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出發美東名城 5 天遊
團號： G5
出發日期：逢週二（4/30/2019-10/29/2019）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588 /人

$0

$370

$ 882

行程特色：
1. 美國訪問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大霧山國家公園。
2. 世界最壯觀天然溶洞之一，形成於 40 億年前的--盧雷洞。
3. 探訪美國憲法誕生地--費城。
4. 最短時間玩轉紐約：登頂紐約的地標--世貿中心，“世界的十字路口”時代廣場，美國軍事力量的
體現--大無畏號航空母艦，乘坐自由女神遊船，近距離仰望美國自由的象徵。
5. 最短時間遊覽最多景點，暢玩名城名校。
6. 特色風味餐：波士頓龍蝦餐+新英格蘭蛤蜊巧達濃湯。
暢遊：
四大名城：華盛頓，費城，紐約，波士頓
三大名校：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上、下車地點：
出發日期：

地址

送機信息

結束日期：
(送機)

8:30AM
週二

2300 Pleasant Hill Rd, Duluth,

波士頓羅根機場

GA 30096

(BOS 19:00 以後航班)

（大中華超市門前）

行程介绍
第一天

亞特蘭大-大霧山國家公園
参考酒店：Comfort Inn/La Quinta Inn Pigeon Forge TN 或同級

週六

前往大霧山國家公園風景區，大霧山大約是在一萬年前的冰期末形成的。每年有大約一千萬遊客，是美國
遊人最多的國家公園。森林蒸騰出的水蒸氣形成濃霧，環繞于群山之間、充斥於峽穀之中。公園各處的標
語都建議遊客去一睹這個“容顏未改的世界”。晚餐時間遊客們可以參與“南方盛宴”馬術表演，別具一
格的開幕儀式，桀驁歡騰的賽馬，牛仔競技表演，還有可口的美食令人流連忘返。
行程安排：
大霧山國家公園 → 大霧山山脈最高峰：克林曼山頂（60 分鐘）→ Newfound Gap 觀景臺（20 分鐘）→
鴿子穀 →“南方盛宴”大型馬術晚宴秀（自費，90 分鐘）

大霧山國家公園 Great Smoky Mountain
大霧山大約是在一萬年前的冰期末形成的。每年有大約一千萬遊客，是美國遊人最多的國家公園。森林蒸
騰出的水蒸氣形成濃霧，環繞于群山之間、充斥於峽穀之中。公園各處的標語都建議遊客去一睹這個“容
顏未改的世界”。這裡猶如人間仙境，室外桃園，地處海拔 5046 尺的 360 度開放觀景台，可以登高望遠，
一覽眾山小。給大家帶來視覺享受以及大山的新鮮空氣。

南方盛宴 Dolly Parton’s Stampede
欣賞大型馬術歌舞表演，體會南北軍隊馬術競賽精彩節目及載歌載舞，感受美國西部風情，老少盡情觀看
盡收眼底，可口的晚餐外加美味的甜點，令人垂涎，流連忘返。

蘿莉洞 - 華盛頓

第二天

参考酒店：Holiday Inn Washington-Dulles Intl Airport, Holiday Inn Chantilly-Dulles Expo or

equivalent 或同級

驅車到達维吉尼亚的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地區。隨後進入到蘿莉洞（又名盧雷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之後前往華盛頓。
行程安排：
維州 →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自費，60 分鐘）→ 華盛頓地區

蘿莉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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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華盛頓特區—費城
参考酒店：Crowne(或 Ramada) Plaza/Sheraton/Hilton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

早晨，我们将游览美国首都华盛顿 DC，華盛頓是美國的政治中心，白宮、國會、最高法院均設在這里，它
也擁有眾多博物館，是著名旅游勝地。下午我们会前往美国国家的诞生地 - 费城，這座被稱為兄弟有愛之
城是美國最老、最具歷史意義的城市之一。
行程安排：
華盛頓特區 → 國家廣場（外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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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航空航空博物館（60 分鐘，自由參觀，無導遊陪同）→ 費城 → 國家獨立
歷史公園，外观独立宫，外观自由钟（45 分鐘）→ 費城自由觀景台（自費，60 分鐘）
行程中途經：傑弗遜紀念館，華盛頓紀念碑等
 白宮 White House
白宮是歷任美國總統的辦公和居住之地，也是美國政府的代名詞。美國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對美國總統
官邸的建造曾發表過他的觀點：它決不能是一座宮殿，決不能豪華，因為在這裡工作的主人是國家僕人。
於是他提出了建造總統府的三點要求：寬敞、堅固、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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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戰紀念廣場、越戰紀念牆 Korean War Memorial,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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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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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在國家獨立歷史公園裡，你可以看到綠樹環抱的獨立廣場，高高聳立的乳白色鐘塔，還有著站立在草坪
上開國群英的銅像，這裡的整體氛圍使人感到莊嚴肅穆。
 費城獨立宮 Independence Hall
獨立宮（100 美金紙幣背面）位於費城城區，是一座兩層舊式紅磚樓房，乳白色的門窗和乳白色的尖
塔，正屋和塔樓之間鑲嵌著一座大時鐘。1776 年 7 月 4 日，在獨立宮內簽署了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
獻—《獨立宣言》：“人生而平等。”“人人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費城自由鐘 Liberty Bell
費城獨立宮外的草坪西面矗立著一座小紀念館，舉世聞名的自由鐘就安放在其中。它是費城市的象徵，
更是美國自由精神的象徵，也是美國人的驕傲。自由鐘在美國歷史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費城自由觀景台 Philadel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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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紐約市區遊
参考酒店：Sheraton Stamford/Hilton Stamford/Holiday Inn Bridgeport 或同級

紐約許多區域和地標為人們所熟知，一天內遊覽整個紐約市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然而我們專門為
您精心設計的行程：在導遊的帶領與簡介下，通過參觀多個著名的地標建築，讓您瞭解更多關於這座城市
獨特的歷史和文化！
行程安排：
紐約三一教堂（外觀） → 華爾街（25 分鐘）→ 華爾街銅牛（拍照留念）→ 世貿大廈（自費，70 分鐘）
→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自費，9 0 分鐘）→ 無畏號航空母艦 （自費，60 分鐘）→ 時代廣場（20 分鐘）→
杜莎夫人蠟像館（自費，50 分鐘）→ 大都會博物館（自費，100 分鐘）
行程中途經：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等
 華爾街（Wall Street）
紐約華爾街是紐約市曼哈頓區南部一條大街的名字，長不超過一英里，寬僅 11 米。它是美國一些主要
金融機構的所在地。兩旁是陳舊的摩天大樓，這條街上集中了紐約證券交易所、聯邦儲備銀行等金融機
構。開國元勳華盛頓是在華爾街上紐約股票交易所對面的聯邦大廳宣誓就職的。
 華爾街銅牛（Charging Bull）
華爾街銅牛是美國華爾街的標誌，是一座長 5 米，重 6.3 噸的銅牛塑像。華爾街銅牛是“力量和勇氣”
的象徵，喻義著只要銅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
 世貿中心觀景台（One World Observatory）
新世貿大廈中心一號樓，又名“自由塔”，坐落於 911 襲擊事件中倒塌的原世界貿易中心的舊址。
1776 英尺的高度讓新世貿成為美國最高、世界第三高的建築物。此高度是為紀念 1776 年簽署的《美
國獨立宣言》而定的。賓客抵達時，大型視訊板會依序播放各種語言的歡迎致詞，賓客的家鄉也會被特
別標記在動態產生的世界地圖上。體驗名為「心聲」的活動，聆聽建造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工作人員
敘述各自背後的故事。接著「地基」活動將讓賓客近距離觀察建築物所屹立的岩床。從全球歡迎中心，
到讓人有身臨其境虛擬延時體驗的賓客電梯，再到震撼人心的視頻展示，最後 360 度全方位觀景的發
現層。每一個細節都是參觀此處的加分項。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Liberty Cruise）
自由女神高舉火炬，將光明帶給七大洲、四大洋，象徵著美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崇高理想和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與追求。乘坐自由女神觀光遊船，與自由女神合影，同時欣賞哈德遜河兩岸的風光與曼哈頓下城區
天際線。
 時代廣場（Times Square）
時代廣場是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一塊繁華街區，被稱為“世界的十字路口”。廣場附近聚集了各類商場
和劇院，是繁盛的娛樂及購物中心。大量耀眼的霓虹燈、以及電視式的電子廣告螢幕，已經成為象徵紐
約的標誌。走近時報廣場，體會這裡你的喧囂與繁華。
 無畏號航空母艦（USS Intrepid）

無畏號海、空暨太空博物館展出包括無畏號航空母艦、USS Growler 號潛水艇以及各種軍用戰鬥機、
武裝直升機、海岸保衛救援直升機、高射炮和魚雷。巨大的航母停靠在岸邊，成為哈德遜河邊的一道亮
麗風景。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New York）
杜莎夫人蠟像館是全球頂級的蠟像館之一，由英國蠟制雕塑家杜莎夫人創立。紐約展館所展出的各界人
物的塑像生動逼真，展廳佈置也非常具有美國風格。博物館各蠟像不設玻璃罩，沒有圍欄，可以近距離
和喜愛的“人”親密接觸及合影。杜莎夫人蠟像館中展出的蠟像的頭髮都是由真人頭髮精心打造佈置的，
而一部分他們所穿著的衣服是由明星本人使用過，後來捐贈給博物館的，很多衣服都是價格昂貴，只能
乾洗。
 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坐落於環境優美的中央公園旁，與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並稱世界三大博物館。這
裡凝聚了世界五千年的絢爛文明，匯集了人類最精華的藝術瑰寶。龐大的面積為展覽提供足夠大的想像
空間，造就了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個特色——重現。它不僅僅是將展品一件件擺在櫥窗裡讓人遠觀，而
是將它們集中在一起，重塑成原貌的神廟、廳堂、臥室，參觀者身在其中，身臨其境，這種臨場感猶如
時空倒轉，令人印象深刻。館內珍藏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珍品逾二百萬件。
 紐約聖三一教堂（NYC Trinity Church）
紐約三一教堂是聖公會紐約教區的一座古老的堂區教堂，矗立于高樓林立的華爾街，曾在十九世紀作為
歡迎船隻進入紐約港的燈塔。這座哥特式風格的教堂在摩天大樓的環繞下顯得格外醒目，教堂裡的一小
片墓園靜謐安詳。

第五天

耶魯大學—波士頓

早上，深度遊覽耶魯大學。下午到達麻省劍橋市和波士頓，開啟一段文化之旅。参观世界知名学府。乘坐
觀港船，從水上瀏覽不一樣的波士頓港。並在昆西市場感受波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購買紀念品與品嘗地
道美食，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湯是當地有名的佳餚。
行程安排：
耶魯大學校園游（自費，60 分鐘）→ 波士頓龍蝦餐（自費，60 分鐘）→ 劍橋市 → 哈佛大學（60 分鐘）
→ 麻省理工學院（15 分鐘）→ 波士頓市區觀光 → 波士頓觀港船（自費，60 分鐘）→ 昆西市場（40 分
鐘）
行程中途經：波士頓三一教堂，漢考克摩天大樓，波士頓公園，天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士頓圖書
館，遠眺金色圓頂的州議會大樓
備註：
如因耶魯大學考試期間，只能安排導遊帶領參觀耶魯校園公開區域。

 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耶魯大學始創於 1701 年，美國著名的私立大學之一，也是全美最具觀賞性校園之一，耶魯大學是憑藉
其優秀的學子創造了一個個政壇奇跡，因此耶魯大學素有“總統搖籃”之稱，如福特和克林頓都畢業於
此。我們可以在這所古老大學校園裡悠然漫步，充滿懷舊情懷的哥德式教學樓，學生的宿舍和日常生活
區，舉世聞名的耶魯圖書館。
 哈佛大學校園遊 Harvard Campus Tour
坐落在波士頓劍橋鎮的哈佛大學是美國歷史上最悠久的高等學府，也是一所在世界上最富有影響力的學
校之一。建校至今，哈佛大學已培養出八位美國總統和數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全球諾貝爾獎得主最
多的學校。此外，中國近代的作家和學者林語堂、梁思成也畢業於此。
 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麻省理工學院位於劍橋市的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是
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驅領導大學。領略全美頂尖理工院校的魅力。
 波士頓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從水上遊覽波士頓，見證這裡的歷史，人物，遺址，故事以及其他的許許多多 - 波士頓擁有著這一切。
波士顿港是西半球最古老的不断活跃的海港。在欧洲人到达四千年之前，土著人民将马萨诸塞州湾作为
繁忙的交易区域。欧洲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成后，海港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波士頓港郵船向乘客展現
了這樣一個迷人的城市。徜徉于平靜的港灣, 極目遠眺，城市的建築物在天空的映襯下挺拔壯闊。
 昆西市場 Quincy Market
昆西市場是波士頓著名的旅遊景點和購物景點。1822 年波士頓的商業活動超出了法納爾大廳所能負荷
的極限，向外擴張進而形成了如今昆西市場。昆西市場的特色在於其獨特的羅馬式建築風格，大型圓柱
和標誌性的三角式的屋頂、前後門的經典羅馬雕刻大門以及花崗岩建材與現代美式風格的矩形玻璃，成
功地將古典美與現代美合二為一。市場旁邊兩座建築分別叫南市和北市，薈萃了各種小商店，在這裡絕
對可以淘到各種波士頓小紀念品。
 波士頓聖三一大教堂 Trinity Church Boston
教堂毗鄰由貝津銘設計的約翰漢考克大樓，高達 26 公尺的尖塔是最顯著的特徵，玫瑰色砂岩的外觀與
銅雕大門讓它風風光光。三一教堂於 1885 年被選為美國十大建築，一百年後再次評為全美十大建築。

参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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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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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每人每天$10），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成人

老人 Senior

兒童 Children

Adult

(65+)

(3-12)

盧雷溶洞 Luray Caverns

$28.00

$25.00 (62+)

$15.00 (6-12)

南方盛宴 Dolly Parton’s Stampede

$69.06

$69.06

$41.46 (3-11)

費城觀光塔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15.00

$15.00

$10.00 (3-11)

世貿中心 One World Observatory

$37.00

$35.00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5-12)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25.00

$25.00

$23.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FREE (Under 12)

耶魯大學深度遊 Yale University Tour

$11.00

$11.00

$7.00

波士頓龍蝦餐 Lobster Meal

$32.00

$32.00

$32.00

波士頓觀港遊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 (3-11)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Price

費城&紐約 Philadelphia& New York

$30.50(6-12)
Free (5& Under)

康州&波士頓 Connecticut& Boston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