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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萝莉洞+华盛顿特区 3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0553

出发日期

周一 （3/1 - 10/15）

团号
出发城市
目的地城市
目的地

E3
亚特兰大
纽约市
亚特兰大、华盛顿

行程天数

3天2晚

交通工具

汽車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698

双人入住：$468/人

三人入住：$312/人

四人入住：$298.5/人

产品特色
1.
2.
3.
4.
5.

全新体验！美国旅游局官方推荐行程。行走在美国文化历史与自然风光之路。
全程含酒店早餐，每天享用早餐过后出发。
轻鬆游，精品小众团，每车不超过14位客人。
贴心服务，所有行程，每人每天赠送1瓶矿泉水。
前往国家地理杂志明星景点–萝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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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信息
买二送一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交通費用
2. 住宿（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司機/導遊)
4. 全程酒店早餐
5. 行程中每天每人一瓶水

费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導遊只負責安排）
2. 行程中需要的機票，渡輪，部分景區/國家公園內的遊覽交通費用。
3. 景點門票費用（門票價格時常波動，不再另行通知。門票建議支付現金，在導遊處統一
購買）
4. 服務費（每人每天最低支付US$10，兒童/占座嬰兒按成人標準支付）
5.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6.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紐約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成人：$35；老
人（65+）：
$35；兒童（312）：$25；

費城自由塔
觀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兒童 (3-11)：
$10；老人
(65+)：$15；
成人：$15；

首都觀光遊
船 DC

兒童 (3-12)：
$18；老人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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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seeing
Cruise

(65+)：$23；
成人：$26；

華盛頓杜莎
總統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
Gallery

兒童 (3-12)：
$17；老人
(65+)：$23；
成人：$23；

納斯卡賽車
名人堂
NASCAR
Hall of Fame

兒童（3-7）：
$12；青年（812）：$18；老
人(65+)：
$22；成人：
$25；

蘿莉洞（又
稱盧雷洞）
Luray
Caverns

成人：$28；老
人(62+)：
$25；兒童 (612)：$15；

行程介绍

Day 1
全天

亞特蘭大

汽车

夏洛特

汽车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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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安排：
夏洛特 → 納斯卡賽車名人堂（自費，60分鐘）→夏洛
特市政廳（外觀，15分鐘）→美國銀行總部（外觀）→
酒店

上午

活动时间：1小时0
分钟

納斯卡賽車名人堂 NASCAR Hall of 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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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斯卡賽車名人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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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不但可
以追尋納斯卡賽事的歷史軌跡，同時佈滿這歷史銀河的
點點繁星更是充溢著許多令人難忘的故事。

酒店：Quality Inn Roanoke Airport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晚上

Day 2
全天

蘿莉洞

汽车

華盛頓特區

清晨前往自然奇觀蘿莉洞, 是北美地區國家級景點最大
的地下千年鐘乳石洞，形成於40億年之前，此洞就以世
界最壯觀的天然石洞之一而聞名全美，被贊為石頭仙
境。下午前往美國首都 - 華盛頓DC，華盛頓是美國的政
治中心，白宮、國會、最高法院均設在這裡，它也擁有
眾多博物館，是著名旅遊勝地。
行程安排：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自費，90分鐘）→華盛頓杜莎
總統蠟像館（自費，60分鐘）→航太航空博物館 （50
分鐘）→ 白宮（外觀，20分鐘）→ 林肯紀念堂、韓戰
紀念廣場、越戰紀念牆（40分鐘） 行程中途經：傑弗遜
紀念館，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

上午

活动时间：1小时
30分钟

蘿莉溶洞（盧雷洞） Luray Caverns
蘿莉洞形成於4億年前，是美國最大的喀斯特溶洞。
1878年，機緣巧合之下這個史前溶洞得以重見天日。全
場長1.5英里的遊覽路程中，你可以盡享洞內的美輪美
奐。每一個立方英吋至少需要120年的時間才能生成，
沉澱物由上而下結成為冰柱狀垂掛在天花板的稱為鐘乳
石，像從地面冒出頭圓錐狀如竹筍般的稱為石筍，兩者
不斷生長到上下兩端相接後逐漸成為石柱。溶洞中最大
的水體是夢幻湖，無波無痕像鏡面一樣完美倒映著上方
的一簇簇的長短各異的鐘乳石，幾乎要讓人錯認可以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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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這奇幻的空間，漂亮得令人捨不得將目光移開。在洞
裏還有世界上最大且獨一無二的---鐘乳石管風琴，整個
溶洞就是管風琴的本體，當鐘乳石被敲擊時會發出類似
管風琴的樂音，這樣前所未有的特殊構想，必定讓參觀
者大開眼界！

下午

活动时间：3小时0
分钟

華盛頓杜莎總統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 Gallary
華盛頓杜莎夫人蠟像館深受大眾歡迎，多以美國各屆總
統的蠟像最為著名。館內的蠟像形態逼真，可謂是到了
以假亂真的地步，於細微之處可見蠟像製作人的細心。
我們將跟隨時空的步伐，穿越歷史，與那些偉大的名字
一起並肩而立。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就坐落於國家廣場南側，隸屬
史密森尼學會，展館佔據了整整三個街區，24個展廳彙
集了大量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飛行器、太空探測器、導彈
等，同時也是研究航空航太、行星科學、地球科學的歷
史和科學研究中心。

林肯紀念堂 Lincoln Memorial
林肯紀念堂是一座通體潔白的古希臘神殿式建築，為紀
念美國第16屆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而建，被視為美國永
恆的塑像和華盛頓的標誌。這裡也是追求和平民主的最
著名集會地，馬丁·路德·金就在這裡發表了演說《我有
一個夢想》。於越戰，朝鮮戰爭紀念碑緬懷逝去的先
烈；由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上刻著烈士的名字，簡單
而感人，朝鮮戰爭紀念碑上則描繪了戰爭的緊張和壯
烈。

晚上

酒店：Comfort Inn Capital Beltway
或同級（提供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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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全天

華盛頓D.C.（入內國會

汽车

紐約（夜遊）

今天我們繼續深度遊覽美國政治中心。第一站將是入內
美國國會大廈，在國會裡面專業導遊的帶領下，參觀國
會內部。也可以與比鄰的國會圖書館和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合影留念。隨後我們將遊覽更多華盛頓DC著名景
點，例如行駛在波多馬克河上的觀光遊船，走進新聞博
物館等。之後，我們會前往美國國家的誕生地 - 費城。
行程安排：
華盛頓特區 → 國會大廈（免費入內參觀，90分鐘）→
首都觀光遊船（自費，45分鐘）→獨立宮（外觀）→ 自
由鐘（外觀） → 費城自由觀景台（自費，50分鐘）→
紐約夜遊（自費，$35/人，四人成團） 紐約夜遊行程：
前往洛克菲勒中心（15分鐘）→ 時代廣場（30分鐘）
→ 新澤西觀景點（15分鐘） 備註： 1. 如遇節假日或特
殊情況國會大廈關閉將改為外觀。國會大廈入內參觀：
全年星期一到星期六開放，星期日關閉。其他已知將會
關閉的日期：美國感恩節（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
聖誕節（12月25日），新年元旦（1月1日），美國總統
就職典禮日。 2. 紐約夜遊視當日交通和天氣情況而定。
如遇取消將退還夜遊費用。

上午

活动时间：2小时
15分钟

美國國會大廈 The US Capitol
美國國會大廈是美國國會所在地，1793年9月18日由華
盛頓總統親自奠基，不僅是美國三權分立的立法機構—
眾參兩院的辦公大樓，更是美國民有、民治、民享政權
的最高民主象徵，彰顯了美利堅合眾國“合眾為一”的立
國之本。

首都觀光遊船 DC Sightseeing Cruise
從華盛頓最老的港口馬麗娜出發進入波多馬克河，200
多年前的主要入口處觀看DC的最美麗的景象。途中會
看到全美以賣藍蟹出名最老的海鮮市場,肯尼迪曾用過的
塞克亞,泰坦尼克號電影發源處，將軍路，羅斯福戰爭圖
書館，五角大樓，一些神秘機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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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活动时间：0小时0
分钟

費城自由塔觀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費城自由觀景台位於費城的市中心地帶。上升到 57 層
樓的高度, 站在美國歷史搖籃之巔。以360度的視角來盡
情探索觀看城市和郊區全景。遠眺費城的市政廳，賓州
創建者威廉潘恩的凋像屹立在頂端，彷佛訴說著貴格教
建市的終極理想—兄弟有愛之城。

协议&须知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预订须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長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實際出行中，導遊可能會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對您的行程進行適當調整（如
景點遊覽順序等），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3. 如遇景點臨時關門、節假日休息。導致該景點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
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保證行程的豐富性。如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 Pass。如您堅持使用自帶門
票，我司將不再提供旅行當日全天交通、導遊等服務，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別情形(如天氣、修路、罷工、封山、旅遊車特殊狀況)造成車輛晚點，敬請見諒。
6. 此行程需要與其他遊客同乘車輛，為保證團上遊客權益，出發時請提前到達上車地點候
車，景點遊覽與集合時間請配合工作人員安排，避免出現超時而需個人額外支付費用的情況
發生。
7.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需離隊，請務必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8. 參團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明和檔，如若遊客被拒絕入境，
我司將不提供免費送客服務。
9. 酒店安排會因季節有所改變， 如需要團上酒店資訊，請在團上與導遊確認。
10. 為普及旅遊安全知識及旅遊文明公約，使您的旅程順利圓滿完成，特制定 《縱橫集團遊
客參團須知》（點擊藍色字查看），請您認真閱讀並切實遵守。

退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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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門
票費用退還，報名團費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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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消條款如下：
a. 如果團組在出發前10日 (不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團費不扣，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務需
參照酒店規定而確定是否能退款。
b. 在出發前7日 (不含) 至 10日 (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50%團費，其他加定酒店或
服務需參照酒店規定而確定是否能退款。
c. 如果團組在出發前7日 (含) 至出發當天要求取消或出發當日末能準時參加者，作自動放
棄論，已付團費概不退還。
d. 如貴司或客人因個人原因 (無旅行證件、遲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於旅途中退出或末
能參加行程內任何行程，已付團費概不退還，也不會以其他服務賠償。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亚特兰大杜鲁斯：大中华超市，07:30出发；详细地址：2300 Pleasant Hill Rd, Duluth, GA
30096；
亚特兰大：乔治亚理工学院2号游客停车场，08:15出发；详细地址：355 Ferst Dr NW,
Atlanta, GA 30313·；
夏洛特：纳斯卡厅名人堂，13:30出发；详细地址：400 E M.L.K. Jr Blvd, Charlotte, NC
28202；
离团地点
纽瓦克：华美达酒店Ramada Plaza；详细地址：160 Frontage Road Newark, NJ 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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