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盛頓出發瀑布大霧山十天游 （華盛頓出發） 

團號：ADNF10 

出發日期：逢週日（5/21/2017-10/2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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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人       $0      $595       $1310     $1010 

 

行程特色： 

1. DCA& IAD 華盛頓兩大機場免費接機 

2. 一晚入住尼亞加拉瀑布景區酒店，一整天瀑布遊覽時間 

3. 乘坐瀑布快艇 

4. 兩天參觀首都華盛頓，內入國會及圖書館，阿靈頓公墓，首任總統故居 

5. 美東最大森林公園-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石橋仙境，总统的度假胜地 

6. 北美最大的私人莊園-比特摩爾莊園 

7. 美國訪問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大霧山國家公園 

8. 住宿鴿子谷景區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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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9:00AM-10:00PM 華盛 DCA& 

IAD 機場團體免費接機 

16:00 以後航班 DCA       或             

19:00 以後航班 DCA& IAD 送機 
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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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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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家園-華盛頓  

原居地飛往華盛頓 DCA 或 IAD 機場，導遊在機場行李提取處（歡迎中心櫃臺）等候

（Waiting-are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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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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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到達泰斗湖前瞻仰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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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Holiday Inn Washington-Dulles Intl Airport,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 Comfort inn College park, 

Metro point 或同级 

 

第二天：华盛顿特区—沃特金斯峽谷 

接齊所有客人后，一路向北前往紐約五指湖區的紐約州立公園－沃特金斯峽谷。沿著 Gorge小

徑迤邐向下，會欣賞到 20多條各具特色的瀑布，例如彩虹瀑布，鐵鍊瀑布，無盡瀑布等等。

同時也會經過高懸的石橋以及盤旋的隧道。在這裡您將會拍出絕佳的照片。 （注意：由於巴

士進入州立公園需要停車費與許可證，因此需額外收取$10/人費用）(**如遇暴风雨天气，出

于安全考虑，本公司有权更改行程，将以康宁玻璃博物馆代替。) 沿途欣賞手指湖的優美景色。 
酒店： Comfort inn/Days inn/Holiday inn  Batavia 或同級 

 

第三天：尼加拉瀑布一日遊 

離開酒店，沿著伊利運河的方向，橫跨紐約上州，感受到美國的遼闊。 下午到達尼亞加拉

大瀑布，遊覽瀑布國家公園，眺望「美國瀑布」，「馬蹄瀑布」及「新娘面紗瀑布」。水

勢一瀉千裏，雷霆萬鈞，親身體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搭乘著名的"霧中少

女"號遊船（冬季關閉）穿梭於波濤起伏的瀑布間，水花迎面撲來，刺激緊張，更添加一

份震撼力。回到訪客中心觀看 IMAX 電影，投資 1 千五百萬的電影向您描述了尼亞加拉瀑

布多姿多彩的傳奇故事。 

下午我們可以選擇: A.继续遊覽尼亞加拉市，并在瀑布公园自由活动。B.自費深度遊（$25/

人）,参观澎湃的漩渦公園，尼亞加拉军事要塞古堡（費用已含$13 古堡门票）以及美麗的

安大略湖。    

(深度遊簡介）尼亞加拉瀑布深度遊－這個既壯觀又有歷史價值的升級行程包括了兩個景點：

澎湃的漩渦公園和美國的歷史地標－戰爭古堡。尼亞加拉漩渦深 125英尺，它在 4200年前被

水侵蝕而形成的，在公園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的壯觀；戰爭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

在美國獨立以前已經存在於瀑布旁邊，因為它是在五指湖的湖口，所以它在當時的印第安和法

國的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和英美戰爭中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背後就是一望無際的

美國五大湖之一－安大略湖。 

傍晚，我們將體驗到一個真實的美國原住民舞蹈表演，又稱印第安人歌舞秀。夜幕降臨後， 

遊客可以自由活動，既可以參觀瀑布美麗的夜景，又可以到瀑布的賭場小試手氣。 

景区酒店: Quality Inn & Suites at the Falls/Days Inn at the Falls/Holiday Inn at Niagara Falls 或同級 

 

第四天：好時巧克力世界--華盛頓特區 

前往世界最甜蜜的地方，北美最大的巧克力類糖果製造商好時巧克力世界。在這裡，您能坐上

一部觀光小火車遊覽巧克力製作的全過程。小火車沿著高度自動化生產的流程前行，在解說和

音樂中了解巧克力生產的一道道工序，還可以在出口處免費品嘗一小包巧克力新產品。除此之

外，你還可以根據自己口味設計并製作心怡的巧克力產品，讓您的出行增添另一番趣味。 

酒店: Holiday Inn Washington-Dulles Intl Airport,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 Comfort inn College park, 

Metro point 或同级 

 

 

第五天 華盛頓市區游 



早上驅車前往華盛頓特區，入內參觀國會山莊以及全世界藏書量最大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

山莊仿照巴黎萬神廟修建，極力表現雄偉，強調紀念性，是古典復興風格建築的代表作。它是

民有，民治，民享政權的最高象征。林肯紀念堂位于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西側，與國會山

莊和華盛頓紀念碑成一直線。紀念堂內石壁上鐫刻著這位以解放黑奴的美國第 16任總

統阿伯拉罕.林肯的名言：the govem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

紀念堂左手邊是越戰紀念碑；右手邊則是韓戰紀念碑。越戰紀念碑 1982 由華裔建築師

林瓔設計，是一座低於地平線，倒 V字形的碑體。黑色的、像兩面鏡子一樣的花崗巖墻體，

如同一本打開的書，又仿佛大地開裂，向兩面無限延伸，在到達地面處漸漸消失。它們的走向

分別指向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碑。這兩座象征國家的紀念建築在天空的映襯下高聳而端莊，

越戰紀念碑則葡匐著伸向大地，綿延又哀傷。朝鮮戰爭紀念碑上則描繪了戰爭的緊張和壯烈。

我們將跟隨時空的步伐，穿越歷史，與那些偉大的名字一起並肩而立。然後參觀史密斯國

家博物館群，自由免費參觀知名的航天航空博物館，了解人類征服太空的偉大歷程和對未

來的展望。博物館裡記載了航天事業的發展史，從 1903 年萊特兄弟的飛行器到現在的外

太空探索，林德伯格駕駛過的聖路易斯精神號，還有真實的阿波羅 11 號的駕駛艙。這裡

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天空發展史記載，陳列著數以百計的太空飛機模型。與美國總統府-

白宮和最高權力機構-國會大廈分別合影留念。乘坐遊船沿著波多馬克河和太斗湖飽覽首

都美景。途經傑弗遜總統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 

酒店: Holiday Inn Washington-Dulles Intl Airport,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 Comfort inn College park, 

Metro point 或同级 

 

第六天 華盛頓特區 

上午驅車前往弗吉尼亞州外觀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以及 911 紀念廣場。之後前往參觀美國第一

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居住了長達 45 年之久的故居---費農山莊。華盛頓 57 歲時在此被通知當選

第一任總統，今日的費農山莊外觀和內部的起居室，大小餐廳和書房均以其遺物所佈置，一如

其生前模樣。站在開放式草坪能將波多馬克河和維吉尼亞州林地的風景盡收眼底。隨後

我們前往美國國家級軍人公墓-阿靈頓國家公墓（步行游览 ），公墓總佔地面積 624 英畝（約

3788 畝），原先是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的曾孫女安娜和她的丈夫羅伯特.李將軍的莊園，因李在

南北戰爭中反叛加入南方軍隊，被國家沒收。其中最出名的當屬位于半山腰被刺殺身亡的肯尼

迪總統與他前些年去世的夫人杰奎琳之墓，以及他們墓前常年永不熄滅的火炬。不遠處山頂有

一座仿照希臘神廟而建的建築，就是羅伯特.李將軍的住宅，被稱為“阿靈頓舍””（Arlington 

House）。稍後來到無名戰士墓（Tomb of the Unknowns）這裡是公墓內唯一由衛兵守靈的墓

區。衛兵每小時換崗一次（三月十五日至九月是每半小時一次），路過的人們無不停下腳步圍

觀致敬。下午參觀國際間諜博物館，該博物館是美國獨一無二的收集間諜相關裝備及物品的博

物館，是世界上最大的收集不同國家和地區間諜裝備的博物館。這裡有詹姆斯.邦德電影中最

大的道具成列，請您揭露他們的罪惡計劃，探索其異國情調式的謊言和武器，還有邦德的兩輛

座駕：捷豹（Jaguar）和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 

酒店: Holiday Inn Washington-Dulles Intl Airport,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 Comfort inn College park, 

Metro point 或同级 

 

第七天：盧雷洞—自然石橋 

驅車南下到達維珍尼亞州的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地區。隨後進入到盧雷洞中欣賞其獨特的地

質結構。由於石灰巖層各部分含石灰質多少不同，被侵蝕的程度不同，就逐漸被溶解分割成互

不相依、千姿百態、陡峭秀麗的山峰和奇異景觀的溶洞。溶洞色彩繽紛， 鬼斧神工，形態各

異的石筍通過敲擊可以演奏出優美的音符，更是當地人舉辦婚禮的最佳場所。下午到達石橋仙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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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6%B2%BB%C2%B7%E8%8F%AF%E7%9B%9B%E9%A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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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Comfort inn/Days inn/Holiday inn  Johnson City TN 或同級 

 

第八天：比特摩爾莊園—大霧山鴿子谷 

 一早我們來到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比特摩爾莊園 ，這是由喬治·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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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之一。驅車進入莊園，猶如走入到一個夢幻般的森林中，

參天古樹，茂密叢林，一望無垠的農田，和葡萄園，讓您一下子忘記了城市的喧囂。 站在

長廊上， 便可望到不遠處的大霧山國家公園。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走入到擁有各類奇珍

異草歐式花園當中，如果你有興趣，在行程結束之前還可以免費品嘗到莊園自釀的各類葡

萄美酒，增添旅行趣味。 趁著一絲酒意，我們前往大霧山國家公園的鴿子谷-田納西州最

為出名的家庭旅遊勝地，我們乘車進入到達大霧山國家公園，大煙山國家公園(Great 

Smoky Mountains Park) 1934 年成立，公園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西端。藍色，似煙的霧氣

幾乎天天籠罩在高峰上，這裡的生物種類繁多，最有名的動植物代表分別是黑熊和山杜鵑。

遊客乘纜車走上山頂欣賞美麗的自然風景，之後再到景區中的加特林堡小鎮遊覽。晚餐時

間游客們可以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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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令人流連忘返。晚餐后入住酒店。 

酒店：Comfort inn/La Quinta inn  Pigeon Forge TN 或同級 

 第九天：大霧山國家公園 

上午我們乘車進入到達大霧山國家公園， 一路盤山而上到達位於田納西州和北卡萊羅納

州交界處的 Newfound Gap 觀景臺，從五千多尺的高度俯瞰山中美景。享用過當地午餐之

後（自費），我們驅車回到華盛頓。 

酒店: Holiday Inn Washington-Dulles Intl Airport,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 Comfort inn College park, 

Metro point 或同级 

 

第十天：奧特萊斯購物 - 家園 

最後一天我們來到利斯堡角奧特萊斯。利斯堡角購物中心位於華盛頓地區, 擁有超過 110

家專賣店，包括特色設計和運動服飾，家居和家具，珠寶，禮品。它既是一個高檔店購物

商場。也有一些大眾專賣店，比如，Burberry，TUMI，Bose，Eddie Baue，Ann Taylor，

Banana Republic，Calvin Klein，Reebok，Osh Kosh 等等。還有一個美食廣場。這裡的商品

基本低於市價 25%-70%。您可以有充足的時間購物，為您的家人朋友準備禮物。  

行程結束，我們提供兩次免費的送機服務，客人可根據自己的航班時間來選擇不同的送機

時間： 

 14:00 送華盛頓杜勒斯機場 (IAD 請訂 16:00 以後的航班) 

 16:00 送華盛頓杜勒斯機場，里根機場(IAD; DCA 請訂 19:00 以後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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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和司机），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Price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2+) 

兒童 Children  

(3-12) 

好時巧克力世界和沃特金斯峽谷 Hershey’s Chocolate World and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自行設計巧克力 Make your own Hershey’s  

chocolate bar 
$19.95 $19.95 $19.95 

沃特金斯峽谷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10.00 $10.00 $8.00 

尼亞加拉瀑布&康寧 Niagara Falls & Corning 

康寧玻璃藝術中心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替代景點) 
$19.50 $19.50 免費(17 歲以下) 

瀑布電影 IMAX Movie $12.00 $9.00 $8.00 

**尼亞加拉大瀑布快艇 Niagara Jetboat 

Adventures 

 

$66.00 

 

$56.00(55+) 

 

$56.00 

(12&under,minimum 

of 40 inches tall) 

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18.25 $18.25 $10.65 

印第安歌舞秀 Native American Dance 

Show 
$20.95 $20.95 $13.00 (4-10) 

瀑布深度遊 In-depth Niagara Tour $25.00 $22.00 $15.00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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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農山莊  Mount Vernon $20.00  $19.00  $10.00  

國際間諜博物館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21.95 $15.95 $14.95 

濰州和大霧山景區 Virginia& Great Smoky Mountain 

盧雷溶洞 Luray Caverns $26.00 $26.00 $14.00 

自然石橋 Natural Bridge $8.00 $8.00 $8.00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65.00 $65.00 $37.00 

南方盛宴 Dixie Stampede $66.84 $66.84 $41.46 

大霧山纜車 Gatlinburg Tram  $13.00 $13.00 $10.50 

服務費每人每天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 $8.00 $8.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