漁人碼頭
9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和晚上
巴士—乘車：12:45，出發：13:00，返回：20: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從下午到晚上的 7 小時行程中，將計劃遊覽舊金山市區的一些特色景觀。第一站是 Presidio 公
園。這座國家歷史地標公園有著別緻的景色，可以眺望到金門大橋，舊金山灣和太平洋。之後就
到了九曲花街的頂部。這條著名的單行彎曲道有八個之字形急轉彎，路程短，而且坡度很陡。在
九曲花街的底部集合之後，巴士將載大家駛向 39 號碼頭拍攝，並在漁人碼頭“自行解決晚餐”。39
號碼頭是著名的旅遊景點，這裡有加利福尼亞的海獅聚集在碼頭的甲板上，和兩層的旋轉木馬朝
向碼頭的盡頭。站在碼頭上，可以看到金門大橋，阿爾卡特拉茲惡魔島，天使島和海灣大橋。 39
號碼頭位於漁人碼頭區的邊緣，靠近北沙灘，唐人街和英巴卡迪諾。紀念品商品和餐館在這裡琳
瑯滿目。
價格—40 美元
行程 9—市區夜間遊覽—金銀島和海灣大橋
9 月 17 日，星期一，晚上
巴士—乘車：17:45，出發：18:00，返回：21: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站在金銀島上拍攝市區夜景，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金銀島位於舊金山灣，處於奧克蘭和舊金山之
間。這是一座人工建成的島嶼，通過一小塊地峽與耶爾巴布埃納島相連。站在島上，可欣賞到舊
金山市區，金門大橋和奧克蘭海灣大橋的壯觀景色。請帶上三腳架、閃光燈、快門啟放器和不同
鏡頭。出發前請了解一下如何使用相機的長期曝光和 B 門設置。夜晚的島上涼風習習，頗有寒
意，請屆時穿上保暖外套。
價格—35 美元
行程 10—北線遊覽—馬林海岬，索塞里多馬林，繆爾樹林國家保護區，因弗內斯，雷耶斯角國
家海濱
9 月 18 日，星期二，全天
巴士—乘車：5:15，出發：5:30，返回：17:15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馬林海岬是遊覽的第一站。在這裡參觀者們可以拍攝到金門大橋和舊金山市區上空的日出。拍完
日出之後，將到索塞里多享用早餐。這個濱水社區橫穿舊金山海灣，為海港和船隻的拍攝提供了
絕佳的環境。然後前往繆爾樹林國家保護區。這裡生長著大片的原生態紅衫木，平均樹齡在 500
年至 800 年，最古老的樹齡在 1200 年以上。這些巨杉的近親以他們的海拔高度而聞名於世。繆
爾樹林國家保護區裡最高的樹有 70 米高。由於臨近太平洋，先天的地理條件為這片森林的生長
創造了理想的濕潤環境。如果參觀者有國家公園通行證（帶 ID 號），請記著在遊覽的時候帶上。
接下來去因弗內斯。大家可以在這裡購買午餐，拍攝一些廢棄的因弗內斯船隻照片。午餐過後，
前往雷耶斯角國家海濱。這個半島位於太平洋，四周環繞著 Tomales 海灣和伯林那斯湖。雷耶

斯角燈塔有 16 個邊，塔身長 37 英尺，與卡布瑞羅海角燈塔相仿。請記著帶上外套，因為清晨
的溫度偏低。另外，還請隨身帶上手電筒、三腳架和足夠的存儲卡。
價格—105 美元
行程 11—乘船或乘車市區觀光—渡輪大廈，渡輪到索塞里多、金門大橋、藝術宮、39 號碼頭、
慈恩堂和阿拉莫廣場
9 月 18 日，星期二，全天
巴士—乘車：6:30，出發：6:45，返回：17: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搭上渡輪駛向索塞里多的第一站是渡輪大廈。沿途將經過金門大橋、海灣大橋、天使島和阿爾卡
特拉茲惡魔島。到達索塞里多，這裡迷人的海港景色是拍攝的絕佳素材。乘上巴士，駛向金門大
橋拍攝。然後再前往藝術宮。有關藝術宮的介紹，請參閱行程 3。接下來是 39 號碼頭，在這裡
可以購買午餐，取景拍攝。 39 號碼頭是世界上著名的旅遊景點，這裡有加利福尼亞的海獅聚集
在碼頭的甲板上，和兩層的旋轉木馬朝向碼頭的盡頭。紀念品商品和餐館在這裡琳瑯滿目。午餐
過後，到達慈恩堂拍攝外景和室內景觀。然後前往阿拉莫廣場。著名的阿拉莫廣場素來吸引攝影
師們的眼球。被稱為“彩繪仕女”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群，經常用於電影，電視節目和廣告的拍攝。
價格—75 美元
行程 12—3D 組遊覽金門公園的舊金山科學館
9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半天
巴士—乘車：7:15，出發：7:30，返回：12: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由 3D 組安排的舊金山科學館半日遊，將由 3D 劇院的一個小短劇開場，然後是攝影時機的講座。
之後將到達生物區，對雨林植物、水族館的生物或生態屋頂取景拍攝。這裡不允許使用三腳架。
價格—60 美元
行程 13—聖克魯茲（Santa Cruz）酒莊遊覽
9 月 18 日，星期二，中午和下午
巴士—乘車：11:15，出發：11:30，返回：17: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週二臨近中午的時間，一直到下午，將安排參觀聖克魯茲地區的兩個酒莊：高山釀酒廠和
Testarossa 釀酒廠。高山釀酒廠有美麗迷人的花園景色，梯田四周覆蓋著茂密的紅木林。釀酒
廠歷史悠久，據說由這裡的國王 Paul Masson 創建。年代已久的建築外牆爬滿了常春藤，給人
一種古老的氣息，
像戲劇裡的場景。
Testarossa 釀酒廠建於 1888 年，其創建者是來自 Santa Clara
教會學院（現 Santa Clara 大學）的北意大利耶穌會神父和教友，為了當年籌集資金在本地建立
一所新的教會學院。這是加州第四個古老的持續運營的釀酒廠。19 世紀時期的三層重力流的釀
酒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參觀者可以參觀釀酒廠，品嚐這裡的美酒。
價格—85 美元
行程 14—市區觀光—藝術宮和 39 號碼頭
9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半天
巴士—乘車：13:00，出發：13:15，返回：17: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下午的遊覽包括兩個著名景點，藝術宮（請參閱行程 3 的介紹）和 39 號碼頭（請參閱行程 8 的
介紹）.
價格—35 美元
遊覽報名
每次遊覽都安排有長途巴士直接往返於年會酒店和目的地。所有的遊覽巴士都有乘客數量的限制
（請參見具體遊覽安排）。需要注意的是，遊覽費用還包含付給司機和導遊的小費。今年所有的
遊覽路線和導遊都是由旅遊攝影網安排提供。您可登陸 PSA 網站了解會後遊覽（包括優山美地
國家公園遊覽）的詳細介紹。年會報名和遊覽報名將於 2012 年 4 月開始。年會、攝影遊覽、餐
飲的報名表和酒店預訂信息將刊登在 2012 年 4 月的 PSA 月刊裡。
欲了解有關年會的其它信息，
請登陸 PSA 官方網站 www.psa-photo.org。
與我們相聚在舊金山，您將親身體驗本次年會帶來的不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