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林斯頓大學 -華盛頓特區（贈送國會大廈入內參觀） 

2 日深度遊 

團號：DC2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76/每人 FREE $60 $126 

 

出發地點 

Location 

地址 

Address 

出發時間                

Departure time 

Flushing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法拉盛-敦城海鮮酒家門口) 
7:00AM 

*Brooklyn 

(只接不送)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門口) 
7:00AM 

Manhattan 
90 Bowery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頓-唐人街) 
8:00AM 

Jersey City, NJ 
125 Eighteen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in front of Acme market) 
8:15AM 

East Brunswick, NJ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In front of the Voi Salon & Spa) 
9:00AM 

*Philadelphia, PA 

(只接不送) 

21 S 5th St, Philadelphia, PA 19106 

(Philadelphia Bourse) 
12:00PM 

 

*費城上車地點只接不送， 回程在 NJ Turnpike James Fenimore Cooper service area between 

exit 4 and 5 下車. 

 

行程特色： 

1. 美國文化歷史之旅，造訪美國曾經與現任首都，入內參觀國會山莊、與國會圖書館、最

高法院拍照留念 

2. 兩天遊覽華盛頓，費城、華盛頓遊玩時間更長 

3. 獨家登上費城之巔：費城自由觀光塔 

4. 獨家波多馬克河首都遊船，飽覽華盛頓全景 

http://www.lltours.com/busstation/246426.html
http://www.lltours.com/busstation/222932.html
http://www.lltours.com/busstation/227575.htm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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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貓頭鷹華盛頓排名前十的新聞博物館：瞭解如何報道歷史，現場直播體驗、FBI展廳、

柏林牆等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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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紐約-普林斯頓大學-費城-華盛頓特區 

 

早晨，前往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在 1756 年遷至普林斯頓,是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

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也被譽為美東最美校園之一。我們將在普林斯頓導遊的帶領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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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會前往

美國國家的誕生地 - 費城。漫步於獨立公園，與舊國會大廈、獨立宮（100 元紙幣背面）、

自由鐘合影留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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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前往費城自

由觀景台，站在美國歷史搖籃之巔，遠眺費城的市政廳，賓州創建者威廉潘恩的凋像屹立

在頂端，彷佛訴說著貴格教建市的終極理想--兄弟有愛之城。下午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DC，首先來到全世界唯一一個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美國歷屆總統的地方—總統蠟像館。

在這裡，我們有機會對白宮內部結構有更深入的瞭解，尤其與奧巴馬總統橢圓形辦公桌前

留影最為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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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來前往美國的權力中心—白宮（外觀、20 元紙幣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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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我們也將與美國財政部合影留念（外觀、10 元紙幣背面）。參觀林肯紀念堂（5 元紙幣背

面）、韓戰紀念廣場、越戰紀念牆。為緬懷偉大的林肯總統為美國人權做出的努力，著名

演說“我有一個夢想”便是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出的時代的最強音。（受日落時

間 影 響 ， 冬 季 我 們 將 在 夜 幕 降 臨 後 參 觀 林 肯 紀 念 堂 的 華 燈 初 上 ） 
 

參考酒店資訊: Comfort Inn/ Days Inn, MD 或 同級 

 

第 2 天：華盛頓特區-紐約 

出發前往美國最高民主機構—國會大廈（50 元紙幣背面）。如果自由是一種信仰，美國的

國會大廈便是自由的派特農神廟。我們將在國會裡面專業導遊的帶領下，進入國會山莊，

參觀國會內部（如遇國會山莊關閉，將改為參觀外觀）。與號稱館藏量全球最大的國會圖

書館（外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外觀）合影留念，至此“三權分立”的行政、立法、

司法三大機構全部去到。乘坐華盛頓觀光遊船，沿著波多馬克河岸觀賞那些陸路不易看到

的美國政治中心的著名地標。（冬季 DC 船關閉，將前往國際間諜博物館。該博物館是美

國獨一無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集間諜相關裝備及物品的博物館。這裡有詹姆斯.邦德電影

中最大的道具陳列和邦德的兩輛座駕：捷豹和阿斯頓.馬丁。）遊覽華盛頓期間還會途經傑

弗遜總統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我們會前往華盛

頓特區 TripAdvisor 排名前十的熱門景點--新聞博物館。致力於言論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的五



項自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互動性的博物館之一。新聞博物館體驗也包括追蹤電子通訊

的發展，從電臺的誕生，到現在和未來的科技發展。離開華盛頓 DC 後，回程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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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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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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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Tickets List 

項目 Attraction 大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ren      

（3-12 yrs.） 

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Campus Tour 
$10 $10 $8 

費城自由觀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14.50 $14.50 

$9.50 

(3-11yrs) 

華盛頓 DC 遊船 

Washington DC Cruise 
$26 $23 

$18 

(2-12 歲) 

 
 

$21.95 
 

$15.95 

 

$14.95 

(7-11 歲) 
***國際間諜博物館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總統蠟像博物館 

DC Madame Tussauds 
$23 $23 $17 

*新聞博物館  

Newseum 
$25 $21 

$16 

(7-18 歲) 
 

1)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 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 並不另行通知; 

2) 以上部分打*的景點門票，將會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參觀, 實際情況由導遊安排; 

3) ***國際間諜博物館只限在 DC 遊船冬季關閉的情況下才會前往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