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尼亞加拉瀑布 6日遊
探索三大州立公園：尼亞加拉瀑布公園+旋渦公園+尼亞加拉古堡公園

產品資訊
團號

APNFRN6

出發城市

紐約市 New York -NY
費城 Philadelphia、華盛頓

目的地城市

紐約市 New York -NY

途經地點

D.C. Washington
D.C.、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行程天數

6天5晚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690 / 人

兩人入住：$49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720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056

房間數:1;遊客數:1;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1 x 690 = 690

基礎價格:2 x 498 = 996

【6天】燃油附加費:1 x 30 = 30

【6天】燃油附加費:2 x 30 = 60

三人入住：$462 / 人

四人入住：$444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476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896

房間數:1;遊客數:3;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3 x 462 = 1386

基礎價格:4 x 444 = 1776

【6天】燃油附加費:3 x 30 = 90

【6天】燃油附加費:4 x 30 = 120

出發班期
11/01/2021-04/30/2022：週三、週四
04/30/2022-06/28/2022：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六、週日
06/29/2022-09/02/2022：天天出發
09/03/2022-10/30/2022：週三、週四、週六、週日
加開日期：05/27/2022、10/07/2022

產品特色
【安全出行】全程車輛定時消毒，專業司導貼心服務，遊玩更放心。

【玩轉紐約】打卡超火網紅地、品嘗特色網紅美食，全景視角探索大蘋果。

【精選美東】濃縮美東名城精華景點，感受兩個首都的魅力，深度體驗美國歷史文化。

【自然奇跡】尼亞加拉瀑布體驗深度活動，感受大瀑布的磅礴氣勢。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接機】紐瓦克國際機場 EWR；
您可以自行乘坐酒店提供的shuttle或自行打車前往酒店辦理入住，我司提供付費接機服務，費用為$120
/單程（涵蓋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10美元）。
【接機】肯尼迪國際機場 JFK；
免費接機時間：9:00-21:00（此時間為拿到行李後與工作人員匯合的時間）
【接機】拉瓜迪亞機場 LGA；
免費接機時間：9:00-21:00（此時間為拿到行李後與工作人員匯合的時間）
法拉盛集合點（Prince St）；詳細地址： 37-20 Prince St Flushing Suite 2E Flushing NY 11354；
集合時間为9:30–17:00
18:30出發，曼哈頓：唐人街90 Bowery；詳細地址：90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離團地點
紐約法拉盛；詳細地址：37-20 Prince St, Suite 2E, Flushing, NY 11354；
【付費送機】紐瓦克國際機場 EWR；
收费标准：前两人$120 /趟，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10。
請預定19:00以後起飛的航班。
【送機】肯尼迪國際機場 JFK ；
請預定19:00 後起飛的航班

【送機】拉瓜迪亞機場 LGA；

請預定19:00 後起飛的航班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紐約市

全天
接機信息：
1. 免費接機時間：9:0021:00（此時間為客人拿到行李後在取行李處和我司工作人員匯合時間），在紐約兩大機場（JFK,
LGA）提供免費接機，並在皇后區法拉盛與曼哈頓唐人街提供集合上車點服務！（法拉盛集合時間為9:30–
17:00，曼哈頓集合時間為18:30）
2.
美國國內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前往航班行李轉盤→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一班車
輛離開機場。
3.
國際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護照檢查→提取行李→海關檢查→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
一班車輛離開機場。
4. 參團貴賓如在上述時間外或需要專車接機服務費用為$120
/單程（涵蓋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10美元）。
5.
紐瓦克國際機場（EWR），您可以自行乘坐酒店提供的shuttle或自行打車前往酒店辦理入住，我司提供付費接
機服務，費用為$120 /單程（涵蓋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10美元）。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准。
當日免費接機/接送，未含服務費$12/每人。
抵達紐約，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候
（除JFK七號航站樓旅客在出口處等待外），國際航班在乘客出口處等候。

晚上
酒店：Crowne Plaza Newark Airport 或 同級

Day 2

紐約網紅打卡一日遊

全天
聽過了太多紐約的故事，而這些故事裡有步履匆忙的紐約客，有聞名遐邇的藝術建築。也許你登頂了高聳入雲

的摩天建築，見過了高舉火炬的魅力女神，走進了多金的金融街。但是你更想聽一聽那些你見過或者聽過卻不
知道怎麼去到的地方。所以不要猶豫，跟隨我們的腳步，一起尋找另一面的紐約。

行程安排：
時代廣場 → 中央車站（入內，20分鐘）→ 紐約公共圖書館（入內）+布萊恩特公園+藍瓶咖啡（自費）+Lady
M蛋糕（自費）（40分鐘）→ 中央公園（20分鐘）→ 羅斯福島深度游（自費，40分鐘，含纜車單程車票）→
布魯克林DUMBO藝術區（70分鐘）→
網紅懸浮公園+星巴克烘焙體驗店+切爾西市場+高線公園+自費午餐（80分鐘）→ 哈德遜園區
Vessel（外觀，10分鐘）→ 返回時代廣場

上午
時代廣場 Times Square
時代廣場是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一塊繁華街區，被稱為“世界的十字路口”。廣場附近聚集了各類商場和劇院，
是繁盛的娛樂及購物中心。廣告的商業金融氣息與高科技藝術手段在這裡得到完美的統一，夜晚耀眼的霓虹燈
反映了曼哈頓強烈的時尚都市特性。走進時代廣場，四周都是色彩絢爛的看板和身懷絕技的街頭藝人，耳邊充
斥著各種商品的廣告語、歌曲MV，震撼著每個人的心靈。事實上人們早已流傳如斯：不到紐約算不上到過美國
，不到時代廣場算不上到過紐約。

紐約中央火車站 Grand Central
這裡是世界知名的車站之一，也是眾多電影和美劇熱衷的拍攝場景之一，《黑衣人》《絕地戰警》《教父》《
緋聞女孩》《復仇者聯盟》等都曾在這兒取景。氣勢恢宏的大理石裝飾、拱形玻璃窗、吻別室(Kissing
Room)、四面鐘、上帝視角的星空穹頂，讓您目不暇接，與導遊一起探索中央火車站的秘密吧。

紐約公共圖書館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富麗堂皇的紐約公共圖書館門口有莊嚴肅穆的雄獅雕塑，走上大理石臺階穿過走廊進入到古堡一般的圖書館內
部，大廳裡漂亮的大理石石柱和牆壁展示著她低調華麗之美。圖書館館藏豐富，圖書、期刊、手稿、圖片等共1
647萬冊。頗具古典氣息的圖書館也是影視作品中的常客，《博物館奇妙夜》、《後天》、《蜘蛛俠》等都曾在
這裡取景。

布萊恩特公園 Bryant Park
布萊恩特公園建於1884年，為紀念詩人及編輯威廉·克林·布萊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布萊恩特公園坐落在曼哈頓的核心腹地，是紐約金融精英的歇腳之地。在忙碌的都市中小坐片刻，體
驗紐約不一樣的魅力，這裡也是《欲望都市》《後天》《蒂凡尼早餐》《蜘蛛俠》等影視劇的取景地。

藍瓶咖啡 Blue Bottle Coffee
特立獨行的藍瓶咖啡由詹姆斯費裡曼首創，紐約第一家的藍瓶咖啡於2010年降生在布萊恩特公園對面。咖啡店

裡的一切井然有序，安靜、簡單、精確，費裡曼完美的方式一定要給所有人完美的體驗。

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中央公園是紐約知名的都市公園，是紐約市民的後花園，公園四季皆美，春天嫣紅嫩綠、夏天陽光璀璨、秋天
楓紅似火、冬天銀白蕭索。不論當地居民還是各地遊客，都被這座高樓林立中的世外桃源深深吸引。看似天然
的公園，其景觀實際上經過精心營造：內有數個人工湖、漫長的步行徑、兩個滑冰場、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
多處草地以及兒童遊樂場。

羅斯福島 Roosevelt Island
羅斯福島是一座細長型的島嶼，位於曼哈頓島嶼皇后區之間的東河。羅斯福島雖然面積不大，但卻有著獨特的
建築歷史。島上有數棟在風格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的建築，並也曾是許多重要都市規劃競圖和提案的目標基地。
而《蜘蛛俠》《金剛》也曾在此取景。

布魯克林DUMBO藝術區 "Down Under Manhattan Bridge Overpass"
位於紐約東河岸，如今的DUMBO是一個充滿藝術活力的區。而沿著河岸的布魯克林公園，更是擁有觀看紐約下
城天際線及布魯克林橋和曼哈頓大橋的絕佳視野，那些刻意保存的石板路、紅磚牆，和網紅旋轉木馬讓這裡充
滿韻味。

下午
懸浮公園 Little Island
于2021年正式向公眾免費開放的懸浮公園，一經開放就成為紐約網紅打卡的必去之處，這裡的設計小眾而清新
。支撐懸浮在哈德遜河上的公園是由132個不同高度的混凝土“鬱金香”支撐起來的，形成了2.4英畝的丘陵和蜿蜒
的小徑。整個小島大約有400種不同的樹木、灌木、地被和多年生植物，並至少有100種適合紐約氣候的不同喬
木。島上的每個角落都代表著不同的微小氣候，這取決於地形、日照和風環境。

切爾西市場 Chelsea Market
切爾西市場最初是由廢棄工廠改建而成，是一個集美食廣場和復古設計小店於一體的室內市集，是紐約最受歡
迎的市場之一。這裡有很多新奇好玩的禮品店，很適合選購手信。“去Chelsea
Market吃一次龍蝦”，已成為許多吃貨們來到紐約必吃list上的重要一站！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海鮮外，澳洲餡餅
、法國甜品、日式壽司和義大利霜淇淋等等都可以在琳琅滿目的集市找到。

高線公園 The High Line
高線公園是一個位於紐約曼哈頓中城西側的線型空中花園，全長1.45英里，是在貨運鐵路線的基礎上修建而成
。狹長的人行步道穿梭在高樓之間，兩旁佈滿了花草，漫步在步道上、躺在草坪上聊天看書或曬太陽都是在紐
約這座繁華都市中的片刻享受。

哈德遜園區 Vessel
位於Hudson
Yards景觀通廊、廣場中心和視覺焦點處的巨大構築物名為Vessel（容器），它是一個蜂窩狀的樓梯，網友們親
切的稱它為“大松果”。從不同角度欣賞建築都能發現獨特的美感，是您朋友圈打卡的絕佳地點。

晚上
酒店：Crowne Plaza Newark Airport 或 同級

Day 3

費城 - 汽車 - 華盛頓特區

全天
今天，我們將驅車前往友愛之城費城，參觀獨立歷史公園，見證美國獨立相關歷史。隨後前往美國的政治中心、首都華盛頓，白宮、國會、最
高法院均設在這裡，它還擁有眾多博物館，是著名旅遊勝地。

行程安排：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30分鐘）→ 國會大廈+聯邦最高法院+國會圖書館（外觀，120分鐘）→
白宮（外觀，30分鐘）→ 林肯紀念堂、韓戰紀念廣場、越戰紀念墻（45分鐘） → 華盛頓特區深度遊（自費）

華盛頓特區深度遊行程安排：空軍紀念碑（20分鐘，可以看到著名的五角大樓）→ 傑佛遜紀念堂（20分鐘）→
二戰紀念碑（20分鐘）→ 倒影池（20分鐘）

上午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費城這片土地，見證了美國的獨立和誕生。根據美國獨立戰爭的精神建造的國家獨立歷史公園裡包含了一些與
美國革命和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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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裡，可以看到綠樹
環抱的獨立廣場，高高聳立的乳白色鐘塔，還有著站立在草坪上開國群英的銅像，這裡的整體氛圍使人感到莊
嚴肅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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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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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特區夜遊 Washington D.C. Night Tour
華燈初上的夜晚，少了一份都市的喧囂，多了一份文化之都的寧靜。首先，我们將来到空军纪念碑，是由三根
八十多米長的弧形鋼柱組成，其設計靈感源自美國空軍“雷鳥”特技表演隊在特技表演時留在空中的三道白煙。
隨後到達泰鬥湖前瞻仰紀念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偉大理念的傑佛遜紀念堂。之后前往為紀念在二戰期間服役的1
600萬美國軍人而建的二战纪念碑，观赏夜晚的美麗景色同时可以眺望夜色中的林肯纪念堂。最後前往國會大廈
倒影池。

晚上
酒店：Springhill Suites Gaithersburg 或 同級

Day 4

康寧 - 汽車 - 尼亞加拉瀑布

全天
前往世界500強企業康寧的總部，參觀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欣賞現場製作玻璃表演技術。午餐後，前往
著名的沃特金斯峽谷。隨後抵達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覽瀑布國家公園，眺望「美國瀑布」，「馬蹄瀑布」及「
新娘面紗瀑布」。水勢一瀉千里，雷霆萬鈞，親身體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

行程安排：
康寧玻璃中心（自費，90分鐘）→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自費，60分鐘）→ 酒店 →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遊（自費，90分鐘）

溫馨提示：
1.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是夏天行程，在峽谷開放後執行，一般是每年4-10月。

全天

康寧玻璃中心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享譽中外的康寧玻璃中心位於紐約上州的一個別具格調、古色古香的小城康寧。別看它城市規模不大，卻是美
國玻璃工業的中心。康寧的玻璃丶瓷器在美國的地位就像景德鎮瓷器在中國的地位一樣，在世界上也是聞名遐
邇的。康寧玻璃中心可以說是魔幻的玻璃世界。康寧玻璃中心約有10
萬件左右的玻璃精品及藝術雕刻玻璃展示，這些精緻的玻璃製品，或七彩燦爛，或晶瑩剔透，令人眼花繚亂，
目不暇接。玻璃中心既是一所玻璃博物館，又是玻璃強化和玻璃器皿、工藝品的製作工廠,還是一所商店，出售
玻璃，水晶製品，如太陽鏡、項鍊、別針等。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沃特金斯峽谷位於美國的紐約州五指湖地區，這裡屬於層積岩地質，受冰川和溪流的侵蝕，形成了奇特的地貌
。沿著約兩英里的峽谷小徑共有十几掛瀑布。這裡有優良的峡谷步道，可以近距離欣賞的瀑布，令人賞心悅目
的自然風景，為遊客提供了絕佳的拍照勝地，被譽為“千年幽谷”。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遊 Niagara Falls Night Tour
行程中我們將前往【一園兩島三瀑布】，深入尼亞加拉大瀑布公園，近身觀賞種類繁多的奇花異木；置身兩島
——公羊島和月亮島，在黑夜中多角度的欣賞雷神之水的壯闊；三大瀑布一網打盡——
馬蹄瀑布、新娘面紗瀑布和美國瀑布，感受在七彩霓虹燈照射之下不同面貌的瀑布呈現的大自然的磅礴氣勢。
這時候，不要忘了拿起手中的相機與其合影一番。

晚上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Lockport 或 同級

Day 5

尼亞加拉瀑布 - 汽車 - 紐約

全天
今天我們將在瀑布進行一系列活動，驅車沿著尼亞加拉瀑布直至下遊的戰爭古堡，乘坐著名的霧中少女號遊船
，從水上及陸地上兩種視角瞭解瀑布的前世今生。最後我們將返回紐約。

行程安排：
尼亞加拉瀑布深度遊（自費，120分鐘，包含旋渦公園+古堡州立公園）→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自費，60分鐘）→ 霧中少女號瀑布觀瀑船（自費，40分鐘，關閉後行程將不再前往）→
尼亞加拉瀑布日景遊（30分鐘）→ 紐約

特殊說明：
1.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的出航會根據具體天氣情況和乘坐人數作出調整，如遇人數不足可能會暫停出航。出於安全

考慮，兒童須4周歲以上，身高40英寸以上才可以參加此項目。
2.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4月底10月對外開放（視河面冰凍情況而定），遊船關閉後，行程將不再前往該景點，具體關閉時間以景點實際通知
為准。

全天
尼亞加拉漩渦州立公園Niagara Whirlpool State Park
尼亞加拉漩渦深125英尺，它在7500年前被水侵蝕而形成的，
它位於尼亞加拉由西北流向突然向東北方向拐彎的地方，急促的河水在流向改變後回流，形成一個巨大的漩渦
。公園內很清靜，有燒烤爐和野餐桌，站在上面可以俯瞰下面的大漩渦，非常壯觀。公園內有一條小道可下到
穀底，可以乘衝鋒舟進入大漩渦體驗驚心動魄的場面。

尼亞加拉古堡州立公園 Old Fort Niagara State Park
戰爭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在美國獨立以前已經存在於安大略湖通往伊利湖的尼亞加拉河河口，所
以它在當時的印第安和法國的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和英美戰爭中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背後就是一
望無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 Whirlpool Jet Boat Tours
這趟快艇之旅被譽為“水上法拉利”，驚險刺激的同時可飽覽美加兩岸的美景。將帶領遊客進入尼亞加拉河下游
，在水流湍急的尼亞加拉河上逆流飛馳。即使在冬天也風雨無阻，全程又刺激又平穩，適合所有年齡段人士乘
坐，讓參與此項目的遊客對此讚不絕口。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霧中少女號是1846年以來，美國具紀念性意義的遊船之旅。在美國境內，沒有比這更好的方式體驗尼亞加拉大
瀑布。穿上藍色雨衣搭乘夢幻的霧中少女號遊船，親自體驗每秒200多萬公升的水量飛流直下產生的清新水霧、
洶湧起伏的巨浪、隆隆的瀑布轟鳴聲。作為獨一無二的遊艇船隊，在船長們的熟練指揮下，它們已在尼加拉峽
谷的浪濤中安全航行了100多年，並且搭載過上千萬名遊客直接進入朦朧水霧的深處。

晚上
酒店：Crowne Plaza Newark Airport 或 同級

Day 6

紐約市區游

全天
“如果你愛他，請帶他去紐約，因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請帶他去紐約，因為那是地獄。”電視劇《北京人

在紐約》中的這句臺詞，勾起了每個人對紐約的無限遐想。我們將穿過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細細品味紐約這
座世界第一大城市的繁榮與滄桑。

行程安排：
紐約三一教堂（外觀）→ 華爾街（25分鐘）→ 華爾街銅牛（拍照留念）→ 世貿中心觀景台（自費，70分鐘）→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自費，60分鐘）→ 無畏號航空母艦（自費，60分鐘）→ 時代廣場（20分鐘）→
大都會博物館（自費，100分鐘） →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自費，60分鐘）
行程中途經：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等

特別說明：
1. 如實際參團當日世貿中心觀景台關閉，行程將前往帝國大廈（自費，70分鐘）代替。
2. 如實際參團當日大都會博物館關閉，行程將前往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自費，100分鐘）代替。

上午
紐約三一教堂 Trinity Church New York
紐約三一教堂是聖公會紐約教區的一座古老的堂區教堂，在1976年被列入國家史跡名錄之一，矗立于高樓林立
的華爾街。這座哥特式風格的教堂在摩天大樓的環繞下顯得格外醒目，教堂裡的一小片墓園靜謐安詳。另外為
紀念教堂在9/11恐怖襲擊的受到的傷害，教堂旁有一個紅色樹枝形狀的藝術品，祈願和平。

華爾街 Wall Street
紐約華爾街是紐約市曼哈頓區南部從百老匯大道到東河邊一條大街的名字，長不超過一英里，寬僅11米，作為
美國的金融中心聞名於世。街道兩旁的摩天大樓是美國一些主要金融機構的所在地，這裡集中了紐約證券交易
所、聯邦儲備銀行、信託公司等，其中紐約股票交易所對面的聯邦大廳是開國元勳華盛頓的宣誓就職地。

華爾街銅牛 Charging Bull
華爾街銅牛是一座長5米，重6.3噸的銅牛塑像，是“力量和勇氣”的象徵，只要銅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每
天都有無數遊客爭著與銅牛合影，為祈求好運，銅牛也被摸得鋥鋥發亮。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乘坐自由女神環島遊船開啟一小時哈德遜河遊覽之旅，途中會看到曼哈頓天際線和哈德遜河兩岸風光，遠眺帝
國大廈和世貿大樓。遊船在自由女神像旁緩緩駛過，可以清楚的看見自由女神頭戴光芒四射的冠冕，高舉自由
火炬，手捧《獨立宣言》，宏偉矚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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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貿中心觀景台 One World Trade Center Observatory
新世貿大廈中心一號樓，又名“自由塔”，坐落於911襲擊事件中倒塌的原世界貿易中心的舊址。1776英尺的高度
讓新世貿成為美國最高、世界第三高的建築物，此高度是為紀念1776年簽署的《美國獨立宣言》而定的。賓客

抵達時，大型視訊板會依序播放各種語言的歡迎致詞，賓客的家鄉也會被特別標記在動態產生的世界地圖上。
體驗「心聲」的活動，聆聽建造大樓的工作人員敘述各自背後的故事；「地基」活動將讓賓客近距離觀察建築
物所屹立的岩床。從全球歡迎中心，到可以體驗虛擬延時的賓客電梯，再到震撼人心的視頻展示，最後360度全
方位觀景的發現層，每一個細節都是參觀此處的加分項。

或者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從好萊塢大片《金剛》到愛情文藝片《西雅圖不眠夜》，帝國大廈作為取景拍攝地，讓我們感受到紐約這座城
市的繁華、傳奇和浪漫。作為紐約的地標建築之一，它也是每個去紐約觀光的遊客必打卡之處！登頂帝國大廈
，漫步觀景台，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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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時代廣場 Times Square
時代廣場是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一塊繁華街區，被稱為“世界的十字路口”。廣場附近聚集了各類商場和劇院，
是繁盛的娛樂及購物中心。廣告的商業金融氣息與高科技藝術手段在這裡得到完美的統一，夜晚耀眼的霓虹燈
反映了曼哈頓強烈的時尚都市特性。走進時代廣場，四周都是色彩絢爛的看板和身懷絕技的街頭藝人，耳邊充
斥著各種商品的廣告語、歌曲MV，震撼著每個人的心靈。事實上人們早已流傳如斯：不到紐約算不上到過美國
，不到時代廣場算不上到過紐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坐落于環境優美的中央公園旁，與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並稱世界三大博物館。這裡凝聚
了世界六千年的絢爛文明，彙集了人類精華的藝術瑰寶。龐大的建築面積為展覽提供足夠大的空間，造就了大
都會博物館的一個特色——
重現。該館目前共有300萬件藏品，藏品有17個展覽部分，主要有埃及藝術、希臘羅馬藝術、東方藝術、西歐藝
術、伊斯蘭藝術、美國藝術等部分。整個博物館像是一顆時光膠囊，走訪於各層空間，不斷感受時空回溯的魅
力，瞻仰世界永垂不朽的文明。

或者
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洛克菲勒家族在曼哈頓城中建造的世界上最傑出的現代藝術收藏館之一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有許多
近當代的先鋒藝術展覽，涉及美術、建築、雕塑、電影、設計等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的館藏品包括梵古的《
星月夜》、畢卡索的《亞維農少女》、莫内的《睡蓮》、達利的《記憶的永恆》、愛德華•蒙克《呐喊》等等。
不僅如此，館中的庭院也十分漂亮，從館內巨大的透明落地窗望出去，現代時尚的花園坐落在摩天大樓之間，
別有一番風味。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館內包括有電影明星、體育明星、知名音樂家、歌唱家、具有影響力的世界領導人和歷史人物等。比如好萊塢
巨星安吉麗娜·朱莉與喬治·克魯尼，你可以上前與他們一起合照。還有強尼戴普，也可以假裝親吻他的臉。還可
以與愛因斯坦一起探討科學難題，與克林頓來個合影、和小布希握個手、和希拉蕊一起揮手打個招呼，更可以
坐在奧巴馬的橢圓形辦公室裡簽署美國憲法。
如果你的膽子夠大，不妨嘗試下這裡的鬼屋。最後在紀念品商店購買自己喜愛的Q版蠟像吧。

無畏號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這是一個停靠在86號碼頭的軍事和航海史博物館，展示了無畏號航空母艦和USS
Growler潛艇。無畏號曾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越南戰爭，作過反潛航母，參與過美國的太空計
畫，1986年獲評為美國國家歷史地標。無畏號的駕駛艙正對著高樓林立的曼哈頓區，從駕駛室的指揮艙看出去
，可以欣賞到曼哈頓別樣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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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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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含
1.餐飲（導遊將提供建議。關於早餐：一般導遊會在第1個景點附近安排您吃早餐或者提早1天通知您準備好第
二天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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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35.00
；

華盛頓特區深度遊 Washington D.C.

導遊根據行

In-depth Tour【LOCAL】

程安排

老人(65+歲)：
$35.00；
兒童 (312歲)：$25.00
；
成人：$20.00
；

康寧玻璃中心 Corning Museum of

導遊根據行

老人(62+歲)：

Glass

程安排

$17.00；
兒童(17歲以下
)：$0.00；
成人：$15.00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 Watkins Glen

導遊根據行

State Park

程安排

；
老人（65+歲
）：$15.00；
兒童（3-

描述

12歲）：$10.0
0；
成人（12+歲
）：$35.00；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遊 Niagara Falls

導遊根據行

Night Tour

程安排

老人（65+歲
）：$35.00；
兒童（012歲）：$25.0
0；
成人：$29.00
；

尼亞加拉瀑布深度遊 Niagara In-

導遊根據行

Depth Tour

程安排

老人（65+歲
）：$29.00；
兒童（3-

包含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
戰爭古堡

12歲）：$19.0
0；
成人：$25.25
；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導遊根據行

Boat Tour

程安排

老人(65+歲)：
$25.25；
兒童(612歲)：$14.75
；
成人：$65.00
；
老人（55+歲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 Whirlpool Jet Boat

導遊根據行

）：$65.00；

Tours

程安排

兒童（612歲，至少40
英吋高）：$4
0.00；
成人：$47.00

世貿中心觀景台 One World

導遊根據行

；

Observatory

程安排

老人(65+歲)：
$45.00；

僅在4月底至11月初開放
，視當地天氣情況而定！

兒童(612歲)：$35.00
；
成人：$25.00
；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導遊根據行

老人(65+歲)：

Museum of Art

程安排

$17.00；
兒童(12歲以下
)：$0.00；
成人：$43.54
；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導遊根據行

Tussauds New York

程安排

老人（65+歲
）：$43.54；
兒童（212歲）：$43.5
4；
成人：$48.00
；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老人（62+歲
）：$46.00；
兒童（612歲）：$42.0
0；
成人：$25.00
；

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Modern

導遊根據行

老人(65+歲)：

Art

程安排

$18.00；
兒童(16歲以下
)：$0.00；
成人：$33.00
；

無畏號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導遊根據行

老人(65+歲)：

程安排

$31.00；
兒童(512歲)：$24.00

備註：感恩節和聖誕節將
關閉。

；
成人：$30.00
；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 Liberty Cruis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老人（65+歲
）：$25.00；
兒童（12歲以
下）：$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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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 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
Si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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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P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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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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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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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