濰州溶洞+亞特蘭大+奧蘭多+聖奧古斯丁 8 日遊
參團信息：
團號
出發日期
售價

AF8
週六（2/16；4/20； 6/29 ； 8/17 ）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605

$405

$405

$955

行程特色
1. 維吉尼亞州 40 億年進化而成的鐘乳石群，美國國家自然地標之一的蘿莉洞
2. 深度遊覽亞特蘭大，了解著名作家瑪格麗特的傳奇一生，探索可口可樂世界的奧秘，走進 CNN 幕
後。
3. 暢遊樂園之都奧蘭多。

上車地點和時間：請提前 15 分鐘抵達上車地點以便與工作人員登記。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地址

6:45 AM

Flushing，NY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敦城海鮮酒家門前)

7:00 AM

Brooklyn，NY

8:00 AM

Manhattan, NY

87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頓-唐人街)

9:00 AM

East Brunswick, NJ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Voi Salon & Spa門前)

10:30 AM

Philadelphia, PA

21 S 5th St, Philadelphia, PA 19106 (獨立宮廣場 10:30)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門前)
（只接不送）

行程介紹
第一天

紐約 - 維州溶洞
參考酒店：Quality Inn Roanoke Airport 或 同級

早上從紐約出發，前往弗吉尼亞州的溶洞參觀。蘿莉洞是有名的美國國家自然地標之一，是一個仍在持
續成長發育的鐘乳石群，我們今日所看到一切，是超過四十億年歲月點滴孕育而生的。

行程安排：
紐約出發 →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自費，90 分鐘）
備註：
1.

如遇蘿莉洞關閉，將改為仙人洞（自費，90 分鐘）。

蘿莉溶洞（盧雷洞） Luray Caverns
蘿莉洞形成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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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阿什維爾（比特摩爾莊園）
參考酒店：Wyndham Garden Duluth 或同級

清晨從酒店出發，驅車前往阿什維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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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比特摩爾莊園更是其中翹楚。
行程安排：
酒店 → 阿什維爾 → 比特摩尔莊園（自費，240 分钟。含品嘗美味紅酒，品酒需 21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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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亞特蘭大市區遊
參考酒店：Red Roof Inn & Suites Maco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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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亞州政府大樓 The Georgia State Capitol
喬治亞州議會大廈位於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為州長辦公室和州議會所在地，是一座建於 1889 年的歷
史建築。1971 年列入國家史蹟名錄，1973 年列為國家歷史地標。四樓設有畫廊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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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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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奧蘭多鱷魚王國 - ICON 奧蘭多 360
參考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 或同級

清晨從酒店出發，下午抵達奧蘭多。首先我們會參觀鱷魚王國，隨後前往奧蘭多 ICON Orlando 360，
這裡這裏有一些很棒的餐廳和商店。 還有奧蘭多之眼，杜莎夫人蠟像館和海洋水族館。 美食與娛樂相結
合。
行程安排：
酒店 → 奧蘭多鱷魚王國（自費，120 分鐘）→ ICON 奧蘭多 360 （120 分鐘，可自費選擇奧蘭多之
眼，杜莎夫人蠟像館和海洋水族館項目）
鱷魚王國 Gatorland
接著探訪令人心驚膽跳的鱷魚島，這裏生活著上千頭各種美洲鱷魚，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美洲鱷魚之
都”，奧蘭多鱷魚樂園同時也是鱷魚保護區，在這裡你可以超級近距離的接觸鱷魚和其他爬行類動物，在
距離不到 1 米的地方與鱷魚合影或是抱著蟒蛇拍照，精彩驚險的鱷魚表演定會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奧蘭多之眼摩天輪 Orlando eye wheel
登上奧蘭多全新景點奧蘭多之眼，鳥瞰奧蘭多市中心、主題公園，如果天氣晴朗甚至還能看到卡納維拉爾
角火箭發射基地。內設座位、特殊照明和聲效以及互動裝置，仰望天高雲低，以獨特的視角眺望奧蘭多市
中心的天際線，欣賞湖泊和鬱鬱蔥蔥的树林。享受佛州安寧靜謐的景觀。
奧蘭多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Orlando
奧蘭多杜莎夫人蠟像館臨近奧蘭多水族館和樂高樂園。奧蘭多杜莎夫人蠟像館展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逼真
蠟像，它向具有影響力的名人和歷史人物致敬，其中包括：喜劇演員吉米·法倫，演員吉姆·帕森斯，流行公
主泰勒·斯威夫特和賽琳娜·戈麥斯，國際偶像瑞奇·馬丁等等！
海洋生物水族館 Sea Life Orland Aquariun
奧蘭多海洋生物水族館提供了一個新的水下探險世界。在這裡，可以近距離接觸五顏六色的魚，鯊魚，水
母，海馬，海龜等海洋生物。穿過繞線隧道，從地板到天花板都可以觀賞，泡沫水族館和冷水岩池提供獨
特體驗。水族館引入了 5000 多海洋動物，包括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棲息地生物。

第五天

二選一樂園遊玩：迪士尼魔術王國/未來世界
參考酒店：Comfort Inn Maingate Hotel 或同級

行程安排：
酒店 → 迪士尼魔術王國（自費）或 未來世界（自費）→ 酒店

迪士尼魔法王國 Magic Kingdom
對於全世界心懷夢想的人來說，魔術王國是一生之中至少要來一次的聖地，代表了迪士尼文化的核心：兒
童的夢想之城，年輕人的朝聖之城，老年人的圓夢之城。遊樂設施最為豐富，如﹕加勒比海盜寶藏之旅，
小矮人礦車歷險，太空山，米老鼠交響樂盛宴，鄉村熊俱樂部，史迪仔大逃亡，西部礦山探險，飛濺山激
流之旅等等。園區內還有機會和心目中的偶像合影留念，索要簽名，如米奇老鼠，小熊維尼等。一天之
內，多個時段，都有迪士尼經典卡通人物花車大遊行，城堡前的歌舞表演。當然，無論如何也不能錯過晚
上在灰姑娘城堡前舉行的的煙火盛宴，令您永生難忘。
或者

迪士尼未來世界 Epcot Center
未來世界 EPCOT 是科技與人文的完美結合。園區由兩大部分組成，前半為未來世界，遊客可以模擬太空發
射,模擬撞車實驗，搭乘虛擬滑翔機，配合全息投影技術，飛越地平線等等。後半部份為世界之窗，集合了
11 個國家的建築，美食，人文風情的迷你萬國園，包括有墨西哥，挪威，中國，義大利，日本，摩洛哥，
法國等 11 個獨立的區域，可以參觀瑪雅金字塔，北京天壇，挪威冰雪奇緣之旅，日本民俗村等等，每晚的
Illumination 水上煙火表演，更是不容錯過。

第六天

二選一樂園遊玩：環球影城/冒險島
參考酒店：Quality Inn/Days Inn 或同級

行程安排：
酒店 → 環球影城（自費）或 冒險島（自費）→ 酒店
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環球影城的主題就是：提供無法想像的體驗，讓您身臨其境，融入經典電影之中： 變成小黃人和孩子們一
起戲弄神偷奶爸，和辛普森全家乘坐 4D 模擬飛車暢遊嘉年華，與怪物史萊克在"遠得要命王國"一起營救
費歐娜公主，同變形金剛一起捍衛地球。更有和速度與激情的黑幫家族，一起感受極品飛車的疾速冒險。
別忘了大型真人 3D 互動表演終結者，看史瓦辛格州長重新披掛上陣。耗資高達數十億美元興建的哈利波
特主題園—對角巷，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哈利波特世界。完全複製了電影中的魔法街道，在一間間魔法商店
裡購買完道具之後，你就從麻瓜變成一個真正的巫師啦！在古靈閣銀行金庫裡，與伏地魔大戰，感受前所
未有的 3D 互動！如果您夠膽量，還可以挑戰奧蘭多較高的過山車—洛磯山飛車！

或者

冒險島 Islands of Adventure
冒險島是與環球影城一街之隔的是全新主題公園，園內各項遊藝設施，更加傾向於“冒險”二字。從冒險
港開始園區分 5 大主題，分別為漫威英雄島，以各種電影主題人物如蜘蛛俠、綠巨人為主題的立體電影及
超高速過山車，喜歡驚險刺激的您絕不能錯過！卡通湖中有如大力水手、布魯圖等經典人物。侏羅紀公園
乘坐小船參觀已絕種的恐龍生態，從 85 尺高的滑梯高速沖下水中，刺激萬分。近年來開放的園中之園哈利
波魔法城堡-霍格莫德村，在店鋪買上一根魔仗，你就可以擁有魔法，操縱城堡內各種機關。最火爆的項

目，就是和哈利波特一起騎上魔法掃把，參加魁迪球世界盃，或在魔法三人對抗賽中馴服巨龍。最新開放
的金剛骷髏島，是由 2017 年同名電影製作團隊原班人馬打造，360 度全方位 3D 投影技術配合真正的越野
車，完全模擬電影中的經典場景。

第七天

聖奥古斯丁
參考酒店：Quality Inn/Days Inn 或同級

聖奧古斯汀有 440 多年的歷史，比美國的歷史還長！雖然擱到亞洲或者歐洲還稍顯遜色，但在北美大
陸，這可是響當當的第一古城。白牆紅屋頂是聖奧古斯丁的標志，看著這樣的建築讓人忍不住感到平靜
和祥和。圓頂教堂，尖頂教堂，馬克噴泉，荒廢的城堡，石板路，只要隨意在這個小鎮上逛遊都能碰
到。可觀看到著名的獅子橋。
行程安排：
酒店 → 聖奧古斯丁 → 酒店

第八天

弗農山莊 -紐約

行程安排：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故居：費農山莊 → 踏上回家的旅程，並於當晚抵達紐約
費農山莊 Mount Vernon Plantation
華盛頓先生居住了 45 年的地方。在這裡，埋葬著美國第一任總統，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偉人：喬治華盛頓。
獨立戰爭過後，作為美國大陸軍總司令的他交出軍權，解甲歸田回到弗農故居。之後全美國一致推選華盛
頓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任總統。8 年後，他再次辭去總統一職回到故居，開創了美國總統不得連任超過兩任
的先例。1799 年，他長眠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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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兒童

（65 歲+）

（3-12 歲）

$20.00

$19.00(62+)

$12.00(6-11)

$123.00-淡季

$123.00-淡季

$118.00-淡季

$133.00-平日

$133.00-平日

$128.00-平日

$143.00-旺季

$143.00-旺季

$138.00-旺季

$126-$170

$126-$170

$120-$164

$30.00

$30.00

$25.00

$30.00

$30.00

$25.00

$42.00

$42.00

$37.00

鱷魚王國 Gatorland

$32.00

$32.00

$22.00

可口可樂世界 World of Coca Cola

$18.51

$16.34

$14.16

CNN 總部 CNN Headquarters

$16.34

$15.25

$13.00

$10.00

$5.50 (4-12)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69.55

$69.55

$34.77 (10-16)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 Luray Caverns

$28.00

$25.00(62+)

$15（6-12）

景點
費農山莊 Mount Vernon
環球單日（單日單園）
Universal 1-Day 1-Park
迪士尼 1 天
Disney World 1 day
I-360 奥兰多之眼摩天輪
Orlando eye wheel

成人

水族館 / 蠟像館（任選其一）
Sea Life Aquarium / Madame
Tussauds （Choose 1）
水族館 / 蠟像館（任選其二）
Sea Life Aquarium / Madame
Tussauds （Choo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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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13-18)
$13.07(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