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榜怡享】華盛頓特區深度 5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APDC5   

出發城市 
華盛頓 D.C. Washington 

D.C. 
  

目的地城市 
華盛頓 D.C. Washington 

D.C. 
途經地點 

弗農山莊 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仙納度國家公園

天際線公路 Skyline Drive in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葛底斯堡國家軍事公園 

Gettysburg National 

Military Park 

行程天數 5 天 4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07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104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079 = 1079 

【5天】燃油附加費:1 x 25 = 25 

兩人入住：$7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64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799 = 1598 

【5天】燃油附加費:2 x 25 = 50 

三人入住：$76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382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769 = 2307 

【5天】燃油附加費:3 x 25 = 75 

四人入住：$74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096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749 = 2996 

【5天】燃油附加費:4 x 25 = 100 

    

出發班期 

 04/21/2023-10/28/2023：週一、週五、週六、週日  



    

產品特色 

1. 探訪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總統故居費農山莊和亞曆山大老城區，探尋其久遠的歷史意義。 

  

  

2. 前往世界最壯觀天然溶洞之一蘿莉洞，又稱盧雷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仙納度國家公園：山中徒步，天際線美景，打卡曬照，制霸票圈。 

  

  

4. 

深度遊覽具有歷史意義的南北戰爭中葛底斯堡戰役的戰場，許多的歷史博物館詳細展示了當年的場景，身如其

境的體驗感。  

  

  

5. 遊覽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打卡白宮、國會大廈、林肯紀念堂等地標景點。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華盛頓雷根國家機場 (DCA)； 

免費接機時間：12:20、15:20、20:2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的

時間，逾時不候。 

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IAD)； 

免費接機時間：13:00、16:00、21: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的

時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IAD)； 

請預定19:30後起飛的航班。 

華盛頓雷根國家機場 (DCA)； 

請預定19:00後起飛的航班。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華盛頓 

全天   

接機信息： 

免費接機機場：華盛頓雷根國家機場 (DCA)、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IAD) 

免費接機時間：華盛頓雷根國家機場 (DCA)：11:20、15:20、20:20；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IAD)：12:00、16:00、21: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的時間，逾

時不候。 

 

    

晚上   

酒店：Quality Inn Tysons Corner 或 同級 

    

    

Day 2 弗農山莊+亞歷山大老城一日遊 

全天   

今天上午我們將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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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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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農山莊。華盛頓故居是一幢紅頂白牆、兩層半的英國喬治式建築，樓前植有古槐和草坪，樸素無華。一樓起

居室、大小餐廳和書房，均以華盛頓遺物佈置，二樓華盛頓夫婦的臥室很樸素，有鋪著花布床單的老式臥床、

安樂椅、大圓鏡和木制衣箱，在這裡您可瞭解喬治·華盛頓曾經真實的生活。下午我們將乘車前往亞歷山大老城

自由活動。老城與華盛頓特區莊嚴肅穆的氣氛迥然不同，在老城，您可以享受陽光、色彩、街頭音樂、各國美

食，感受老城悠閒的生活。 

  

行程安排： 

華盛頓特區 → 五角大樓（20分鐘）→ 弗農山莊（自費，180分鐘）→ 亞歷山大老城自由活動（90分鐘）→ 

華盛頓特區  

 

    

全天   

五角大樓 The Pentagon 

五角大樓因建築物為五角形而得名，作為美國國防部辦公大樓，它也是世界上中最大的辦公大樓之一，占地面

積650萬平方英尺，約為帝國大廈的三倍。2001年，一架被劫持的客機墜毀於此，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

襲擊事件”，引人深省。行程中我們也將前往911紀念廣場，作為城市歷史上悲痛的一筆，來到此地也時刻警醒

著我們要尊重生命，反對戰爭，維護和平！ 

 

弗農山莊 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 



在這裡，埋葬著美國第一任總統，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偉人：喬治華盛頓。獨立戰爭過後，作為美國大陸軍總司

令的他交出軍權，解甲歸田回到弗農故居。之後全美國一致推選華盛頓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任總統。8年後，他再

次辭去總統一職回到故居，開創了美國總統不得連任超過兩任的先例。1799年，他長眠於此。 

 

亞歷山大老城 Old Town Alexandria 

亞歷山大老城是美國典型的歷史街區，建於 1749 

年，作為歷史上重要戰略地區，這裡保留了眾多殖民時期的古老建築，還擁有著200多家獨立餐廳和精品店，以

及私密的歷史博物館和海濱景點，是華盛頓DC附近不可多得的遊玩勝地。閒逛在雅致的古城內，大家可以感受

到美國的人文歷史和本土特色風情。 

 

 

    

晚上   

酒店：Quality Inn Tysons Corner 或 同級 

    

    

Day 3 維州溶洞天際線國家公園一日遊 

全天   

驅車南下到達維珍尼亞州的仙納度國家公園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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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納度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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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將安排輕鬆山中徒步，欣

賞沿途美景。是維州必到的旅遊景點。 

  

行程安排： 

華盛頓特區 →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自費，120分鐘）→ 仙納度國家公園天際線公路（120分鐘）→ 

華盛頓特區 

  

仙納度國家公園備註：  

1. 因為“天際線”的公路貫穿仙納度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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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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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訪客中心，一

個短途徒步登山行程。 

3. 

行程中安排了一個山中徒步行程，長度一英裏不到，全程往返45分鐘到一個小時，難度中低等，遊客需視自身



情況參加，登山路途中或拍照過程中請務必跟隨導遊，不可偏離走道，一定註意自身安全。 

4. 

如果遇上極端天氣狀況，或者降水後山路泥濘不可徒步的狀況，導遊有權取消徒步行程，適當增加其他停車觀

景點。 

 

    

上午   

蘿莉洞（盧雷洞） Luray Caverns 

蘿莉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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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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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裡還有世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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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必定讓參觀者大開眼界！ 

 

 

    

下午   

仙納度國家公園天際線公路 Skyline Drive in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仙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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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酒店：Quality Inn Tysons Corner 或 同級 

    

    

Day 4 葛底斯堡一日遊 

全天   

今天我們將從華盛頓特區出發，前往位於賓州南部的葛底斯堡，這裡是南北戰爭中葛底斯堡戰役的戰場，林肯

總統曾在此發表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前往參觀國家軍事公園中保留有許多戰場並了解相關歷史。 

  

行程安排： 

華盛頓特區 → 葛底斯堡國家軍事公園（自費，4小時）→ 葛底斯堡市區（1小時）→ 華盛頓特區 

 

    



全天   

葛底斯堡國家軍事公園 Gettysburg National Military Park 

葛底斯堡國家軍事公園保護並詮釋了美國內戰期間的葛底斯堡戰役的景觀，該公園於1966年被列入國家歷史遺

跡名錄。葛底斯堡遊客中心展出了該公園43000餘件美國內戰時期的文物。它的特色是一個新的公園遊客中心，

24000平方英尺的美國內戰葛底斯堡博物館，一個新的畫廊來展示修復後的Cyclorama繪畫和兩個電影院放映一

部22分鐘的新電影。 

 

 

    

晚上   

酒店：Quality Inn Tysons Corner 或 同級 

    

    

Day 5 華盛頓特區市區遊 

全天   

今天我們将深度遊覽美國政治中心—

首都華盛頓特區。在導遊的帶領下遊覽華盛頓DC著名景點，親臨國會大廈、白宮等經常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的美

國地標建築。隨後我們將前往傑佛遜紀念堂，這是傑斐遜總統最喜愛的羅馬神殿式圓頂建築。接著參觀林肯紀

念堂、韓戰紀念廣場和越戰紀念墻。最後來到史密森博物館，感受濃厚的歷史氣息。 

  

行程安排： 

國會大廈（入內參觀，120分鐘）→ 白宮（外觀，30分鐘）→ 傑斐遜紀念堂（40分鐘）→ 

林肯紀念堂、韓戰紀念廣場、越戰紀念牆（60分鐘）→ 史密森博物館（180分鐘） 

 

    

全天   

國會大廈 U.S. Capitol 

作為美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擁有著眾多標誌性的政治文化景觀，如國會大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等。國會由

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是民有、民治、民享政權的最高象徵。作為美國的重要標誌性建築，國會大廈伴隨合眾

國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道路。 

 

白宮 The White House 

白宮是一幢白色的新古典風格砂岩建築物，占地7.3萬多平方米，由主樓和東、西兩翼三部分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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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很多重要決策議案都是由總統在白宮簽署和發出聲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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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這裏工作的主人是國家僕人。 



 

傑斐遜紀念堂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傑斐遜紀念堂位於華盛頓潮汐湖邊，是為了紀念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而建的，並按照傑斐遜最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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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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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集會地，馬丁·路德·金就在這裡發表了演說《我有一個

夢想》。 

 

韓戰紀念廣場 Korean War Veterans Memorial 

韓戰紀念廣場位於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林肯紀念堂附近，于1995年7月27日落成，是為了紀念在朝鮮戰爭三年期

間在美國軍隊服役的580萬美國人的犧牲。廣場由四部分組成，一部分是19個與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國軍人雕塑群

；第二部分是一座黑色的花崗岩紀念牆；第三部分是一個反思池；第四部分在壁畫左側是一條人行道，上面列

出了22個在朝鮮戰爭中向聯合國派遣部隊的國家。 

 

越戰紀念墻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越戰紀念牆位於林肯紀念堂北部，該紀念碑由用黑色花崗岩砌成的長500英尺的V字型碑體構成，用於紀念越戰

時期服役于越南期間戰死的美國士兵和將官，閃閃生輝的黑色大理石牆上依每個人戰死的日期為序，刻著美軍5

7000多名1959年至1975年間在越南戰爭中陣亡者的名字。 

 

史密森博物館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位於國家廣場北側，是史密森尼博物館體系中的16座博物館之一，1910年開館至今收藏展

品多達一億二千萬件，從原始的恐龍化石、人類起源早期文物，到世界各地的稀有動物標本、珍貴礦藏寶石，

很好地留存了自然科學和人類文化的遺產。博物館一樓大廳正中央的非洲野象標本，體積很大。這個標本十分

形象地還原了它在非洲草原上的原貌，被視為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標誌。此外位於二層的礦藏和寶石展館，

因藍鑽“希望之星”而聞名於世。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費用（使用車輛類型根據當日具體參團人數決定，7座商務，14人座高頂/中巴，或55-

61座巴士）； 

  

  

2. 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數等於行程天數減一）； 

  

  

3. 中英文服務人員（司機+導遊/司兼導）； 

  

  

4. 酒店內早餐。 

 

 

費用不含 

1. 午餐和晚餐（導遊將提供建議）； 

  

  

2. 行程中需要的機票，渡輪，部分景區/國家公園內的遊覽交通費用； 

  

  

3. 景點門票費用（門票價格時常波動，不再另行通知。門票需在導遊處統一購買）； 

  

  

4. 服務費（每人每天最低支付US$12，兒童及占座嬰兒均按成人標準支付）； 

  

  

5. 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6. 一切除費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質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弗農山莊 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28.00； 

老人（62+歲）：$28.00； 

兒童（6-

11歲）：$15.00；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 Luray 

Cavern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32.00； 

老人(62+歲)：$29.00； 

兒童 (6-12歲)：$16.00； 

 

葛底斯堡國家軍事公園電影博

物館 Film, Cyclorama, and 

Museum Experienc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18.75； 

老人（65+歲）：$17.75； 

兒童（6-

12歲）：$13.75； 

 

葛底斯堡國家軍事公園2小時

巴士團 Gettysburg National 

Military Park Bus Tour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38.00； 

青少年（6-

12歲）：$23.00； 

 

 

  

出行提示 

週五出發的班期，行程順序將有所調整： 

第一天：華盛頓接機 

第二天：維州溶洞+仙納度國家公園 1日遊 

第三天：葛底斯堡1日遊 

第四天：華盛頓特區市區遊 

第五天：弗農山莊+亞歷山大老城一日遊 

  

週六出發的班期，行程順序將有所調整： 

第一天：華盛頓接機 

第二天：葛底斯堡1日遊 

第三天：華盛頓特區市區遊 

第四天：弗農山莊+亞歷山大老城一日遊 

第五天：維州溶洞+仙納度國家公園 1日遊 

  

週日出發的班期，行程順序將有所調整： 

第一天：華盛頓接機 

第二天：華盛頓特區市區遊 



第三天：弗農山莊+亞歷山大老城一日遊 

第四天：維州溶洞+仙納度國家公園 1日遊 

第五天：葛底斯堡1日遊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 

2.請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聯繫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

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

您自行承擔。 

3.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宿的

最多人數在2到4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

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等）關閉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

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1.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美國聯邦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

練，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

，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