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费城+华府+尼亚加拉瀑布+波士顿 6 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0023

团号

AP6

出发城市

纽约市

出发日期

01/17/2020
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波士

目的地城市

目的地

纽约市

顿、尼亚加拉瀑布、华盛顿特
区、费城、纽约市

行程天数

6天5晚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交通工具

汽车

产品价格
单人拼房：$660 / 人

四人入住：$280 / 人

三人入住：$373.33 /
人

两人入住：$560 / 人

单人入住：$840 / 人

出发班期
天天出发

产品特色

【吃】吃货福音：安排一顿中餐自助符合华人口味。
【住】住出品味：全程舒适酒店。
【行】不虚此行：专业司导团队，唯一一家 24 小时地接服务热线，为每位贵宾无间断服务。
【游】游山玩水：深度畅游美国 6 大名城，2 大名校领略纽约大都市的高贵典雅;华盛顿 DC 首都

的庄严肃穆;费城，波士顿历史名城的历久弥坚;尼亚加拉瀑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常春藤盟校哈佛
大学深度游览。更有顶尖理科院校麻省理工学院。
【购】自选购物：接机当天送*法拉盛自由行（JFK / LGA），或泽西花园商场自由购物
（EWR）。
【娱乐】逍遥自娱：最短时间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认知面面俱到，“娱”教于乐。
法拉盛自由行与泽西花园商场购物需依照当日抵达相应机场的航班时间而定。

促销信息
买二送二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接机：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机场)；
团体免费接机：8:30AM - 12:00AM (午夜）。接机当日详细资讯参考第一日行程。
参团：自行前往酒店办理入住；
酒店入住通常在下午 4 点之后。
法拉盛集合点；详细地址：36-36 Prince St, 3rd Fl, unit#306A, Flushing ,NY 11354；
集合时间为 09:30 - 17:00
曼哈顿唐人街集合点；详细地址：87 Bowery, Ste 201，New York, NY 10002；
集合时间为 9:30 - 18:00
接机：纽瓦克国际机场 EWR(机场)；
团体免费接机：8:30AM - 12:00AM (午夜）。接机当日详细资讯参考第一日行程。
接机：拉瓜迪亚机场 LGA(机场)；
团体免费接机：8:30AM - 12:00AM (午夜）。接机当日详细资讯参考第一日行程。
离团地点
法拉盛：喜来登酒店；详细地址：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曼哈顿：唐人街 87 Bowery；详细地址：87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纽瓦克国际机场 EWR(机场)；
请预定 19:00 后起飞的航班
拉瓜迪亚机场 LGA(机场)；
请预定 19:00 后起飞的航班
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机场)；
请预定 19:00 后起飞的航班

波士顿罗根机场 BOS(机场)；
请预定 13:00 后起飞的航班

行程介绍

Day 1

家园 - 飞机 - 纽约市（法拉盛自由行/自费夜游）

全天
接机信息：
I.独家接机至午夜 12 点！每日早上 8:30 到午夜 12 点之间（以航班实际落地时间为准），在纽约
三大机场（JFK, EWR 和 LGA）提供免费接机，并在皇后区法拉盛与曼哈顿唐人街提供集合上车点
服务！（法拉盛集合时间为 9:30AM–5PM，曼哈顿集合时间为 9:30AM–6PM）
II.美国国内航班抵达后的程式是：下机→前往航班行李转盘→见到导游→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
乘最近一班车辆离开机场。
III.国际航班抵达后的程式是：下机→护照检查→提取行李→海关检查→见到导游→导游安排您与
其他团员共乘最近一班车辆离开机场。
IV. 参团贵宾如在上述时间外或需要专车接机服务费用为$120 （涵盖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
一位加多 10 美元）。
第一日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您的航班抵达时间为准。
当日免费接机/接送，未含服务费$10/每人。
抵达纽约，国内航班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等候 （除 JFK 七号航站楼旅客在出口处等待外），国际
航班在乘客出口处等候。
1. 下午 17:00 前抵达 JFK 和 LGA 的贵宾，将会先被接到车水马龙的法拉盛，这裡是纽约第四大商
业区，也是三十多年来在美华人奋力打造出的文化中心。您可以亲眼目睹美国移民政策的成就，
体验各方地道美食，京沪川粤江浙云贵湘鲁东北等风味应有尽有，超市和商店裡更是琳琅满目。
我们在其中心地带设立了贵宾接待中心，提供免费行李寄存和 WIFI。我们将根据当日游客数量和
航班抵达的时间，适时安排大家回酒店休息。
2. 中午 12:00PM 前抵达 EWR 机场的客人，可享受免费前往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购物。
下午 17:00 点后抵达 JFK 或 LGA 的客人以及 14 点后抵达 EWR 的客人， 将直接送往酒店。
3. 如果您第一日无需机场接机，可选择如下参团地点，请在报名时备注：
- 9:30-17:00 抵达法拉盛：36-36 Prince St, 3rd fl, unit#306A, flushing ny, 11354。
- 9:30-18:00 抵达曼哈顿中国城： 87 Bowery, Ste 201，New York, NY 10002。
自费项目 1：纽约早游
• 限于 JFK&LGA 机场在 9:00AM 前拿到行李见到导游，或 9:30 之前抵达法拉盛参团地点的客人，
就可以选择参加纽约早游。

• 提前预定保证有位，成人$25/人；12 岁以下儿童$15/人。（如若因航班延误或个人原因，未能
在 9:00AM 前见到导游，将视为自动放弃）。
• 行程安排: 布鲁克林 DUMBO 区（20 分钟）→麦迪森广场&熨斗大厦（外观，20 分钟）→华盛
顿广场&纽约大学（15 分钟）
自费项目 2：纽约夜游
• 无论您抵达哪个机场，只要在下午 16:30 前拿到行李见到导游，或在 16:30 之前抵达法拉盛/唐
人街参团地点，就可以选择参加物超所值的曼哈顿夜游。
• 成人售价$25/人，12 岁以下小童$15/人。
• 行程安排： 前往洛克菲勒中心（15 分钟）→ 时代广场（30 分钟）→ 新泽西观景点（15 分钟）
上午
纽约早游 New York Morning Tour
首先前往布鲁克林的 DUMBO 区，位于纽约东河岸，如今的 DUMBO 是一个充满艺术活力的区。
而沿着河岸的布鲁克林公园，更是拥有观看纽约下城天际线及布鲁克林桥和曼哈顿大桥的绝佳视
野，那些刻意保存的石板路、红砖牆，和网红旋转木马让这裡充满韵味。随后前往熨斗大厦，这
裡是曼哈顿最美丽、以及最有趣的大厦之一，其位于第 22 街和第 23 街之间，以及百老汇和第五
大道的交界路口。整座大厦如同一个熨斗般，尖头指向着名的麦迪森广场。最后来到华盛顿广场
公园，最吸引眼球的便是形似凯旋门的石拱门，这个场景出现在众多美国影视剧中。公园内的大
型喷泉周围经常会有艺术家在此表演或创作，而着名的纽约大学就是围绕着广场。
晚上
纽约夜游 New York Night Tour
首先前往洛克菲勒中心是洛克菲勒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拥有的建筑群，也是标志着装饰艺术
风格建筑的地标物，其意义的重大，早就超过建筑本身了。之后感受时代广场的夜晚，这裡车水
马龙，广场两侧的霓虹灯与大楼的灯交织着，置身其中才能真正的领略到不夜城的无限魅力。最
后前往新泽西观景点为我们解决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小小遗憾，这裡是一
个绝佳的欣赏曼哈顿天际线观赏点，领略北美第一大都市夜晚的缤纷多彩。
晚上 酒店：Radisson Hotel Piscataway-Somerset；或 Hilton East Brunswick；或 The
Heldrich Hotel；或 Hotel Executive Suites；或 同级；

Day 2

纽约市区游

全天
纽约许多区域和地标为人们所熟知，一天内游览整个纽约市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我
们专门为您精心设计的行程：在导游的带领与简介下，通过参观多个着名的地标建筑，让您瞭解
更多关于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行程安排：

纽约三一教堂（外观） → 华尔街（25 分钟）→ 华尔街铜牛（拍照留念）→ 世贸大厦（自费，70
分钟）→ 自由女神环岛游船（自费，60 分钟）→ 无畏号航空母舰 （自费，60 分钟）→ 时代广
场（20 分钟）→ 杜莎夫人蜡像馆（自费，50 分钟）→ 大都会博物馆（自费，100 分钟）
行程中途经：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贸遗址等
上午
纽约三一教堂 Trinity Church New York
纽约三一教堂是圣公会纽约教区的一座古老的堂区教堂，矗立于高楼林立的华尔街，曾在十九世
纪作为欢迎船只进入纽约港的灯塔。这座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在摩天大楼的环绕下显得格外醒目，
教堂里的一小片墓园静谧安详。
华尔街 Wall Street
纽约华尔街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一条大街的名字，长不超过一英里，宽仅 11 米。它是美国一些
主要金融机构的所在地。两旁是陈旧的摩天大楼，这条街上集中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
行等金融机构。开国元勋华盛顿是在华尔街上纽约股票交易所对面的联邦大厅宣誓就职的。
华尔街铜牛 Charging Bull
华尔街铜牛是美国华尔街的标志，是一座长 5 米，重 6.3 吨的铜牛塑像。华尔街铜牛是“力量和
勇气”的象徵，喻义着只要铜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
世贸中心观景台 One World Observatory
新世贸大厦中心一号楼，又名“自由塔”，坐落于 911 袭击事件中倒塌的原世界贸易中心的旧址。
1776 英尺的高度让新世贸成为美国最高、世界第三高的建筑物。此高度是为纪念 1776 年签署的
《美国独立宣言》而定的。宾客抵达时，大型视讯板会依序播放各种语言的欢迎致词，宾客的家
乡也会被特别标记在动态产生的世界地图上。体验名为「心声」的活动，聆听建造世界贸易中心
一号大楼工作人员叙述各自背后的故事。接着「地基」活动将让宾客近距离观察建筑物所屹立的
岩床。从全球欢迎中心，到让人有身临其境虚拟延时体验的宾客电梯，再到震撼人心的视频展示，
最后 360 度全方位观景的发现层。每一个细节都是参观此处的加分项。
自由女神环岛船 Liberty Cruise
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将光明带给七大洲、四大洋，象征着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崇高理想和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乘坐自由女神观光游船，与自由女神合影，同时欣赏哈德逊河两岸的风光与
曼哈顿下城区天际线。
下午
无畏号航空母舰 USS Intrepid
无畏号海、空暨太空博物馆展出包括无畏号航空母舰、USS Growler 号潜水艇以及各种军用战斗
机、武装直升机、海岸保卫救援直升机、高射炮和鱼雷。巨大的航母停靠在岸边，成为哈德逊河
边的一道亮丽风景。
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块繁华街区，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广场附近聚集了各
类商场和剧院，是繁盛的娱乐及购物中心。大量耀眼的霓虹灯、以及电视式的电子广告萤幕，已
经成为象徵纽约的标志。走近时报广场，体会这裡你的喧嚣与繁华。
纽约杜莎夫人蜡像馆 Madame Tussauds New York
杜莎夫人蜡像馆是全球顶级的蜡像馆之一，由英国蜡制雕塑家杜莎夫人创立。纽约展馆所展出的
各界人物的塑像生动逼真，展厅布置也非常具有美国风格。博物馆各蜡像不设玻璃罩，没有围栏，
可以近距离和喜爱的“人”亲密接触及合影。杜莎夫人蜡像馆中展出的蜡像的头发都是由真人头
发精心打造布置的，而一部分他们所穿着的衣服是由明星本人使用过，后来捐赠给博物馆的，很
多衣服都是价格昂贵，只能干洗。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坐落于环境优美的中央公园旁，与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并称世界三大博物
馆。这里凝聚了世界六千年的绚烂文明，汇集了人类最精华的艺术瑰宝。庞大的面积为展览提供
足够大的想像空间，造就了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特色——重现。它不仅仅是将展品一件件摆在橱
窗里让人远观，而是将它们集中在一起，重塑成原貌的神庙、厅堂、卧室，参观者身在其中，身
临其境，这种临场感犹如时空倒转，令人印象深刻。馆内珍藏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珍品逾二百万
件。
晚上 酒店：Radisson Hotel Piscataway-Somerset；或 Hilton East Brunswick；或 The
Heldrich Hotel；或 Hotel Executive Suites；或 同级；

Day 3

费城 - 汽车 - 华盛顿特区（冬季/夏季）

全天
早晨，我们会前往美国国家的诞生地 - 费城，这座被称为兄弟有爱之城是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
义的城市之一。随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DC，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最高法院
均设在这裡，它也拥有众多博物馆，是着名旅游胜地。
行程安排：
（夏季：由华盛顿游船开启开始）
费城 →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外观独立宫，外观自由钟（20 分钟）→ 费城双层巴士（自费，60 分
钟）→ 华盛顿特区 → 国会山庄全景深度游（自费，120 分钟，包括入内国会大厦，专业讲解员深
度讲解，导游全程陪同参观；外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国会图书馆） → 白宫（外观，20 分钟）
→ 林肯纪念堂、韩战纪念广场、越战纪念墙（40 分钟）→ 首都观光游船（自费，60 分钟）
行程中途经：杰弗逊纪念馆，华盛顿纪念碑，二战纪念碑等
特殊说明：
1. 首都观光游船通常在 1-3 月关闭。

2. 如遇国会大厦关闭将改为外观。华盛顿国会大厦入内参观开放日期：全年星期一到星期六开放，
星期日关闭。其他关闭日期：美国感恩节（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圣诞节（12 月 25 日），
新年元旦（1 月 1 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日。
（冬季：由华盛顿游船关闭开始）
费城 →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外观独立宫，外观自由钟（20 分钟）→ 费城双层巴士（自费，60 分
钟） → 华盛顿特区 → 国会山庄全景深度游（自费，120 分钟，包括入内国会大厦，专业讲解员
深度讲解，导游全程陪同参观；外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国会图书馆） → 白宫（外观，20 分钟）
→ 林肯纪念堂、韩战纪念广场、越战纪念墙（40 分钟）
行程中途经：杰弗逊纪念馆，华盛顿纪念碑，二战纪念碑等
特殊说明：
1. 首都观光游船通常在 1-3 月关闭。
2. 如遇国会大厦关闭将改为外观。华盛顿国会大厦入内参观开放日期：全年星期一到星期六开放，
星期日关闭。其他关闭日期：美国感恩节（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圣诞节（12 月 25 日），
新年元旦（1 月 1 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日。

上午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在位于费城的国家独立历史公园裡，可以看到绿树环抱的独立广场，高高耸立的乳白色钟塔，还
有着站立在草坪上开国群英的铜像，这裡的整体氛围使人感到庄严肃穆。
费城独立宫 Independence Hall
独立宫位于费城城区，是一座两层旧式红砖楼房，乳白色的门窗和乳白色的尖塔，正屋和塔楼之
间镶嵌着一座大时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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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城自由钟 Liberty Bell
费城独立宫外的草坪西面矗立着一座小纪念馆，举世闻名的自由钟就安放在其中。它是费城市的
象徵，更是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徵，也是美国人的骄傲。自由钟在美国历史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下午
费城双层观光巴士 Philadelphia Double Decker Tour
乘坐具有伦敦风格的双层敞篷巴士，您将在顶层拥有无障碍的视觉体验，一览无余的俯瞰整个城
市。同时，巴士将提供独特的视角让您发现不一样的费城。行程中，我们将途径市政厅、费城历
史博物馆等知名景点，轻松打卡更舒适~
国会山庄全景深度游 U.S. Capitol In-depth Tour
作为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拥有着众多标志性的政治文化景观，如国会大厦，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等。在国会山庄全景深度游中，我们将入内华盛顿特区的几何中心——国会大厦，由专业讲解

员带领参观，行走在华丽精美的国会走廊，聆听每一幅壁画和每一座雕像背后的故事，深度了解
为什么这里是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最高象征。
白宫 The White House
白宫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办公和居住之地，也是美国政府的代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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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纪念堂 Lincoln Memorial
林肯纪念堂是一座通体洁白的古希腊神殿式建筑，为纪念美国第 16 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而建，被
视为美国永恆的塑像和华盛顿的标志。这裡也是追求和平民主的最着名集会地，马丁·路德·金就在
这裡发表了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于越战，朝鲜战争纪念碑缅怀逝去的先烈；由林璎设计的越
战纪念碑上刻着烈士的名字，简单而感人，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则描绘了战争的紧张和壮烈。
首都观光游船 DC Sightseeing Cruise
从华盛顿最老的港口马丽娜出发进入波多马克河，200 多年前的主要入口处观看 DC 的最美丽的景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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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神秘机构等等。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Harrisburg/Hershey；或 Crowne Plaza Harrisburg Hershey；或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或 Four Point By Sheraton York；或 同级；

Day 4

康宁 - 汽车 - 尼亚加拉

全天
前往世界 500 强企业康宁的总部，参观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馆，欣赏现场制作玻璃表演技术。
午餐后，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瀑布国家公园，眺望「美国瀑布」，「马蹄瀑布」及「新娘
面纱瀑布」。水势一泻千里，雷霆万钧，亲身体验那份磅礡的气势，尤如万马奔腾。我们将在瀑
布进行一系列活动，瞭解瀑布的前世今生。
行程安排：
（夏季：由雾中少女号观瀑船开启开始）
康宁玻璃中心（自费，90 分钟）→ 尼亚加拉瀑布公园 → 瀑布 IMAX 电影（美境）（自费，30
分钟）→ 雾中少女号观瀑船（自费，30 分钟）→尼亚加拉瀑布夜景游（自费，90 分钟，一园两
岛三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公园丨公羊岛、月亮岛丨马蹄瀑布、新娘面纱、美国瀑布）
特殊说明：
1. 雾中少女号观瀑船开放时间通常为 4 月下旬至 11 月初，视冰面情况而定。
2. 尼亚加拉深度游（包含漩涡公园+战争古堡+瀑布 IMAX 电影）为打包自费项目，价格详见自费
列表。

（冬季：由雾中少女号观瀑船关闭开始）
康宁玻璃中心（自费，90 分钟）→ 尼亚加拉瀑布公园 → 瀑布 IMAX 电影（美境）（如时间允许，
自费， 30 分钟）→ 尼亚加拉瀑布夜景游（自费，90 分钟，一园两岛三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公园
丨公羊岛、月亮岛丨马蹄瀑布、新娘面纱、美国瀑布）
特殊说明：
1. 尼亚加拉深度游（包含漩涡公园+战争古堡+瀑布 IMAX 电影）为打包自费项目，价格详见自费
列表。

上午
康宁玻璃中心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享誉中外的康宁玻璃中心位于纽约上州的一个别具格调、古色古香的小城康宁。别看它城市规模
不大，却是美国玻璃工业的中心。康宁的玻璃、瓷器在美国的地位就像景德镇瓷器在中国的地位
一样，在世界上也是闻名遐迩。康宁玻璃中心可以说是魔幻的玻璃世界。康宁玻璃中心约有 10 万
件左右的玻璃精品及艺术凋刻玻璃展示，这些精致的玻璃制品，或七彩灿烂，或晶莹剔透，令人
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玻璃中心既是一所玻璃博物馆，又是玻璃强化和玻璃器皿、工艺品的制作
工厂,还是一所商店，出售玻璃，水晶制品，如太阳镜、项链、别针等。
下午
瀑布 IMAX 电影（美境）IMAX Movie (U.S. side)
电影讲述瀑布的雄伟，壮观，你会听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电闪雷鸣的刺激效果，彷佛身临其境，而
且绝对不会“湿身”，电影将场景拉回到欧洲人初登上美洲大陆时发现的自然奇迹。瞭解那些挑
战了大瀑布的冒险者，看过本片才算是真正到过了尼加拉瀑布。
雾之少女号观瀑船 Maid of The Mist
雾中少女号瀑布游船始终是尼加拉瀑布最有名的玩乐方式，穿上薄薄的雨衣，搭上那艘双层游船，
最刺激的瀑布之旅便展开了。雾中少女号会从河岸一路勇勐地驶向瀑布，并进入瀑布的马蹄形中
转圈，丰沛的河水有如万马奔腾向你扑来，就在一片朦胧水花中，你可以亲身感受瀑布的气势和
威力。脱离暴风圈之后的雾中少女号，有如历劫归来的小船，天气晴朗时，太阳光和水气交织出
又长又美的彩虹，投射在名副其实的“彩虹大桥”前。
尼亚加拉瀑布夜景游 Niagra Falls Night Tour
行程中我们将前往【一园两岛三瀑布】，深入尼亚加拉大瀑布公园，近身观赏种类繁多的奇花异
木；置身两岛——公羊岛和月亮岛，多角度欣赏雷神之水的壮阔；三大瀑布一网打尽——马蹄瀑
布、新娘面纱瀑布和美国瀑布，感受大自然的磅礴气势。

晚上 酒店：Adam's Mark Buffalo；或 Radisson Hotel Niagara Falls-Grand Island；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Buffalo - Amherst；或 同级；

Day 5

纽约上州 - 汽车 - 波士顿

全天
离开酒店，沿着伊利运河的方向，横跨纽约上州，感受到美国的辽阔，傍晚抵达波士顿。
行程安排：
酒店 → 尼亚加拉深度游（自费，120 分钟。含漩涡公园（15 分钟），尼亚加拉战争古堡（60 分
钟））→ 尼亚加拉喷气快艇（自费，60 分钟）→ 波士顿→酒店
特殊说明：
1. 不参加尼亚加拉深度游的朋友，可以选择在瀑布公园自由活动。
2. 尼亚加拉喷气快艇的出航会根据具体天气情况作出调整，如遇暴风雨雪、尼亚加拉河水面结冰
以及各种恶劣天气状况会暂停出航。尼亚加拉喷气快艇处于安全考虑，儿童须满 4 周岁以上才可
参加。
3. 如果当天日光情况允许，将进入波士顿市区游览部分市区景点。
4.尼亚加拉深度游（包含漩涡公园+战争古堡+瀑布 IMAX 电影）为打包自费项目，价格详见自费
列表。
上午
尼亚加拉深度游 Niagara In-Depth Tour
这个既壮观又有历史价值的升级行程包括了两个景点：澎湃的漩涡公园和美国的历史地标—战争
古堡。尼亚加拉漩涡深 125 英尺，它在 7500 年前被水侵蚀而形成的，在公园的角度看下去是非
常的壮观；战争古堡是一个富有历史价值的景点，在美国独立以前已经存在于安大略湖通往伊利
湖的尼亚加拉河河口，所以它在当时的印第安和法国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和英美战争中担当
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背后就是一望无际的美国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
尼亚加拉喷气快艇 Niagara Falls Jetboat
这趟快艇之旅被誉为“水上法拉利”，惊险刺激的同时可饱览美加两岸的美景。将带领游客进入
尼亚加拉河下游，在水流湍急的尼亚加拉河上逆流飞驰。即使在冬天也风雨无阻，全程又刺激又
平稳，适合所有年龄段人士乘坐，让参与此项目的游客对此赞不绝口。
晚上 酒店：DoubleTree by Hilton Boston North Shore；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Wakefield Boston Hotel；或 Radisson Hotel & Suites Chelmsford-Lowel；或 同级；

Day 6

波士顿 - 汽车 - 家园

全天
剑桥市是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所在地，留影于闻名世界的谎言雕像－哈佛雕像。而
与之接让的波士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乘坐观
港船，从水上游览不一样的波士顿港。并在昆西市场感受波士顿古老的文化遗产，购买纪念品与
品尝地道美食。

行程安排：
波士顿龙虾餐（自费，60 分钟）→ 剑桥市 → 哈佛大学校园深度游览（自费，60 分钟）→ 麻省
理工学院（途经）→ 波士顿市区乘车游览观光 → 波士顿观港船（自费，60 分钟）→ 昆西市场
（50 分钟）→ 分车送机
波士顿市区乘车游览观光途经：波士顿三一大教堂，汉考克摩天大楼，波士顿公园，天鹅湖公园，
普天寿大楼，波士顿图书馆，远眺金色圆顶的州议会大楼
特殊说明：
1. 此行程可选择波士顿机场离团，节省返回纽约的时间，行程更轻松。
2. 圣诞节（12/25/2020）及新年（01/01/2021）没有哈佛校园深度游，将在导游带领下走访哈
佛校园
全天
哈佛大学校园深度游览 Harvard Campus Tour
哈佛校园深度游是由富有领导魅力的哈佛大学学生带领的。灵活而博学的学生们，以完善的脚本，
以及自己的故事，为您带来具有娱乐性和启发意义的关于他们母校的故事。纽约时报赞誉我们的
游览为“戏剧性的哈佛历史”。著名的游记作家 Paul Wade，将我们的游览列为在“美国必须要
做的 50 件事”之一。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麻省理工学院位于剑桥市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力，是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大学。领略全美顶尖理工院校的魅力。
波士顿三一教堂 Trinity Church Boston
教堂毗邻由贝聿铭设计的约翰汉考克大楼，高达 26 公尺的尖塔是最显着的特徵，玫瑰色砂岩的外
观与铜凋大门让它风风光光。三一教堂于 1885 年被选为美国十大建筑，一百年后再次评为全美十
大建筑。
波士顿观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从水上游览波士顿，见证这里的历史，人物，遗址，故事以及其他的许许多多 - 波士顿拥有着这
一切。波士顿港是西半球最古老的不断活跃的海港。在欧洲人到达四千年之前，土著人民将麻塞
诸塞州湾作为繁忙的交易区域。欧洲麻塞诸塞湾殖民地建成后，海港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波士
顿港邮船向乘客展现了这样一个迷人的城市。徜徉于平静的港湾, 极目远眺，城市的建筑物在天空
的映衬下挺拔壮阔。
波士顿昆西市场 Quincy Market
昆西市场是波士顿着名的旅游景点和购物景点。1822 年波士顿的商业活动超出了法纳尔大厅所能
负荷的极限，向外扩张进而形成了如今昆西市场。昆西市场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罗马式建筑风格，
大型圆柱和标志性的三角式的屋顶、前后门的经典罗马凋刻大门以及花岗岩建材与现代美式风格

的矩形玻璃，成功地将古典美与现代美合二为一。市场旁边两座建筑分别叫南市和北市，荟萃了
各种小商店，在这裡绝对可以淘到各种波士顿小纪念品。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行程中交通费用（使用车辆类型根据当日具体参团人数决定，7 座商务，14 人座高顶/中巴，或
55-61 座巴士）；
2.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中英文服务人员（司机/导游）。

费用不含
1.餐饮（导游只负责安排。关于早餐：一般导游会在第 1 个景点附近安排您吃早餐或者提早 1 天
通知您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餐）；
2.行程中需要的机票，渡轮，部分景区/国家公园内的游览交通费用；
3.景点门票费用（门票价格时常波动，不再另行通知。门票建议支付现金，在导游处统一购买）；
4.服务费（每人每天支付 US$10，儿童及占座婴儿均按成人标准支付）；
5.酒店房间内私人费用（洗衣费，电话费等）；
6.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价格说明
成人：
$25.00；
老人（65+

纽约早游 NYC Morning Tour

岁）：
$25.00；
儿童（3-12
岁）：
$15.00；

纽约夜游 NYC Night Tour

成人：
$25.00；

描述

老人（65 岁以
上）：
$25.00；
儿童（12 岁以
下）：
$15.00；
成人：
$39.00；
世贸中心观景台 One World

老人(65+岁)：

Observatory

$36.00；
儿童(6-12 岁)：
$32.00；
成人：
$29.00；

自由女神环岛游船 Liberty Cruise

老人(65+岁)：
$24.00；
儿童(3-12 岁)：
$17.00；
成人：
$25.00；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老人(65+岁)：

Museum of Art

$17.00；
儿童(12 岁以
下)：$0.00；
成人：
$25.00；

纽约杜莎夫人蜡像馆 Madame

老人(65+岁)：

Tussauds New York

$25.00；
儿童(3-12 岁)：
$23.00；
成人：
$33.00；

无畏号航空母舰 USS Intrepid

老人(65+岁)：
$31.00；
儿童(5-12 岁)：

$24.00；
成人（13+
岁）：
费城双层观光巴士游 Philadelphia
Double Decker Tour

$36.00；
老人(65+岁)：
$34.00；
兒童 (3-12
岁)：$20.00；
成人：
$28.00；

国会山庄全景深度游 U.S. Capitol
In-depth Tour

老人（65 岁
+）：$28.00；
儿童（12 岁以
下）：
$28.00；
成人：
$26.00；

首都观光游船 DC Sightseeing

老人(65+岁)：

Cruise

$23.00；
儿童 (3-12
岁)：$18.00；
成人：
$20.00；

康宁玻璃中心 Corning Museum

老人(62 岁以

of Glass

上)：$17.00；
儿童(17 岁以
下)：$0.00；
成人（12+）：

尼亚加拉瀑布夜景游 Niagra Falls
Night Tour

$30.00；
兒童（012）：
$25.00；

尼亚加拉风景深度游 Niagara

成人：

包含漩涡公园+尼亚加拉战争古堡+

Scenic In-Depth Tour

$45.00；

尼亚加拉 IMAX 电影

老人(65+岁)：
$43.00；
儿童(3-12 岁)：
$35.00；
成人：
$69.00；
老人(55+岁)：
尼亚加拉喷气快艇 Niagara Jet

$69.00；

Boat Tours

儿童 (12 岁及以
下，至少 40 英
吋高)：
$59.00；
成人：
$19.25；

雾中少女号观瀑船 Maid of the

老人(65+岁)：

仅在 4 月底至 11 月初开放，视当

Mist Boat Tour

$19.25；

地天气情况而定！

儿童(6-12 岁)：
$11.20；
成人：
$14.00；
哈佛大学校园深度游 Harvard

老人(65+岁)：

University In-Depth Tour

$14.00；
儿童 (3-12
岁)：$12.00；
成人：
$32.00；

波士顿龙虾餐 Boston Lobster

老人(65+岁)：

Dinner

$32.00；
儿童(12 岁以
下)：$32.00；
成人：

波士顿观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老人(65+岁)：
$20.00；
儿童(3-11 岁)：

哈佛大学校园深度游将在圣诞节
（12/25）&新年（1/1）当天关
闭，无法参观游览。

$17.00；
成人：$16 美东地区自助餐/团餐
Buffet/Group Meal

$22；
儿童（12 岁以
下）：$10 -

实际价位和是否会产生此费用根据
不同区域而定。

$15；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退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景点门票费用
退还，报名团费不退还；
2. 取消条款如下：
a.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 10 日 (不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团费不扣，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
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b. 在出发前 7 日 (不含) 至 10 日 (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 50% 团费，其他加定酒店或服
务需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c.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 7 日 (含) 至出发当天要求取消或出发当日末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
论，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d. 如贵司或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参加
行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预订须知
1.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2. 在行程实际出行中，导游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景点游
览顺序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3. 如遇景点临时关门、节假日休息。导致该景点无法参观，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外观或以
其他景点代替以保证行程的丰富性。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如您坚持使用自带门票，我司
将不再提供旅行当日全天交通、导游等服务，需您自行安排。

5. 如因特别情形(如天气、修路、罢工、封山、旅游车特殊状况)造成车辆晚点，敬请见谅。
6. 此行程需要与其他游客同乘车辆，为保证团上游客权益，出发时请提前到达上车地点候车，景
点游览与集合时间请配合工作人员安排，避免出现超时而需个人额外支付费用的情况发生。
7. 团体需一起活动，途中若需离队，请务必征得导游同意，以免发生意外。
8. 参团客人需自备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时所需要的相关证明和材料，如若游客被拒绝入境，我司
将不提供免费送客服务。
9. 非免费接机时间段可提供付费接机（具体时间参考行程第一日）。
10. 免费/付费接机皆不含接机服务费。
11. 凡享受买二送一/买二送二优惠的客人，如提前取消，我们会按照取消条款来操作。若未提前
取消，且在出团当日未参团，我们将以现金的方式额外收取两人入住价格的 50%作为罚金。
12. 客人抵达机场后，国内航班乘客在行李提取处等候；国际航班乘客在航班出口处等候。
13. 接机紧急联係电话: (美国免费电话) 1-866-585-8747， (中国电话) 86-1863-513-4156.
14. 酒店安排会因季节有所改变， 如需要团上酒店资讯，请在团上与导游确认。
15. 为普及旅游安全知识及旅游文明公约，使您的旅程顺利圆满完成，特制定 《游客参团须知》
（点击蓝色字体查看），请您认真阅读并切实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