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霧山三天兩夜
團號
出發日期

SM3
週六 （4/6/2019 - 11/30/2019）

售價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223/人

$0

$183

$335

行程特色
1. 世界最壯觀天然溶洞之一，形成於 40 億年前的--盧雷洞。
2. 天際線美景--謝南多厄山脈天際線國家公園。
3. 石橋仙境，夢幻神跡，美國總統的度假勝地。
4. 鍍金時代文藝復興恢弘建築，北美最大的私人莊園--比特摩爾莊園。
5. 美國訪問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大霧山國家公園，及藍領山脈。
暢遊： 弗吉尼亞， 北卡羅萊納，和田納西州

參團信息：
出發地點

地址

出發時間

馬里蘭州洛城

460 Hungerford Drive Rockville, MD 20850

7:00AM

610 F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華盛頓

7:45AM

(莎士比亞劇院門口)
780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22043

維州

(威斯汀酒店)

8:30AM

離團信息：
下車地點

下車備註

華盛頓特區：莎士比亞劇院門口

610 F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馬里蘭州洛城

460 Hungerford Drive Rockville, MD 20850

維吉尼亞州：威斯汀酒店

780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22043

（下車地點先後次序是根據導遊安排及交通狀況而定）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出發地—盧雷洞—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
参考酒店：Comfort inn/Days inn/Holiday inn Johnson City TN 或同級

驅車南下到達維珍尼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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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將驅車進入維州著名的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公園是藍嶺山脈的一部分，南北走
向，狹窄修長，只有一條取名為“天際線”的公路（skyline Drive）貫穿公園南北。如果你有幸趕上雲層
下降時，開車行駛在天際線盤山公路上，會有騰雲駕霧之感。路上將停靠觀景台俯瞰山谷美麗自然風光，
遠眺跌宕起伏的山巒，自是心潮澎湃，欣賞沿途美景。是維州必到的旅遊景點。
行程安排：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自費，120 分鐘）→ 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此為必須參加的自費項目，120 分
鐘）
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備註：
1. 因為“天際線”的公路貫穿謝南多厄國家公園，本行程將開車由南面 Thornton Gap 公園入口進
入，行駛至北面 Front Royal 出口離開，為單向行駛，時長 2 小時左右，行程結束後無法折返行程
開始地點，因此該行程需要車上每位乘客都參加才可成行。由此帶來的不便，敬請諒解。
2. 由於車輛進入謝南多厄國家公園需要收費，該景點我公司收費標準為：成人$15/人，老人（65 歲
以上）$15／人，小童（12 歲以下）$10／人
3. 本行程包括山路行駛車覽優美風景以及我們精心挑選風景最好的三個路邊觀景點下車拍照和訪客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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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際線國家公園 Skyline Drive National Park

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是藍嶺山脈的一部分，南北走向，狹窄修長，只有一條取名為“天際線”的公路貫
穿公園南北。由於公路建在山脊上，蜿蜒曲折。如果你有幸趕上雲層下降時，開車行駛在天際線盤山公路
上，會有騰雲駕霧之感。路上將停靠觀景台俯瞰雪蘭多山谷美麗自然風光，遠眺跌宕起伏的山巒，自是心
潮澎湃，是維州必到的旅遊景點。

第二天

比特摩爾莊園—大霧山國家公園、藍領山脈
参考酒店：Comfort inn/La Quinta inn Pigeon Forge TN 或同級

一早我們來到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比特摩爾莊園 （180 分鐘），這是由喬治·範德比爾特二世興建的一座法
國文藝復興式的建築。而且此建築是美國最大的個人住宅，被視為美國鍍金時代（1870 年代至 1900 年）
的象徵之一。之後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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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摩爾莊園 （自費，1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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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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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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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自然石橋—（家園）華盛頓

上午我們驅車一路向北到達石橋仙境 (60 分鐘), 早在 18 世紀就被傑弗遜總統譽為美國的門戶旅遊景點，更
是成為總統的度假勝地之一。站在橋下，清爽宜人，雲霧中如夢如幻猶如仙境一般，成為維州必看的旅遊
景點。之後回到華盛頓。
行程安排：
維州 → 自然石橋（自費，60 分鐘）→ 華盛頓地區

自然石橋 Natural Bridge
在很久以前，由於一個洞穴坍塌、留下了現在看到的拱形構造所形成的自然橋，據城中傳說，岩面上還刻
有喬治.華盛頓的名字縮寫 GW。到了 1774 年，在獨立戰爭爆發前，據說托馬斯.傑弗森從英國國王喬治三
世手中買下了一片 157 英畝的土地中恰好包括了這座天然的紀念物，只花了 20 先令。這座橋也被托馬斯.
傑弗森稱為“大自然最令人敬畏的作品”，幾百年來吸引了無數遊客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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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項目 ADMISSION FEE

成人/ADULT

老人/SENIOR(65+)

兒童/Children(3-12)

$15.00

$15.00

$10.00

天際線國家公園 Skyline Drive
National Park（此為必須參加的自費
景點）

盧雷溶洞 Luray Caverns

$28.00

$25.00 (62+)

$15.00 (6-12)

自然石橋 Natural Bridge

$8.00

$8.00

$6 (6-12)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69.55

$69.55

$34.77 (10-16)

南方盛宴 Dolly Parton’s Stampede

$69.06

$69.06

$41.46（4-11）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