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華盛頓 4 天精品遊
出發日期：逢週五（全年出發）
團號: DA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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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房

$360/人

$0

$266

$540

$425

行程特色:
1. DCA& IAD 華盛頓兩大機場免費接送機
2. 美國政治權利中心：外觀白宮，內進國會山莊及國會圖書館。
3. 到訪林肯紀念堂、越戰與韓戰紀念碑，參觀航空航天博物館。
4. 獨家乘坐波多馬克河首都遊船，飽覽華盛頓全景。
5. 探訪美國憲法誕生地--費城；世外桃源阿米什村落，體驗原生態田園生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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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遊: 三大名城：華盛頓特區，費城，紐約
接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
(接機)

接機信息

送機信息

結束日期：
(送機)

9:00AM-10:00PM
週五

華盛頓 DCA& IAD 機場團體免費

19:00 以後航班 DCA& IAD 送機

週一

接機
1. 團體免費杜勒斯 DCA& IAD 接機：9:00AM-10:00PM，可能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2. 客人如到達 BWI 需自費接機，或自行前往酒店 check in；
3.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IAD/DCA 機場第 1，2 人共收美金$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BWI 機場第 1，2 人共收美金$20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行程介绍
家園 - 華盛頓特區

第一天

参考酒店：Hilton 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Holiday Inn Dulles Airport VA/Wyndham

Garden Manassas/ Holiday Inn Dulles Airport 或同級

原居地飛往華盛頓 DCA 或 IAD 機場，導遊在機場行李轉盤的提取處（Baggage Claim 歡迎中心櫃臺）等
候，團體免費接機時間 9:00-22:00，與導遊會合後，待接齊其他團友後，帶您回到酒店休息。如您到達
BWI 機場，需要自行前往酒店或聯繫我們付費接機服務。客人們可以自行選擇自費參加華盛頓夜遊$25，
夜遊 4 人以上成行。
*華盛頓夜遊介紹 (150 分鐘) ：
華燈初上的夜晚，少了一份都市的喧囂，多了一份文化之都的寧靜。我們的導遊將會帶著您，來到空軍紀
念碑前，從佛吉尼亞的小山上俯瞰山腳的國防部五角大樓及遠眺美國首都的全貌。然後到達國會山莊前的
倒映湖，仰望國會在夜色中的雄偉與莊嚴。隨後到達泰鬥湖前瞻仰紀念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偉大理念的
傑佛遜紀念堂。之後前往二戰紀念碑噴泉，觀賞夜晚的景色同時可以眺望夜色中的林肯紀念堂，華盛頓紀
念碑。

第二天

華盛頓 - 阿米什村 - 費城 - 紐約夜遊*
参考酒店：Crowne(或 Ramada) Plaza/Sheraton/Hilton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級

早上驅車前往蘭卡斯特，參觀阿米什人村莊，阿米什是德裔瑞士移民後裔組成的傳統、嚴密的宗教組織，
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堪稱現代版世外桃源。之後，我們會前往美國國家的誕生地 - 費城。之後前往紐約
酒店。客人還可以選擇自費參加紐約夜遊（4 人以上成團）
，飽覽五光十色的紐約夜景。
行程安排：
華盛頓地區 → 蘭卡斯特→ 阿米什村莊特色遊（自費，90 分鐘）→ 費城 →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45 分鐘）
→ 獨立宮（外觀）→ 自由鐘 → 紐約夜遊（自費，150 分鐘，夜遊 4 人以上成行）
備註：
夜遊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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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什村莊 The Amish Village
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信徒（又稱亞米胥派），他們原來生活在歐洲地區，18 世紀初為躲避
嚴厲的宗教迫害而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東岸中部地區。300 年來，他們靠著信仰堅持 18 世紀的生活方式，不
用電不開車，但現在使用太陽能等能源。如今的阿米什人依舊過著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簡樸的農舍，點
點散佈在廣闊田野上，在這二十一世紀超科技的時代，卻依然過 著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的生活，沒有電燈、
電話、電視，卻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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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夜遊
首先來到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中心是洛克菲勒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拥有的建筑群，也是标志着装
饰艺术风格建筑的地标物，其意义的重大，早就超过建筑本身了。
之後前往時代廣場，時代廣場的夜晚依舊車水馬龍，廣場兩側的霓虹燈與大樓的燈交織著，置身其中才能
真正的領略到不夜城的無限魅力。
最後前往新澤西觀景點，新澤西觀景點為我們解決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小小遺憾，
這裡是一個絕佳的欣賞曼哈頓天際線觀賞點，領略北美第一大都市夜晚的繽紛多彩。
紐約市區遊

第三天

参考酒店：Hilton 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Holiday Inn Dulles Airport VA/Wyndham

Garden Manassas/ Holiday Inn Dulles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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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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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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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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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華盛頓 - 家園

遊覽美國首都華盛頓 DC，華盛頓特區是美國的政治中心，白宮、國會、最高法院均設在這裡。除此之外還
有著名的如華盛頓紀念碑、傑弗遜紀念堂、林肯紀念堂、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越南戰爭老兵紀念碑等。
它也擁有眾多博物館，是著名旅遊勝地。
行程安排：
國會大廈 & 美國國會圖書館（入內，120 分鐘）→ 林肯紀念堂、韓戰紀念廣場、越戰紀念牆（40 分鐘）
→ 白宮（外觀，20 分鐘）→ 首都觀光遊船（自費，60 分鐘）→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自由參觀，
60 分鐘）
行程中途經：傑弗遜總統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
備註：
1. 如遇國會大廈關閉將改為外觀。華盛頓國會大廈入內參觀開放日期：全年星期一到星期六開放，星期日
關閉。其他關閉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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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不想参观航天航空博物馆，您可按照自己的興趣步行到附近的史密斯國家博物館群自由免費參觀，
包括自然歷史博物館，印第安人博物館，雕像館，美國歷史博物館，非洲博物館，植物館等。

 美國國會大廈（U.S. Capitol）
美國國會大廈（50 元紙幣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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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元紙幣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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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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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迺迪曾用過的塞克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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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將在 DCA 或 IAD 機場結束愉快的紐約華盛頓 4 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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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Optional Tour

大人

老人

兒童

Adult

Senior (65+)

Children (3-12)

$20.00

$20.00

$13.00

$35.00

$35.00

$25.00

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阿米什村落 Amish Village
紐約/New York
紐約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30.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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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夜遊 D.C.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首都遊船 DC Cruise

$26.00

$23.00

$18.00

Free (5& Under)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