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天田納西之南部風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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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4 
一、四(4/1-10/31) 

節日加開 3/21;3/28; 5/24; 8/30; 
10/26; 12/19; 12/21; 12/26 

$220/位 $0 $135 $370 

 

特色： 

1. 全美最熱門，常年稱霸旅遊網站排名的人間仙境：大霧山國家公園，帶領您深度遊覽， 探索海拔

5000 多英尺的神秘區域。 

2. 維吉尼亞州 4 億年進化而成的鐘乳石群，美國國家自然地標之一的蘿莉洞。 

3. 瞭望山自然奇觀：石頭花園城、紅寶石瀑布、斜道纜車，山頂俯瞰美七州之景盡收眼底。 

4. 美國南部田園風情大型馬術歌舞表演—多莉帕頓南方盛宴，更有地道特色美食晚餐。 

5. 美國十大自然奇景之一，大自然形成的 66 米高的石橋仙境。 

6. 獨家諾克斯維爾動物王國，觀賞遠道而來自中國的小熊貓、丹頂鶴以及東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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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 費城（只接不送） 114 Market St. Philadelphia, PA 19106 (Phillys Gourmet Steaks) 
*注意： 費城上車的客人，回程時下車點可以選擇在 Plymouth Meeting Mall: 500 W Germantown Pike, 

Plymouth Meeting, PA 19462。 

 

第 1 天 
紐約 - 維吉妮亞（路程：500 英里） 

酒店: Quality Inn /Red Roof Plus or similar 

 

我們的旅程從曼哈頓唐人街出發後將來到【維吉尼亞州】，去參觀地下溶洞【蘿莉洞】。每年超過數百萬的

遊客使得蘿莉仙洞成為東美最受歡迎的洞穴，其中的夢幻湖無波無痕像鏡一樣完美倒映著上方的一簇簇的長

短各異的鐘乳石，奇幻空間令人讚歎。洞裡的巨人廳還有世界上最大且獨一無二的-鐘乳石管風琴，整個溶

洞組成了管風琴的本體，組成一架巨大的管風琴。當鐘乳石被敲擊時會發出類似管風琴的聲音，美妙的音效

被天然創造的樂器發出，令人難以忘懷。 



行程明細： 

紐約市 →維吉妮亞州 →蘿莉洞（自費，90 分鐘） 

 

 雪蘭多國家公園 

雪兰多国家公园位于弗吉尼亚州，距离华盛顿仅约两小时车程。园中最著名的一道风景线是天际线

公路，南北贯穿全美。最特别的景色在秋天，漫山遍野的红黄叶，蔚为壮观,吸引许多游客造访。 

 盧瑞 

盧瑞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座城市。维吉尼亚州有为数不少的地下钟乳石洞，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盧瑞鐘乳石洞，座落在雪兰多国家公园，全年无休开放供游客参观。 

 盧瑞鐘乳石石洞(蘿莉洞) 
盧瑞溶洞，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有鱼市，有迷宫，有宇宙空间，童话世界，景物奇特，巧夺天工，

琳琅满目。 

 

第 2 天 
維吉妮亞 - 田納西 - 查塔努加（路程：400 英里） 

酒店: Quality Inn /Red Roof Plus or similar 

 

我們今天從酒店離開去參觀【大霧山國家公園】，坐落在北卡羅來納和田納西的州界，以撲朔迷離的霧氣，

俊美秀麗的風景，花樣繁多的野生動植物而聞名。首先來到【泰坦尼克博物館】，整個博物館造型是按照泰

坦尼克號一比一製造，在船左側還有塊巨大冰山，內部設備都是仿照電影裡的情節設計，館內還裝有 400

件文物。這裡沒有 Jack 和 Rose，卻可以帶領你進入一個近真實的泰坦尼克號。從建造、出海到沉船，泰坦

尼克號的每一個時刻都被記錄找這裡，讓人唏噓不已。午飯後散步風情萬種的【加特林堡小鎮】，之後便驅

車到達【大霧山景區深度游】，自由時間徒步在山間，欣賞煙霞籠罩之中的整個山脈。在晚上，參與最具美

國南方風情的【多莉帕頓南方盛宴】。節目包括美國北方和南方的友誼賽，令人窒息的騎馬特技，奢華的特

效，活潑的音樂表演和南方美食，體驗最地道的南方熱情。 

行程明細： 

泰坦尼克博物館（自費，60 分鐘）→大霧山景區深度游（自費，30 分鐘）→多莉帕頓南方盛宴（自費，150

分鐘） 

 

 大煙山國家公園 

每年有 900 万人来此观光游览，是美国游人最多的国家公园。您可以在茵茵绿地上漫步，还可以边

远的地区远足。野营、垂钓、郊游、骑马，随心选择。 

 加特林堡小鎮 

加特林堡是坐落于大烟山的一个小镇，这是一个从田纳西进入小镇必经的地方。 

 鴿子谷 



鸽子谷，位于美国东南部田纳西州的山区度假城市。距离著名的大烟山国家公园 8 公里左右。鸽子

谷也有著名的多莉山和其他为数众多的购物广场。 

 泰坦尼克博物館 

登上这座博物馆，游客仿佛置身于一百年前的场景中。人们甚至可以铲起一钎煤给煤炉添火，或者

坐在实物大小的救生船中。博物馆正中央摆放的是“泰坦尼克号”楼梯的复制品，价值 100 万美元。 

 南方盛宴 

边享用美食，边看各式不同马术高难度及歌舞表演，体会南北军队马术竞赛精彩节目及载歌载舞，

感受美国西部风情，老少尽情观看尽收眼底，让你吃得饱，看得好。 

 

第 3 天 
查塔努加 - 維吉妮亞（路程：400 英里） 
酒店: Quality Inn /Red Roof Plus or similar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關於【查塔努加瞭望山】的自然之美。【紅寶石瀑布】是今天的第一站，紅寶石瀑布是一

個地下瀑布，查塔努加山最受歡迎的景點。下一站將是【斜道纜車】，這這條線路長約一英里，最陡的坡度

為 72.7％。斜橋纜車是世界的最陡峭的纜車之一。它在 1991 年獲得歷史機械工程獎。隨後前往【石頭花園

城】，一個真正的奇跡，自然擁有大規模的古代岩層，擁有超過 400 種植物物種的花園，以及令人驚歎的“看

到七個州”的全景。沿著線路遊覽一段每一步都會展現自然美景和奇觀。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將是【諾

克斯維爾動物王國】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小熊貓保護園區，也是美國東南部首屈一指動物學研究機構之一。 

行程明細： 

查塔努加瞭望山 →紅寶石瀑布（自費，60 分鐘） →石頭花園城（自費，60 分鐘） →斜道纜車（自費，

30 分鐘）→諾克斯維爾動物王國（自費，60 分鐘） 

 

 查塔努加 

查塔努加是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和马里恩县境内的一座城市，也是前者的县治所在，位于田纳

西河畔，邻近佐治亚州，面积 370.8 平方公里。 

 紅寶石瀑布 

红宝石瀑布坐落于田纳西州观景峰内部的红宝石溶洞中，洞内遍布石钟乳、石笋、流石等，抬头可

见一条瀑布从天而降，随灯光变换着色彩，红色、黄色、蓝色、紫色等。 

 岩石城 

是一片岩石群在山顶形成的独特风景区，后来一对叫卡特的田纳西商人夫妇在这里修了石阶吊桥，

种花种草，还在许多小山洞里按照欧洲童话传说营造了“仙境”。 

 盧考特山“天際路線” 

作为国家国家历史遗迹名录里特别的一员，在世界上数最陡峭的铁路客运专线之一，72.7％的线路

都是最陡峭的倾斜。让我们一起体验这非同寻常的旅程吧！ 

 諾克斯維爾動物王國 



动物园诺克斯维尔以出生于西半球的前两只非洲大象而闻名。动物园也养育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动

物园更多的濒临灭绝的大熊猫，并且是濒临灭绝的陆龟繁殖的领导者。拥有约 800 只动物，每年迎

接超过 40 万游客。 

 

第 4 天 維吉妮亞 - 紐約（路程：500 英里） 

 

這個早上的旅行將帶我們到【石橋仙境】，石橋仙境是維琪尼亞歷史名勝和美國國家歷史名勝景點。歐洲人

在 18 和 19 世紀期間參觀 “新世界” 的旅遊勝地。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把它稱為“大自然最傑

出的作品” 。在午餐後結，我们将結束愉快的旅程返回家園。 

行程明細： 

石橋仙境（自費，60 分鐘） 

 

 自然橋鎮 

位于弗吉尼亚美丽的仙人洞旁，据城中传说，这座天然的纪念物是属于托马斯.杰弗森的（Thomas 

Jefferson），岩面上还刻有乔治.华盛顿的缩写。 

 

四天田納西門票价目表: 4 Days Tennessee Tour Admission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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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莉洞(含耳機) Luray Cavern(Including Audio) $33.00 $33.00 $20.00 

泰坦尼克博物館 Titanic Museum $29.50 $29.00 $21.00 

大霧山景區深度游 Smoky Mountain In-depth 
Tour 

$20.00 $20.00 $15.00 

多莉帕頓南方盛宴 Dolly Parton’s Dixie 
Stampede + Dinner 

$69.00 $69.00 $42.00 

紅寶石瀑布 Ruby Falls $24.00 $24.00 $15.00 

石頭城花園 Rock City Garden $24.00 $24.00 $15.00 

斜道纜車 Incline Railway $16.50 $16.50 $8.00 

諾克斯維爾動物王國 Knoxville Zoo $20.00 $17.00 $17.00 

石橋仙境 Natural Bridge $20.00 $20.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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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