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Spanish Missions Along California's El Camino Real"
Also known as The Royal Road, El Camino Real is a pilgrimage route tracing the 21 historic Spanish missions that wer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mid-18th and the mid-19th Centuries. These were commissioned by the Spanish monarchy for their colony, then known as Alte

California, and the entire route stretches roughly 800 miles (1287 kilometers). Here is a collection of 10 prominent ones along the

route to inspire your next roa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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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旧金山索拉诺 

"索诺玛的诞生地"

上个加利福尼亚州的Mission San Francisco Solano成立于1823年，在世俗
化之前仅仅服役了11年。但如果没有它，历史将被重写，以打乱许多爱酒的
旅客索诺玛谷葡萄酒国家将不存在;和索诺玛镇将不存在。今天，这个任务是
在可爱的市中心的索诺马州立历史公园的一部分。这个展览相当小，但展品
在品种和质量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从Chris Jorgensen的加利福尼亚水墨画到
跳蚤市场，都能找到油画和文物。庭院是一个充满橄榄树，仙人掌和迷迭香
墙的绿洲。 - 惠银叶

 +1 707 938 9560  www.parks.ca.gov/default.asp?pag
e_id=479

 114 East Spain Street, Sonoma CA

 by Photograph by Robert A.
Estremo   

多洛莉雪天主堂 

"与教会区同名"

北加州最北边塞拉神父建造修的大教堂。而这座修道院是旧金山最历史悠久
的楼，可以追溯到1788年。走进去，里面有浓重的西班牙殖民下的旧金山的
味道，屋梁上都绕着牛皮。墓地里既有贵族后裔的坟墓，也有美国原住民的
坟墓。他们都是被征集去服务这个修道院的。博物馆里还展览艺术品和手抄
稿。

 +1 415 621 8203  www.missiondolores.org/  parish@missiondolores.or
g

 3321 16th Street, 旧金山
CA

 by JaGa   

特派团圣克拉拉德阿西斯 

"一个老教堂"

当你进入圣克拉拉大学时，圣塔克拉拉德阿西斯教会的巨大的恢复结构高高
地欢迎你。这座华丽的教堂和大学很罕见，不仅因为它们可以追溯到几个世
纪，而且因为它们是讲述西班牙传教故事的少数建筑之一。教堂已经完全恢
复，并且经常在祷告服务，布道和其他宗教活动中定期进行。如果你正在访
问这个地方，这里的旅行是你必须的。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网站。

 +1 408 554 4023  www.scu.edu/mission/  500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University, Santa Clar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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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圣胡安包蒂斯塔 

"历史的使命"

特派团圣胡安包蒂斯塔是在1797年根据方济会的命令建立的，是一个西班牙
使命，其名称延伸到它所称的家乡。使命围绕着祖母绿的景观，其建筑是一
座修道院的所在地，父亲的宿舍和古代的士兵宿舍也是使命的一部分。使命
的内部有一个华丽的祭坛，教堂的地面装饰着错综复杂的动物画。它的墓地
是许多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土地的休息地，在这里也埋葬了使团唱诗
班领导的Padre Esteban
Tapis。宗教宽容和文化综合的里程碑，圣胡安包蒂斯塔使命值得您的钦佩。

 +1 831 623 2127  www.oldmissionsjb.org/  406 Second Street, San Juan
Bautista CA

 by Burkhard Mücke   

卡梅尔使命 

"父亲塞拉的最爱"

也被称为特派团卡梅尔大教堂，更正式地，作为圣卡洛斯博罗梅奥德尔里奥
卡梅洛使命，这是由Junipero Serra神父创建的九个任务中的第二个。该地
区最初是为了1771年的农业可能性而被选中的，但温和的气候和精美的景观
很快成为了塞拉神父的最爱。事实上，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埋在教堂的主要
祭坛前面的。这座建于19世纪的建筑已经完全恢复，展现出经典的教堂风格
，堡垒般的建筑，厚重的九重葛覆盖的土坯墙和中央庭院。摩尔风格的钟楼
包含九个钟声，向公众开放。虽然有人可能会发现爬上陡峭的楼梯征税，但
从这个角度来看，景观非常壮观。

 +1 831 624 1271  www.carmelmission.org  reception@carmelmission.
org

 3080 Rio Road, 卡梅尔 CA

 by Ed Bierman   

使命圣安东尼帕多瓦 

"偷看到旧加州"

圣安东尼奥教堂于1771年由神父朱尼佩罗·塞拉（Junipero Serra）创立，
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三座同类型教堂，见证了1773年的第一次天主教婚礼。
它是为数不多的提供旧加利福尼亚一瞥的场所之一，包括全面显示历史和任
务期间的文物。成人入场费为5美元，12岁及以下的儿童入场费为3美元。

 +1 831 385 4478  missionsanantonio.net/  office@missionsanantonio
.net

 1 Mission Creek Road,
Jolon CA

 by Rennett+Stowe   

使命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德Tolosa 

"一个灿烂的使命"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德托罗萨教区纪念安茹圣路易斯是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最
受人尊敬的地标之一。这个任务是在JuníperoSerra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
这个城市来到他的党的营救之后，当时在Carmel Mission的食物供应减少了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被认为是一个丰富的土地，因此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德·托洛萨使团在此成立。教堂是在西班牙士兵，当地新手和丘马什社区
的帮助下建成的，从而成为社区和谐的象征。这个任务是建立在一个奇特的
风格。它有一个天使般的白色入口，拥有辉煌的喷泉，欣喜若狂的熊雕像。
使命的改变是安详的，有许多古代文物。这是一个亲密的婚礼和其他宗教仪
式完美的设置。

 +1 805 781 8220  www.missionsanluisobisp
o.org/

 office@oldmissionslo.org  751 Palm Street, San Luis
Obispo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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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ernard Gagnon   

老特派团圣巴巴拉 

"加强信仰"

圣巴巴拉老教堂成立于1786年，距今200年，至今仍是当地文化和历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传教士被称为“使命女王”，是方济会修士的家园，包括几个能
满足不同服务和工作的空间。坐落在美丽的花园之中，传教士有许多会议室
，小教堂，墓地和陵墓等等。传教士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进行一些人道主
义活动。这里还有一个礼品店，您可以购买书籍，CD，照片等。

 +1 805 682 4713  santabarbaramission.org
/

 museumtours@sboldmission
.org

 2201 Laguna Street, Santa
Barbara CA

 by 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Lordkinbote at English
Wikipedia.   

使命圣胡安Capistrano 

"燕子及更多！"

历史使命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是一个加州的图标。也许是因为年度嘉宾燕
子而闻名的，这个使命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很多。对于加州人来说，这是一
个复杂的殖民历史的强大象征。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这是一个深刻的宗教场
所，表明了教会自身的复杂遗产。历史爱好者花费数小时在设施的许多展览
和陈列中陶醉，将内心深处与历史悠久的景象，声音和感受联系起来。对于
任何背景的游客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华丽的地方度过一个下午 -
充满惊人的建筑元素和精心照料的花园。

 +1 949 234 1300  www.missionsjc.com/  eventsdepartment@mission
sjc.com

 26801 Ortega Highway, San
Juan Capistrano CA

 by Rob.Bertholf   

使命大教堂圣地亚哥德阿尔卡拉 

"第一个加州教会"

这个使命是北美历史的一个神器。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座教堂，于1769年由J
unipero Serra神父亲自创立。 1775年，它被抗议美国本土人士烧毁。后来
经过重建，1803年又因地震而再次受到严重破坏。有导游的旅游是可用的，
任务经常举办活动。它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罗马天主教教区，现在坐落在繁忙
的米申谷。

 +1 619 281 8449  www.missionsandiego.org
/

 lindahewett@missionsandi
ego.org

 10818 San Diego Mission
Road, 圣地亚哥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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