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DC（賞櫻花）+蘿莉洞 2 日遊
參團信息：
團號
出發日期
售價

DS2C
三，六（3 月 16 日—4 月 20 日，2019 期間）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92

免費

$68

$142

行程特色
1. 美國文化歷史之旅，造訪美國曾經與現任首都
2. 前往國家地理雜誌明星景點–萝莉洞
3. 獨家波多馬克河首都遊船，飽覽華盛頓全景，更可欣賞兩岸櫻花，美不勝收
4. 參觀世界級名校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學生親自帶領深度遊覽
5. 總統蠟像博物館:穿越時空與美國歷屆“總統”和“白宮橢圓辦公室”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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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 AM

Jersey City, NJ

125 Eighteen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Acme market 門前)

9:00 AM

East Brunswick,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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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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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介紹
第一天

紐約 - 費城 - 華盛頓特區
參考酒店：Quality Inn Tysons Corner 或 同級

我們會前往美國國家的誕生地 - 費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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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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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傑斐遜紀念堂和潮汐湖畔，櫻花盛開，繁花似錦，燦若雲
霞，配上湖中紀念館的倒影，景色十分秀麗。隨後我們將遊覽更多華盛頓 DC 著名景點，最不能錯過的
就是搭乘賞櫻遊船，沿著波多馬克河觀賞兩岸盛開的櫻花和風景。
行程安排：
費城 →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外觀獨立宮，外觀自由鐘（35 分鐘） → 華盛頓特區 → 美國國會大廈（外
觀，20 分鐘）→ 白宮（外觀，20 分鐘） → 航空航太博物館（50 分鐘）→ 林肯紀念堂、韓戰紀念廣
場、越戰紀念牆（40 分鐘）→ 傑佛遜紀念堂（20 分鐘） → 首都賞櫻遊船（自費，60 分鐘）
行程中途經：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
備註：
1. 2019 的華盛頓櫻花節，政府官方機構定於 3 月 20 日 - 4 月 13 日。但基於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櫻花
盛開的景觀會因應天氣情況而有所差異。
2. 由於櫻花節是華盛頓的旅遊高峰期，此段期間的賞櫻遊船是不接受提前預訂，需視乎當天的船期和遊
客數量而定。假如船公司未能提供服務，此行程將以著名的總統蠟像館取替（自費，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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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
獨立宮位於費城城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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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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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宮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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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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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弗遜紀念堂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傑弗遜紀念堂位於華盛頓潮汐湖邊的傑弗遜紀念堂，是為了紀念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而建
的，並按照傑弗遜最喜愛的古羅馬神殿式圓頂建築風格設計，與華盛頓紀念碑隔湖相望。每年 4 月，
湖畔的櫻花盛開，環繞通體潔白的紀念堂，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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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維州溶洞 - 普林斯頓 -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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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將前往普林斯頓，我們將在普
林斯頓大學導遊的帶領下進行校園參觀，感受世界頂級學府之一的學術風情，體驗美國的教育文化。
行程安排：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自費，90 分鐘）→ 普林斯頓大學校園遊（自費，60 分鐘）→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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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頓大學是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一所著名的綜合性私立大學。風景優美，被譽為美東最美校園
之一。校內有很多歌特復興風格的建築，大多數都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修建的。拿索樓是校內的主
管理樓，建於 1756 年，曾在 1783 年間短暫地被作為國會大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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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65 歲+）

（3-12 歲）

$10.00

$8.00

普林斯頓大學校園遊
Princeton University
Campus Tour

$10.00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 Luray
Caverns

$28.00

$25.00(62+)

$15（6-12）

$23.00

$23.00

$17.00

$26.00

$23.00

$18.00

華盛頓杜莎總統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 Gallery
首都觀光遊船 DC Sightseeing
Cru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