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S Photographic Bus Tour:                                        2-Day Reno Bus Tour 
三藩市華藝攝影學會主辦，勝達旅遊承辦 

第 33 屆里諾 Reno 熱氣球節、內華達古城維珍尼亞市 Virginia City 二天巴士攝影團 

(9/6/2014 - 9/7/2014) 
 

主旨: 華藝攝影學會為會友增廣見聞和提高影友對攝影的興趣,第十一次舉辨巴士旅行攝影團，特選 Reno 熱氣球節作為拍攝對象。 

特點   本團為旅遊與風光攝影團，适合旅遊好者和攝影發燒友參加，團友將有更多拍攝的機會和交流拍攝心得的時間。 

 由三藩市華藝攝影學會顧問，資深專業攝影大師曾陸邦 Paul Tsang 隨團作攝影指導，并由華藝會長鄭向陽親自隨團講

解沿途各地的歷史,地貌與文化,著名景點，最佳風光景點拍攝位置等等，團友將可拍到更加滿意的作品。還可參加隨后

的專題攝影比賽。 

 為求保持一向的服務質量，本次巴士團也是由勝達旅遊承辦，務求把這次巴士團辦得盡善盡美! 

遊覽/拍攝

景點 
第一天: (9/6 星期六) 灣區(San Francisco) - 里諾(Reno) - 內華達古城維珍尼亞市 Virginia City -里諾(Reno) 

   早上 7:30 時由灣區出發，沿 80 號公路向 Reno 出發，到達 Reno 后先用午餐(午餐自理)，再前往內華達古城維珍尼亞市

(Virginia City)釆風。這個古城是美國聯邦政府指定的歷史保護區。1859 年在內華達州發現了盛產金銀的康斯塔克礦

（Comstock Lode），從此維珍尼亞城開始繁榮起來，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也成為美國西部掏金者的天堂，而內

華達州也因此得名為“產銀之州”（Silver State）。然而不幸的是 1874 年的一場大火燒毀了維珍尼亞的 2000 多間房屋；

但是有幸的是，只花了一年時間，也就是在 1875 年維珍尼亞城又被重建，所以現在所保留下來的這些建築物是 1875 年建造

的。1863 年，正是在這個當年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中，一個名叫薩繆爾·蘭彎·克里曼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的

28 歲的青年記者首次採用“馬克·吐溫”這個筆名開始發表文章，他當時擔任內華達州的第一份報紙《事業報》的記者和專

欄作家。後來，馬克·吐溫將他在內華達州的冒險經歷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半自傳體著作《苦行記》。“遍地是黃金”在當年

的維珍尼亞城不是一個比喻，而是一個事實。想像一下，當你晚上熄燈就寢的時候，你的腳下有數以千計的人正在開挖黃

金！在這個充滿機遇的城市，一夜之間，衣衫襤褸的礦工就能變成衣冠楚楚的百萬富翁。馬克·吐溫在其《苦行記》

（Roughing It）中談到，他連在《事業報》每週的薪水都懶得去領，因為不少礦主送股票上門，請他寫寫他們的金礦。股

票收益就已經讓馬克·吐溫賺了個盆盈缽滿。當寶藏被挖掘完之後，城市也如同廢礦一樣，隨之被人們所拋棄——這是全世

界礦業城市的命運。經過一百多年的繁榮與滄桑，維珍尼亞城從崛起到繁榮到走向衰退；從當年人流熙攘的都市縮小到只有

幾百人居住的小鎮，維珍尼亞城似乎也難逃這種宿命。然而到了 1952 年，作家 Lucius Beebe 和摯友 Charles Clegg 兩人攜

手重振馬克·吐溫曾任過記者的《事業報》，並以此為平台大力宣傳馬克·吐溫等名人以及當年西部掏金的歷史，開始推廣

維珍尼亞城。1959 年，由 NBC 製作的電視連續劇《大掏金》（Bonanza）真正掀起了西部熱，電視時代再一次把維珍尼亞城推

到了全世界人們的面前，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爭睹西部歷史上最繁華城市的風華。雖然經歷了無數的滄桑，但是維珍尼亞城

仍然原汁源味地保留著當年維多利亞時代的風貌，宛如一個沒落的貴婦，堅守著昔日的輝煌。在這個擁有一百多年曆史的西

部城鎮體驗西部風情是最好不過的了：你可以追隨當年拓荒者的足跡，或者是乘坐供遊客使用的蒸汽火車穿越康斯塔克礦區

舊址中心地帶，走訪仍然保有當年採礦鼎盛時期風光的城鎮。而且在維珍尼亞城中心還有一家集紀念館和書店功能於一體的

“馬克·吐溫”書店。這家書店裡還保留著這位文壇巨人當年在此辦公的桌子及一切他所用過的東西。 

遊完維珍尼亞城返回 Reno 入住酒店。晚上可以自行往附近中西式餐廳或賭場自助餐廳吃晚餐。還可在賭場一試身手。 

 

第二天: (9/7 星期日) 里諾(Reno) 熱氣球節 - 灣區(San Francisco) 

   清晨 4點 40 分准時開車前往氣球會場，觀賞由 5 點開始的 Glow Show（熒火表演），5:30 開始的 Dawn Patrol（日出前的

點燈升空表演），6 點 45 分日出后的大規模升空表演，今年預計有一百個熱氣球一齊升空! 早餐在會場中自行購買享用。 

熱氣球節活動時間表: 

5:00am -- Glow Show (featuring 12-15 balloons) 

5:30am -- Dawn Patrol 

6:45am -- Mass Ascension Launch 

4:30am-10am -- Shopping along Balloon Boulevard 

10 點巴士接回酒店，收拾行李稍作休息，然后車去附近賭場讓大家吃午餐、自由活動。下午 2 點開車返回三藩市，傍晚六點

左右返抵三藩市灣區，完滿結束這二天豐富難忘的 Reno 熱氣球節攝影釆風之旅。 

注意: 以上行程或許會根據實際情況和時間作出适當調整，不得異議。 
日期 9/6/2014(星期六)早上七時半由三藩市出發，二天一夜，9/7/2014(星期日)傍晚六點左右回到灣區。 

餐飲要求 由于我們訂的酒店不包早餐，所以早、午、晚餐均自費。但星期六早上在巴士上我們將提供新鮮面包以作早餐。 

本團将提供每人每天一支瓶裝水。因屬夏天，團友需自已另帶足夠的礦泉水。 

團費 已交今年會費的華藝會員: 每人收 115 元 (兩人一房) 

非華藝會員/未交今年會費者：每人收 145 元 (兩人一房), 即時入會者或補交會費者按會員价($115)收費。 

住单人房間者多加 40 元；40人成行，最多收 58 人。 

團費包括: 酒店，豪華旅遊車，公園門票，每天一支瓶裝水，司機二天的小費，稍后在會所舉行攝影比賽和午餐聯歡聚會。 

費用不包括：午、晚餐，次日早上的早餐，自費項目，酒店電話費，購物，個人旅遊保險等。 

報名、交

錢時間 

報名時間：由即日起至 8/16/2014 止。報名后請于 8/24/2014 前交齊團費，座位确認以交團費為准。注意如果交團費後要取

消行程,又無人補入則酒店費用不能退還，因酒店錢已預先付了并且沒有 refund。但如果不能成團,則會全數退回所有團費。 

注意: 巴士座位編排和上一次巴士團的方法一樣。沒有找到搭擋的單身人仕我們會預先為他們安排好房間和座位搭擋，然后

第一天上車前每個房間派一人抽取座位號數，按抽中座位號數坐，第兩天前后排座位對調。 

報名方法 報名與座位确認: 鄭向陽先生(Henry Jang) 510-862-3809; E-mail: hxjang@pacbell.net 

交錢方法 團費交給李國柱先生(Ben Lee) 415-515-2744 或黃棠先生。交錢方法: (1)親自去華藝會所交支票或現金； 

(2)郵寄支票去華藝: 地址: 132 Waverly Place, San Francisco, CA 94108, USA; 支票抬頭: CPS 或 Chinatown Photographic Society 

mailto:hxjang@pacbell.net


上車地點 城市  地點 、地圖 地址 時間  

三藩市唐人埠 Kearny 街 星島日報門市部對面  Kearny ST.與 Sacramento ST.街角 7:30AM 

Oakland 華埠七街夾 Franklin 街 燕喜樓門口 7th Street 與 Franklin ST. 街角 8:00AM 

請提前十分鐘到達上車點等車 緊急聯絡電話: 鄭向陽 510-862-3809 

 

注意事項/責任條款 
1. 三藩市華藝攝影學會與負責人只是本巴士團的聯絡人和各團友與巴士公司勝達旅行社間的協調人，本會只是幫助參團人士安排這次旅程，一切有關旅行上

之安全問題，交通延誤，行李遺失或損壞，意外事件等事項，均以勝達旅行社注明的條款為准，與本會及本會負責人或贊助商無涉。本會和本會負責人不

需為發生在這次巴士團旅途中的任何意外事件或糾紛負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任何同意參加本團之人士及繳費者，均視同瞭解及同意以上的行程、價錢、華

藝攝影學會,勝達旅行社<一般規則>里的各項規定和條款，責任依規等 (事後不得異議)。 

2. 華藝攝影學會租用的勝達旅行社每輛巴士均有購買商業保險。任何參團人士如要購買個人旅遊保險，請自行購買。 

3. 如有未成年者同行, 請持有父母親或監護人委託同意書。 

Terms and Conditions 
1.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Photographic society (CPS) and their officers want to make it clear to everyone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ho join this bus 

tour. That we just helped you to plan and arrange this tour. We served as a coordinator and point of contact between you (everyone in the tour) and our 
travel service provider to make this tour reservation as smoothest as possible. Our sponsor and CPS shall be exempt from any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jury of persons, accidents, delays, irregularities or other occurrences occurred during the trip. By joining this bus tour hosted by 
CPS and its sponsors, you have understood, agreed and accepted the terms and rules stated above as well as the terms and rules of the tour company. 

2. All tour buses are insured for commercially use.  
3. A separate Travel Medical Plan or Trip cancellation insurance may be purchased by each individual through their own Insurance agency.  
4. All airlines, coach companies and hotels have their respective regulations of travel safety, and the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customers directly. Should a 

delay in transportation. Loss or damage of luggage, unforeseen accidents or the like arise, it will be sol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relevant company, and CPS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in such occur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