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倒數美東 6 日遊（亞特蘭大&夏洛特出發）(AN27-6)
出發日期： 12/27/2018 (星期四)
價格：
兩人一房

第 3 人同房

第 4 人同房

單人房

$698/人

$348

$348

$1048

上車地點和時間
出發時間
7:30AM
8:15AM
13:30PM

出發地點
Duluth, GA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rlotte, NC

地址
2300 Pleasant Hill Rd, Duluth, GA 30096 (The Great Wall Supermarket)
355 Ferst Dr NW, Atlanta, GA 30313 (entrance of visitor parking 2)
400 E M.L.K. Jr Blvd, Charlotte, NC 28202 （NASCAR Hall of Fame）

送機信息
請預定 JFK / LGA / EWR 機場 14:00 以後航班

行程特色:
1. 首創跨年方式三選一：親臨時代廣場和百萬人共迎新年；或在尊享專區近距離體驗時代廣場水晶球的降落；
或乘哈德遜河遊船飽覽曼哈頓夜色，欣賞跨年煙火。
2. 隨專業導遊漫步五大道、中央公園、Plaza Hotel 等，途經川普大廈拍照留念。
3. 精選美食：品嘗著名的 Lady M 蛋糕、Luke’s 龍蝦卷。
4. 經典百老匯音樂劇，一場視覺與聽覺的盛宴！客人提前預定百老匯歌劇，免費享受價值$100 送酒店服務
（門票須通過代理向縱橫旅遊預定）。
5. 貼心服務: 倒數當日每位元客人都會收到免費贈送的“暖寶寶”。

暢遊：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

行程介紹
第一天

亞特蘭大 – 夏洛特 (12/27 星期四)

參考酒店：Quality Inn Christiansburg, / Quality Inn Roanoke Airport 或同級
我們將驅車前往北卡羅來納州的最大城市夏洛特，如今的夏洛特是一座高度現代化的工商業城市，是多個
大型企業包括美國銀行在內的總部所在地。
我們會參觀納斯卡賽車名人堂（60 分鐘），這裡不單單是一個互動娛樂的景點，更是集高科技，教育，歷
史於一體。在參觀完名人堂後我們將探索這座金融之都，外觀市政廳，美國銀行總部等。

第二天

蘿莉洞 – 華盛頓 DC (12/28 星期五)
參考酒店：Days Inn/Quality Inn/Comfort Inn 或同級

早上前往自然奇觀萝莉洞（60 分鐘），萝莉洞（Luray Caverns）是北美地区国家级景点最大的地下千年
钟乳石洞，形成于 40 亿年之前，1878 年被发现。每年超过数百万的游客参观使得萝莉仙洞成为美东最受
欢迎的洞穴, 早在 130 年前，此洞就以世界最壮观的天然石洞之一而闻名全美，被赞为＂石头仙境＂。石洞
很大，有多个玄洞。洞中形状各异的钟乳石不计其数。或大或小，或胖或瘦，或矗立或横卧，相融交错，
形成一幅幅奇妙无比、令人惊乍的天然景观。
下午前往美国首都 - 华盛顿 DC，首先来到全世界唯一一个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美国历届总统的地方—总
统蜡像馆（60 分鐘）。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对白宫内部结构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与奥巴马总统椭圆形办
公桌前留影最为著名。我们将跟随时空的步伐，穿越历史，与那些伟大的名字一起并肩而立。
接下来前往美国的权力中心—白宫（外观、20 元纸币背面，15 分鐘）。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对美国
总统官邸的建造曾发表过他的观点：它决不能是一座宫殿，决不能豪华，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主人是国家仆
人。于是他提出了建造总统府的三点要求：宽敞、坚固、典雅。同时，我们也将与美国财政部合影留念
（外观、10 元纸币背面）。参观林肯纪念堂（45 分鐘，5 元纸币背面）、韩战纪念广场、越战纪念墙。为
缅怀伟大的林肯总统为美国人权做出的努力，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便是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
发出的时代的最强音。（受日落时间影响，冬季我们将在夜幕降临后参观林肯纪念堂的华灯初上）

第三天

華盛頓特區 – 費城(12/29 星期六)
參考酒店：Days Hotel East Brunswick, Red Roof Inn Edison 或同級

出发前往美国最高民主机构—国会大厦（120 分鐘，入內參觀，50 元纸币背面）。如果自由是一种信仰，
美国的国会大厦便是自由的帕特农神庙。我们将在国会里面专业导游的带领下，进入国会山庄，参观国会
内部（如遇国会山庄关闭，将改为参观外观）。与号称馆藏量全球最大的国会图书馆（外观）、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外观）合影留念，至此“三权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全部去到。乘坐华盛顿观光
游船(60 分鐘)，沿着波多马克河岸观赏那些陆路不易看到的美国政治中心的著名地标。

之后，我们会前往美国国家的诞生地 - 费城。漫步于独立公园（30 分鐘），与旧国会大厦、独立宫（100
元纸币背面）、自由钟合影留念。1776 年 7 月 4 日，在独立宫内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独
立宣言》：“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接下来前往费城自由观景台（60
分鐘），站在美国历史摇篮之巅，远眺费城的市政厅，宾州创建者威廉潘恩的凋像屹立在顶端，彷佛诉说
着贵格教建市的终极理想--兄弟有爱之城。

第四天

紐約市區游(12/30 星期日)
參考酒店：Days Hotel East Brunswick, Red Roof Inn Edison 或同級

您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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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首先我們將會來到世
界金融區—華爾街(25min) 。途經紐約三一教堂，與華爾街銅牛拍照留念。您知道紐約人當年用一年零 45
天就建造起來的帝國大廈，把“世界第一高”的頭銜足足保持了 42 個年頭嗎？接下來前往紐約的地標建築，
雄踞世界最高樓歷史紀錄近 40 年之久的帝國大廈(70min)。登頂帝國大廈，漫步觀景台，仿佛置身於眾多
著名電影場景裡，將整個曼哈頓全景盡收眼底。
我們的市區遊，不但要徜徉華爾街，攀登大帝國，還要在哈德遜河遊船上與自由女神面對面！乘坐自由女
神觀光遊船（60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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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由女神合影，同時欣賞哈德遜河兩岸的風光。
我們也會來到時代廣場(20min)，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體驗 “世界的十字路口”的喧囂與繁華。當然，
我們一定不會錯過世界四大藝術博物館之一的大都會博物館(120min)。這裡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寶庫，超過
300 萬件世界藝術展品，各展館的鎮館之寶讓您目不瑕接，不禁讓人感慨于人類文明之燦爛。入內探索可
承載七十多架戰機的無畏號航空母艦(90min)，並參觀人類里程碑協和號超音速客機。途經第五大道，洛
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等。
當然，來到紐約，最具特色的城市符號當屬百老匯表演，晚上可安排 7:00PM 後開場的百老匯歌劇觀賞。
（百老匯歌劇門票自費。提前按程式預定，將贈送價值$100 的送酒店服務。）

第五天

紐約時代廣場倒數 （12/31 周一）
参考酒店：Days Hotel East Brunswick, Red Roof Inn Edison 或同級

早上出發前往中央公園與第五大道，我們將會經過 Plaza Hotel、川普大廈拍照留念，您可以選擇品嘗
Lady M 蛋糕、Luke’s Lobster，或漫步中央公園，或漫步于第五大道（由於沒有放置額外物品的地方，
不建議當日購物）。悠閒享用午餐後，為新年倒數做準備。當天跨年倒數您將會有三個選項：
1.

進入時代廣場倒數區，感受與數以萬計的遊客共同倒數的新年氣氛，並觀看倒數前的節目表演。屆

時該區馬路將會被劃分為行人專用區，你可無拘無束地欣賞五光十色的時代廣場，親身體驗聞名世界的迎
新街頭歡慶活動，見證歷史性的一刻。(免費)

2.

購買 Applebee VIP 通行證，參與倒數狂歡派對。則不需要早早去排隊，不受天氣、人潮影響任意

時間隨意出入時代廣場封鎖區域，餐廳內無限量暢享 Applebee 匠心主廚美食、酒水。派對現場也將有 DJ、
現場表演、跳舞等活動，在時代廣場室外專屬區域觀賞新年倒數。（VIP 溫暖倒數）(價格為成人$375，
小孩$250)
3.

高大上的新年夜景自助晚餐遊輪觀光（New Year City Sightseeing Countdown Dinner

Cruise），在哈德遜河上欣賞紐約夜景，歡度新年。遊輪上所有的飲料、葡萄酒、啤酒、雞尾酒都可以隨
便享用，船上有專業 DJ，船共有兩層，室內有暖氣。將會在海上看煙花迎接新年的到來。 （海上溫暖倒數）
(價格為$411/人，包含碼頭往返交通，大人兒童同價)
倒數結束後可以選擇回酒店休息或者直接送到三大機場（LGA/JFK/EWR），乘搭 2019 年 1 月 1 號淩晨
4:00AM 後航班。如果不佔用當晚房間者（按房間算），該房間旅客享受免費送機服務，團費不變。如果
佔用房間，而同房有離團需要送機，送機旅客需加收$20/位，導遊會在團上統計接受報名。
倒數團細節服務：
1.倒數當天設立室內服務站：
•位於第 5 大道和第 6 大道之間的西 48 街
2.人性化多班次酒店班車 (客人可選擇提早回酒店) ：
•18:00、21:00、1:30（1 月 1 日 淩晨）三個時間段滿足不同客人的需求，都可以送客人回酒店。
3.獨家贈送每一位客人一包暖寶寶，讓您在寒冷的倒數現場保持溫暖！

第六天

自由購物—返回家園（01/01/2019 週二）

1.下午 14:00 前航班的旅客需自費前往三大機場（LGA，JFK 或 EWR，建議用 EWR 機場）。旅行社可以
收費安排送機服務（$120/程，4 人以下）。
2.下午 14:00 後航班的旅客免費送至三大機場（LGA，JFK 或 EWR，建議用 EWR 機場），19:00 點前航
班，無購物。
3.下午 19:00 後航班的旅客可選擇前往奧特萊斯自由購物，Jersey Garden Outlet 將過季、下架、斷碼和
庫存的名牌產品集中在一起，所有商品都打著相當 2 到 7 折的好價錢。

參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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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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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費用以及住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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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
納斯卡賽車名人堂
NASCAR Hall of Fame
萝莉洞
Luray Caverns
費城自由觀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總統蠟像博物館
DC Madame Tussauds
華盛頓 DC 遊船
Washington DC Cruise
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成人

老人

兒童

（65 歲+）

（3-12 歲）
$18(8-12)

$25.00

$22.00

$28.00

$28.00

$14.50

$14.50

$23.00

$23.00

$26.00

$23.00

$33.00

$31.00

$24.00（5-12）

$25.00

$17.00

FREE(under 12)

$37.00

$35.00(62+)

$29.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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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
$15.00
（6-12 ）
$9.50
(3-11yrs)
$17.00
$18.00
(2-12 )

$31.00
（Under 5）
$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