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ost
Place on Earth

令人叹为观止
还只是开始。

塞 多 纳 距 离 Flagstaff松 树 林 不 到 30英 里 ， 距
离繁华的沙漠城市菲尼克斯近120英里，距离
大峡谷100多英里，这里是一个红色的岩石天
堂，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您需要什么，它都
能为您提供一个庇护之所。 您可以计划一次
户外探险，一次浪漫之旅或一次恢复活力的逃
离，回归到这个一年四季美丽非凡的仙境。

这里被180万英亩的国家林地、四个荒野地区和六个州立公园所环绕，简直是冒险的天堂。 长达数
百英里的小径能让游客迅速进入参加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徒步旅行者和山地自行车爱好者还可以
快速通过如迷宫般的石塔。 吉普车可以轰隆隆地进入宽阔的腹地，并在露头的砂岩上进行杂技表演。
每天早晨，热气球都会缓缓腾空来迎接太阳冉冉升起的黎明。 还有直升机俯冲进出高墙峡谷。 高尔
夫球手们全年都享受着起伏不平的草地和黑麦草球道。 观星者们惊叹于一大片闪闪发光的天体。
因此，无论您是在考虑单人度假、家庭团聚还是公司度假，您都能在塞多纳，这个地球上最美丽的
地方享受各式各样的活动。

重新认识你的灵魂 塞多纳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满载精神力量的地方。 人们认
为这里强有力的涡旋会释放出一个能量场，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能与之产生共鸣。
旅行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此处体验这些充满能量的漩涡中心，这有助于他们进
行精神疗愈、冥想和自我探索。
对于许多人来说，抵达塞多纳只是他们旅行的开
始，他们还将在这里探索各种美景、参加情侣静修和改变自我研讨会。 接着在豪华
度假村、综合日间水疗中心和备受赞誉的按摩学校他们还可以享受各种水疗，从而
更新和恢复活力。 还可以在橡树溪（Oak Creek）岸边尝试热石疗法、脉轮强化或室
外深层组织按摩。 许多水疗中心使用红色粘土和当地植物等本土材料让游客在塞多
纳获得最佳的健康体验。

来一场峡谷冒险 如果塞多纳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话，那它就是大峡谷。 这两个地质奇
迹都是人们“人生目标清单”上必去的目的地。 看到大峡谷或塞多纳的照片，你不会把它
们误认为是其他任何地方。 然而即使是照片也不能完全描绘出这些亚利桑那州标志性景
点的美。 塞多纳是一个完美的大本营，大自然既赋予它令人惊叹的美，又给与它各种各
样的适合生物生存的舒适环境。
享受家庭般的温暖感觉 如果您在抵达塞多纳时觉得自己好像回了家，请不要很惊讶。 您
会难以抗拒来自当地社区的欢迎和温暖。 当地许多幸福的居民最开始也是来这里度假的
游客，他们却一样仿佛中了什么魔咒，愿意一直留在这里。 因此，如果你在度假期间真
心想去逛逛当地那些房子，那就不要犹豫了。 想象一下，生活在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会
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习惯发出赞叹。
用餐&饮酒 从休闲咖啡馆到铺着白色桌布的餐厅、注
重健康的素食饭店到牛仔风格的牛排餐厅，从辛辣的
西南部口味到优雅的意大利风味，塞多纳已成为美食
爱好者的目的地。 当地的水果和农产品以及从橡树溪
（Oak Creek）出产的鳟鱼都是菜单上的招牌。 葡萄生
长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生产出精美的亚利桑那葡萄
酒，是您用餐的完美搭配。 来了塞多纳就意味着要细
细品味。
住宿
这里美丽的环境激发了旅店老板在住宿方面创
造出小小的杰作。 您可以选择豪华的全方位服务度假
村、浪漫的B&Bs（家庭旅馆）、迷人的林地小屋或房
车露营地。 不同的建筑风格、独特的装潢和个性化的
装修细节能为所有人提供选择，让您仿佛置身于某位
亲朋好友的家中。

艺术&购物 塞多纳有着戏剧性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光
芒，这使它吸引了那些极具创造力的灵魂。 这里是一
个粗犷的个人主义表达的艺术社区，从前沿的现代到
对未来的畅想，从美洲原住民再到现实主义。 您可以
仔细地浏览画廊和零售商店，它们展示这塞多纳的艺
术多样性。 您还可以找到可穿戴艺术品、家居装饰、
花园装饰、书籍、音乐、纪念品等等。
娱乐 每个季节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通常是艺术性活
动或户外活动，因为这些都是塞多纳的特色。 塞多纳
国际电影节在美国已成为最负盛名的电影爱好者大聚
会之一。 其他年度活动包括RunSedona（马拉松）、
塞多纳艺术节、塞多纳Plein Air 节（绘画）和Sedona
Winefest（葡萄酒）等等。 有关当地活动的完整时间
安排，请访问SedonaEvents.com。
庆典 您在筹备一场婚礼吗? 有了童话般的环境，那
么就很容易计划一次童话般的婚礼。塞多纳除了有着
令人惊叹的环境外，这里还有大量的婚礼策划师、花
店、餐饮服务员、音乐家、摄影师和司仪。 这些专家
会把您的婚礼、蜜月或任何其他特殊的日子打造得尤
其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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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寻找人们为之沉醉的地方。
如果您从北方乘车前往，请考虑通过89A州际公路（SR）穿过橡树溪峡谷，它是亚利桑那
州指定的风景道路（Scenic Byways）之一。 您还可以走179州内高速公路（SR-170），根
89A

据其自然、休闲和风景特质，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将其指定为一条全美道路。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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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道路”计划旨在认可、保护和强化全美范围内的选定道路。
而且，如果您的酒店位于西塞多纳（West Sedona），也可以通过
260州内高速公路（SR-260）穿过Camp Verde和Cottonwood，然
后进入塞多纳。 这三条路线沿途都风景优美，而260州内高速公

89A

路通常不那么繁忙，因此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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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

从菲尼克斯出发

COTTONWOOD

89A

119 英里 / 192 公里 / 近2小时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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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A：

• 沿着17号州际公路（I-17）往北朝旗杆市（Flagstaff）

方向行驶
• 在298号出口，左转（向西）到SR-179
• 在SR-179上直行，行驶15英里/ 24公里

CAMP VERDE
169

选项B：

•
•
•
•


沿着I-17往北朝Flagstaff方向行驶
在287号出口，左转（向西）到SR-260
在SR-260上直行18英里/ 29公里
右转进入SR-89A并继续直行

从拉斯维加斯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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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HOURS)

(2 HOURS)

275 英里 / 443 公里 / 近4小时

•
•
•
•
•


沿US-93
向南朝亚利桑那州方向行驶
退出I-40 / US-93
在195号出口处，斜坡驶入I-17 / SR-89A
在337出口处，斜坡驶入SR-89A
继续沿SR-89A直行25英里/ 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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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ott
National
Forest

从洛杉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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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I-10 / San Bernardino Fwy向亚利桑那州方向行驶
• 沿着I-17朝Flagstaff方向行驶

HOLBROOK

Coconino
National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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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英里 / 689 公里 / 近7.5小时

选项A：
• 在298号出口处，左转（往西）驶入SR-179
• 在SR-179上直行，行驶15英里/ 2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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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INUTES)

Tonto
National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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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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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A B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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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B：
• 在287出口处，左转（往西）到SR-260
• 在SR-260上直行18英里/ 29公里
• 右转进入SR-89A并继续直行19英里/ 30公里

10

19

PUERTO
PEÑASCO

NOGALES

现在到了您来这
里度假的日子。
开始在此网站计划您的旅行：VISITSEDONA.COM

• 观看我们屡屡获奖的“Sedona

Skies”和
“Sedona Anthem”视频
• 查找优惠和独家折扣
• 查找塞多纳的所有景点和活动
• 查看我们的完整活动日历
• 订购我们如优质杂志式的游客指南
• 在线查看我们的游客指南
@VisitSedona
@SedonaAZ
@visitsedona
VisitSedona.com
info@sedonachamber.com
800.288.7336

游客中心
331 Forest Road
Sedona, AZ 86336
928.282.7722

行政办公室
45 Sunset Drive
Sedona, AZ 86336
928.204.1123

VisitSedona.com

19-CHI-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