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天華盛頓國會山莊深度游 

團費：買二送一 

團號 
Tour Code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s 

第 1,2 同房 
1st & 2nd 

第 3 同房 
3rd 

第 4 同房 
4th 

单房 
Single 

DC2 
天天出發 (3/16/19-9/2/19) 
一、三、六(9/3/19-10/12/19) 
每週六(10/13/19-3/31/20) 

$76/位 $0 $60 $126 

 

特色： 

1. 普林斯頓在校学生带您深度游 2019 全美第一學府—普林斯頓大學。 

2. 費城敞篷露天雙層巴士，了解 30 多個美東歷史搖籃的誕生地。 

3. 阿米什文化游：探索阿米什部落的神秘世界，美國東部最出名的“世外桃源” 

4. 内进美国国会深度参观参众两院最高权威。 

 

上下車地點：請提前 15 分鐘抵達上車地點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記。 

出發時間 接送地點 地址 

6:30AM 法拉盛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喜來登酒店) 

6:45AM 布魯克林（只接不送） 6301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飛龍超市) 

7:30AM 曼哈頓 47 Chrystie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EastWest Bus) 

7:45AM 澤西市 100 14th Street, Jersey City, NJ 07310 (Target) 

8:30AM 愛迪生市 3050 Woodbridge Ave, Edison, NJ 08837 (E Hotel Edison) 

 

 

第 1 天 
紐約 - 普林斯頓 - 費城 - 蘭卡斯特 - 華盛頓 D.C.（路程：240 英里） 

酒店: Comfort Inn / Day Inn /Red Roof Plus or similar 

 

早上從紐約出發，由學校安排下參觀美國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然後前往費城參觀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自由鍾】，仰望歷史文物建築【獨立宮】，並乘坐【費城觀光雙層巴士】深入

了解這個美東歷史搖籃的誕生地。隨後到蘭卡斯特，造訪【阿米希人村莊】，參觀阿米希人的住家、市

集、馬車、農場…..了解他們自給自足的原始生活方式. 

 

行程明細： 

【普林斯頓大學】（自費，45 分鐘）→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自由鐘，獨立宮（外觀，15 分鐘）→ 費城觀

光雙層巴士（必付門票，50 分鐘）→【阿米希人村莊】（自費，90 分鐘） 

 

 普林斯頓大學 



著名的常春藤八盟校之一，成立于 1746 年，1747 年遷至新澤西州，位於費城和紐約之間。培養

了 2 位美國總統、12 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和眾多美國國會議員，2019 年名列全美第一綜合學

府。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 
是一處美國國家歷史公園，包含一些與美國革命和建國的歷史有關的歷史建築，被稱為“美國最具

有歷史意義的一平方英里“。 

 自由鐘 

又稱獨立鐘，美國費城獨立廳的大鐘，雖無聲卻彷彿歷史的鐘聲縈繞於耳。它是美國獨立戰爭最主

要的標誌，也像徵著自由和公正。 

 獨立宮 

美國獨立紀念館，是一棟喬治風格的紅磚建築物。乳白色的門窗，乳白色的尖塔，塔上鑲嵌著一座

大時鐘，塔頂就是當年懸掛自由鍾的地方。1787 年，美國憲法在此地制定，也是當年美國國會的

所在地。 

 費城觀光雙層巴士 

從證券交易大樓出發，沿途將重溫美國的成長歷程: 第一個白宮，第一個國會大廳，第一個圖書館

等……巴士會停在愛的廣場，也是世界級的著名地標，網紅打卡的必經之地。全程約 13 英里，途

徑費城 30 多個美東歷史搖籃的誕生地。您將聽到費城的豐富歷史和文化。 

 阿米希人村莊 
阿米希人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的信徒，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

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阿米希人村位於賓夕維尼亞州的蘭卡斯特，阿米希人散居在村莊

裡，家家獨立自戶。 

 

第 2 天 華盛頓特區 - 紐約（路程：250 英里） 

 

首先來到美國三個最高權力機構之一的【美國國會大廈】，跟隨國會內部解說員遊覽雕樑畫棟的金碧圓頂

大廳，欣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佳作，娓娓敘述美國歷史的八壁巨型油畫和洩露天機的神秘回音大廳。之

後前往參過歷屆總統工作和生活的官邸【白宮】，留影于優雅的白宮南草坪。車上途經【杰弗逊纪念

堂】，【华盛顿纪念碑】，【二战纪念碑】等。前往【林肯纪念堂】瞻仰这位受人爱戴的前总统。装饰精

美的墙上镌刻着出自这位杰出人物的名言警句，令人产生醍醐灌顶之感。參觀【越南战争纪念碑】和【朝

鲜战争纪念堂】。乘坐【首都遊船】，欣賞代表國家藝術的肯尼迪藝術中心，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等... 時
間允許下加遊【總統館】。 

行程明細:  
華盛頓深度遊（必付門票。含: 美國國會大廈（入內，75 分鐘）、美国國家圖書館（入內，15 分鐘）、美



國最高法院（外觀，10 分鐘））→白宮 (外觀，20 分鐘) → 林肯紀念堂，越南戰爭紀念碑，朝鮮戰爭紀念

堂（45 分鐘）→首都遊船 (自費，50 分鐘) 

行程途徑：杰弗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 

備註： 

• 如國會大廈，國家圖書館不開放，將改為：（15 分钟）【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碑】这个铜制的塑

像是根据二战中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升起美国国旗的照片所建造的，由美联社战地记者乔·罗森塔

尔所拍攝，摄于 1945 年 2 月 23 日，荣获 1945 年普利策奖。多部好莱坞大片拍摄了关于此次战

争的题材，比如《父辈的旗帜》，《来自硫磺岛的家书》等。（30 分钟）【美国空军纪念碑】总

造价达 3000 万美元，毗邻五角大楼，是整个华盛顿 DC 区域唯一一个可以近距离看到五角大楼的

一个地点，同时也是唯一可以在高处俯望五角大楼 911 纪念碑的位置。 

 

 美國國會大廈 
位於華盛頓特區 25 米高的國會山上，是美國國會、參議院、眾議院的所在地。 1814 年被英國人

焚燒，部分建築被毀。後來增建了參眾兩院會議室、圓形屋頂和圓形大廳。圓頂上還有一個小圓

塔，塔頂直立著自由女神銅像。是民有、民治、民享政權的最高象徵。 

 美国國家圖書館 
美國國會的附屬圖書館，美國 5 個國立圖書館之一，其書籍收藏量有 3000 萬種，涵蓋了 470 種語

言，超過 5800 萬份手稿，是美國最大的稀有書籍珍藏地點。 

 美國最高法院 
最高級別的聯邦法院，整個門庭由 16 根大理石柱撐起，西廳主入口前的石階兩側，是弗瑞策雕刻

的正義之思與法律之威兩尊塑像。 

 白宫 

是美國歷屆總統的住所和辦公地，是一幢白色的新古典風格砂岩建築物。 

 林肯纪念堂 
是紀念美國總統林肯而設立，裝飾精美的牆上鐫刻著出自這位傑出人物的名言警句，令人產生醍醐

灌頂之感。馬丁路德金就在這裡發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 《阿甘正傳》等多部

電影均有在此取景。 

 越南战争纪念碑 
鄰近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用於紀念越戰時期服役於越南期間戰死的美國士兵和將官。 

 朝鲜战争纪念堂 
建於三角形的內圈牆中，用來表彰那些曾經在朝鮮為國家服務過的美國公民。 

 首都游船 



乘遊船觀賞波托馬克兩岸風光，是華盛頓一項受歡迎的遊覽項目。從華盛頓最老的港口馬麗娜出發

進入波多馬克河，途中会看到全美以卖蓝蟹出名最老的海鲜市场,肯尼迪曾用过的塞克亚,泰坦尼克

号电影发源处，将军路，罗斯福战争图书馆，五角大楼，一些神秘机构等。 

 華盛頓总统馆 

總統館按照白宮內部的結構進行設計，可以與林肯、克林頓夫婦、奧巴馬夫婦以及川普等各屆美國

總統和其他名人拍照合影。更可留影于 1：1 還原的總統辦公室。 

 

兩天華盛頓門票价目表: 2 Days Washington D.C Admission List 

門票价目表 Attraction Admission Fee 大人 老人 儿童 
Adult Senior(65+) Children(3-12) 

新澤西 New Jersey 

普林斯頓大學游 Princeton University $15.00 $15.00 $15.00 (2-12) 

賓州 Pennsylvania  

阿米什部落 Amish Village $29.00 $28.00 $19.00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首都遊船 Washington D.C Cruise $26.00 $26.00 $20.00 

总统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s Wax 
Museum 

$23.00 $23.00 $17.00 

美國首都深度游***必付門票（費城觀光雙層

巴士+華盛頓深度遊） 
Capitals Discovery In-depth Tour***Mandatory 
(Philadelphia Double Decker + Washington D.C 
In-depth tour) 

$60.00 $60.00 $50.00 

总统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s Wax 
Museum 

$23.00 $23.00 $17.00 

服務費 Service Fee 

服務費每天每位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10.00 $10.00 $10.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費用不含：全程餐費，景點門票費用，服務費，私人費用。 

 

景点说明： 

（1）全程不能自帶門票或使用 City Pass，需跟團上導游購買，門票付現金。 

（2）行程中的景點，参观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3）参团行程中的活动时间和路程距离因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公司享有最终解释权。 

（4）如遇景點關門或節假日休息，導遊會依据實際情況而調整行程。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参观景点，本公司將有权利更改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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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