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歷史南北卡 5 日遊（APNA5） 

 
出發日期：週六 

價格：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第 3 人同房 第 4 人同房 單人房 

688/person 0 378 1028 

 

接機信息 

1. 亞特蘭大 ATL 機場團體免費接機：9:00AM - 9: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 

2.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2 人共$120 美元，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20 元。 

 

送機信息 

接機 送機備註 送機 

週六 

請預定 

亞特蘭大國際機場 ATL 

19:00PM 之後的航班 

週三 

 

         行程特色           

I. 全新體驗！美國旅遊局官方推薦行程。行走在美國文化歷史之路。 

II. 全程含酒店早餐，每天享用早餐過後出發。 

III. 輕鬆遊，精品小眾團，每車不超過 14 位客人。 

IV. 貼心服務，所有行程，每人每天贈送 1 瓶礦泉水。 

V. 走進古城查爾斯頓，感受美利堅初建時期的印記。 

VI. 探秘全美最大私人府邸—比特摩爾莊園，美國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範德比爾特莊園。 

VII. 領略東南部最大城市亞特蘭大魅力，親臨 CNN 總部、全美最大水族館和可口可樂世界。 

 

 

行程介紹 
 

第一天 
家園—亞特蘭大 

參考酒店： Wyndham Garden Duluth 或同級含早 

 

由原居地飛往亞特蘭大，國內航班乘客提取行李後，在北航站樓 N3 門口處或南航站樓 S4 門口處等候；國

際航班乘客出海關後在 A2 門口處等候。接機導遊將安排與鄰近抵達航班乘客共同前往酒店。 



 

第二天 
亞特蘭大—查爾斯頓 

參考酒店： Quality Inn Charleston Gateway 或同級含早 

清晨我們離開亞特蘭大市，一路向東最終抵達南卡歷史最悠久和最大的城市查爾斯頓。查爾斯頓因豐富

的歷史，保存完好的建築，南方特色餐廳和熱情好客的查爾斯頓人而聞名。整個市區共有三千多幢歷史

建築，堪稱國家歷史地標。更是被旅遊與休閒雜誌（Travel + Leisure Magazine）評為世界最佳城

市。 

 

具體行程 

約克城號航空母艦（自費，60 分钟）→ 查爾斯頓遊船（自費，90 分钟）→  查爾斯頓观光馬車（自

費，60 分钟） 

 

❖ 約克城號航空母艦 The USS Yorktown 

約克城號航空母艦是一艘隸屬於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為約克城級航空母艦的首艦。它是美軍第三艘以約

克城為名的軍艦，紀念美國獨立戰爭中的約克城圍城戰役。這個壯觀的航空母艦參與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

越南戰爭。如今停靠在查爾斯頓海岸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 

 

❖ 查爾斯頓遊船 Historic Charleston Harbor Tour 

登上卡羅萊納遊船，來一場頂級海港之旅。欣賞美麗的查爾斯頓港，瞭解這座古城的豐富歷史。在這個風

景優美、輕松的遊覽過程中，你將看到幾十個地標和景點，展現 300 多年的歷史! 

 

❖ 查爾斯頓觀光馬車 Charleston Carriage Tour 

乘坐觀光馬車，街道两边都是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建筑。古朴但确不显得陈旧。阳光下，微风中，微微晃

动的棕榈叶不禁意间流露出了南方城市的风味。用一種既優雅又輕快的方式遊覽這座充滿魅力的城市。 

 

 

第三天 
夏洛特—阿什維爾 

參考酒店：Baymont by Wyndham Asheville/Biltmore 或同級含早 

 

在查爾斯頓不能錯過的還有美麗的莊園，它們那樣安靜的經歷歲月洗禮向我們訴說著曾經的故事。之後我

們將驅車前往北卡羅來納州的最大城市夏洛特，如今的夏洛特是一座高度現代化的工商業城市，是多個大

型企業包括美國銀行在內的總部所在地。傍晚抵達阿什維爾。 

 

具體行程： 

木蘭種植莊園（自費，90 分钟） → 夏洛特 → 納斯卡賽車名人堂（自費，60 分钟）→市政廳（外觀，15

分鐘）→美國銀行總部（外觀，15 分鐘）→ 傍晚抵達阿什維爾 



 

❖ 木蘭種植莊園 Magnolia Plantation & Gardens 

木蘭種植莊園被旅遊與休閒雜誌（Travel + Leisure Magazine）評為全美最美花園。這座 1671 年建立的

種植園在經過 340 多年後依舊向世界展示著它的優雅。莊園比美国建国的时间还早了一百年，最早的主人

是托馬斯和安雷德頓，经过十几代人的传承，目前仍然属于这个家族。 

 

❖ 納斯卡賽車名人堂 NASCAR Hall of Fame 

這裡不單單是一個互動娛樂的景點，更是集高科技，教育，歷史於一體。在这里不但可以追寻纳斯卡赛事

的历史轨迹，同时布满这历史银河的点点繁星更是充溢着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第四天 
阿什維爾——亞特蘭大 

參考酒店：Wyndham Garden Duluth 或同級含早 

 

阿什維爾是北卡羅來納州西部藍嶺山脈的一座城市。它以充滿活力的藝術氛圍和歷史建築而聞名。用徒步

的方式感受這座魅力城市，置身市區發現探索真正的阿什維爾后，我們將前往美國最最大私人府邸。隨後

返回亞特蘭大。 

 

行程安排： 

阿什維爾徒步市區遊（自費，80 分鐘）→比特摩爾莊園（自費，240 分鐘，行程含品酒）→ 品嘗美味的紅

酒（品酒 21 岁以上） 

 

❖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比特摩爾莊園坐落於北卡羅來納州，其規模和奢華堪稱美國私宅之最，是美國最大的私人莊園。它的主人

是美國曾經的首富範德比爾特家族。這裡為人們展現了 19 世紀 “鍍金時代” 的奢華。比特摩爾莊園帶有

濃鬱的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特色，現在已經開放為旅遊勝地，一般人只要付費就能夠近距離欣賞莊園

的秀麗和奢華。莊園內來自 13 個國家的珍貴的藝術品、傢俱等一直保存至今。 

 

第五天 亞特蘭大市區遊 

 

我們將開啟探索亞特蘭大市一日之旅，這裡豐富的歷史與吸引人的旅遊景點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具有

南方魅力的城市。 

 

行程安排： 

喬治亞理工學院（40 分鐘） → 喬治亞州政府大樓（外觀，15 分鐘）→ 馬丁路德金紀念廣場（20 分鐘）

→ 瑪格麗特米切爾故居博物館（自費，60 分鐘） → CNN 總部大樓（自費，60 分鐘）→喬治亞水族館

（自費，90 分鐘）→可口可樂世界（自費，90 分鐘） 



 

❖ 喬治亞理工學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喬治亞理工學院與麻省理工學院及加州理工學院並稱為美國三大理工學院。有南方 MIT 之稱。佐治亞理工

學院在全美理工類大學擁有著數一數二的排名，也是全美最好的理工類大學之一，並且在全球學術範圍內

享受最高聲譽，其中最突出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學科為工程學。 

 

❖ 瑪格麗特米切爾故居博物館 Margaret Mitchell House and Museum 

這裡是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家。瑪格麗特•米契爾因《飄》而知名。這個建築建造於 1899 年，為都鐸復

興式建築風格，是一座紅磚牆的普通三層小樓。進入房間可以觀賞到瑪格麗特的黑白肖像照和介紹她生平

的文字，從照片可看出這個天才作家的睿氣。窗臺邊一個小寫字臺上，放著一架米切爾用過的老式打字機，

旁邊一幅照片鑲在小鏡框裡，米切爾坐在打字機前，下面有一句她的話：“在我虛弱的時侯，寫了一本

書”。 

 

❖ CNN 總部大樓 CNN Headquarters 

有線電視新聞網是美國的有線電視頻道，由特德•特納於 1980 年創辦，目前為時代華納所有。跟隨 CNN

演播室導覽走進幕後一探究竟。這裡不僅能觀看到新聞編輯室的高效運作，還能讓你坐到台前享受一把新

聞播報和氣象預測的獨特體驗。別忘了時刻睜大你的雙眼，興許就能一睹美國著名主播的芳容。 

 

❖ 喬治亞水族館 Georgia Aquarium 

喬治亞水族館位於百年奧運公園對面。外型酷似“諾亞方舟”，堪稱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水族館。這裡飼養

了 500 多種 10 萬多隻動物。其中最著名的 2 只年輕鯊魚和 5 頭大白鯨。 

 

❖ 可口可樂世界 World of Coca Cola 

可口可樂世界是亞特蘭大響亮的代名詞。在這裡，你可在琳琅滿目的展區瞭解這一著名軟飲的逸聞軼事，

用舌尖感受來自世界各地上百種產品帶來的全新味蕾體驗。 

 

行程約4:30PM結束後返回上車點。 

 

參團說明 

景點說明： 

1. 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 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3.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費說明： 

1. 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團費不退； 



2. 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費用以及住宿 

2. 費用不含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巴士團自費項目一覽表 

景點 成人 
老人 

（65 歲+） 

兒童 

（3-12 歲） 

CNN 總部大樓 

CNN Studio Tour 
$16.34 $15.25 

$15.25(13-18) 

$13.07(4-12) 

喬治亞水族館 

Georgia Aquarium  
$43.15 $39.91 $36.67 

可口可樂世界 

World of Coca Cola 
$18.51 $16.34 $14.16 

瑪格麗特米切爾故居博物館 

Margaret Mitchell House and Museum 
$13.00 $10.00 $5.50 (4-12) 

約克城號航空母艦 

The USS Yorktown 
$24.00 

$19.00 

(62+) 

$16.00 

(6-11) 

查爾斯頓遊船 

Historic Charleston Harbor Tour 
$27.56 $25.97 

$20.14 

(4-11) 

查爾斯頓市區觀光馬車 

Carriage Tour 
$27.56 $27.56 

$16.96 

(4-11) 

木蘭種植莊園 

Magnolia Plantation & Gardens 
$20.00 $20.00 

$10.00 

(6-12) 

納斯卡賽車名人堂 

NASCAR Hall of Fame 
$25.00 $22.00 

$18(8-12) 

$12(3-7) 

阿什維爾徒步遊 

Asheville Walking Tour 
$15.00 $15.00 $15.00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69.55 $69.55 

$34.77 

(10-16)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並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