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亞加拉瀑布+萊奇沃思州立公園 3日深度遊 

【紐約當地出發】     

           

     深度暢遊尼亞加拉瀑布 綠水青山系列     

           

產品資訊 

團號 NF3V   

出發城市 紐約市 New York -NY   

目的地城市 紐約市 New York -NY 途經地點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行程天數 3 天 2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價格 

成人價格：$15 / 人 

 

兒童價格：$15 / 人 

 

             

出發班期 

          天天出發          

             

產品特色 

【產品價格】 

三天兩房（最多6人） ：$2370/每車 

三天一房 （最多4人） ：$2130/每車 

           

           

  

           

           

【優質服務】1-6人迷你小團：曼哈頓+皇后區+布朗士免費上門接送，專車服務，經驗司導。 

           

           



【盡情盡興】出發班期自由選擇，遊玩時間客人做主，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享用早餐後再出發。 

           

           

【安全出行】不與陌生人同車，親朋好友私家團，嚴格做好防疫措施。 

           

           

【深度遊覽】多項深度遊選擇，還可觀賞瀑布奇美燈光夜景，壯觀絢麗，不留遺憾！ 

           

           

【楓葉美景】如您選擇在10/25前出行，將有機會欣賞層林盡染、楓葉似火的秋季美景。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08:00出發，曼哈頓免費上門接送（請在訂單內備註具體接人地點）； 

07:30出發，皇后區免費上門接送（請在訂單內備註具體接人地點）； 

08:00出發，布朗士免費上門接送（請在訂單內備註具體接人地點）； 

07:30出發，【付費接送】布魯克林接送，單程收費$30/车；； 

07:30出發，【付费接送】史丹頓島&新澤西接送，單程收費$50/車；； 

涉及區域：Jersey City, NJ 07310 / Edison, NJ 08817 / Parsippany, NJ 07054 /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離團地點 

下車地點為您的上車地點； 

具體返程時間因行程，天氣，交通等多種因素而不確定，回程當日可咨詢導遊。 

             

行程介紹 

Day 1 紐約 - 汽車 - 沃特金斯峽谷 - 汽車 - 尼亞加拉瀑布 

全天   

今天我們將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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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 

  

行程安排： 

紐約出發 → 沃特金斯峽谷+五指湖（自費，90分鐘，關閉後行程將不再前往）→ 酒店 →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遊（自費，90分鐘，一園兩島三瀑布：尼亞加拉瀑布公園丨公羊島、月亮島丨馬蹄瀑布、新

娘面紗、美國瀑布） 



  

特殊說明： 

1. 沃特金斯峽谷通常開放時間為4月底至11月初，沃特金斯峽谷&五指湖關閉後，行程將不再前往。 

2. 

由於巴士進入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和五指湖區域需要停車費與許可證，因此需額外收取$15/人費用。如遇暴

風雨天氣，出於安全考慮，本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該景點。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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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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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 Inn 或 同級 

                                 

                           

Day 2 尼亞加拉瀑布 

全天   

早上我們出發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探索美境尼亞加拉河的流域文明。遊覽瀑布公園，眺望「美國瀑布」，「

馬蹄瀑布」及「新娘面紗瀑布」。水勢一瀉千裏，雷霆萬鈞，親身體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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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瀑布的前世今生。 

  

行程安排： 

尼亞加拉深度遊（自費，120分鐘，包含漩渦公園+尼亞加拉戰爭古堡）→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自費，45分鐘）→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自費，30分鐘）→ 風之洞（自費 60分鐘）→ 

瀑布自由活動（75分鐘）→酒店 



  

特殊說明： 

1. 霧中少女號，4月底-

11月初對外開放（視河面冰凍情況而定），遊船關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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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的出航會根據具體天氣情況作出調整，如遇暴風雨雪、尼亞加拉河水面結冰以及各種惡劣天

氣狀況會暫停出航。出於安全考慮，兒童須4周歲以上，身高40英吋以上才可以參加此項目。 

 

                                 

全天   

尼亞加拉深度遊 Niagara In-Depth Tour 

這個既壯觀又有歷史價值的升級行程包括了兩個景點：澎湃的漩渦公園和美國的歷史地標—

戰爭古堡。尼亞加拉漩渦深125英尺，它在7500年前被水侵蝕而形成的，在公園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的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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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之洞（美境）Cave of the Winds 

風之洞的入口在公羊島，裡面會有一個小型博物館和一個小電影院，隨後可以搭乘電梯在尼亞加拉峽谷岩洞中

向下53米就到達穀底。站在了大瀑布的腳下，翹首仰望，便會看見大瀑布以鋪天蓋地的磅礴氣勢飛流直下，不

禁使人心裡湧起一股激情，與大自然產生共鳴。 

 

                                 

晚上   

酒店：Comfort Inn 或 同級（含早餐） 



                                 

                           

Day 3 萊奇沃思州立公園 - 汽車 - 紐約 

全天   

今天我們將探索紐約州十佳景點之一的萊奇沃思州立公園，參觀公園內的三個瀑布，與尼亞加拉大瀑布相比屬

於迷你型，却獨特而秀美。然後驅車返回紐約。 

  

行程安排： 

酒店 → 萊奇沃思州立公園（自費，90分鐘）→ 紐約 

 

                                 

全天   

萊奇沃思州立公園 Letchworth State Park 

萊奇沃思州立公園被譽為“東方大峽谷”，是美國東部優美的風景區之一。它是富商萊奇沃思先生于1906年作為

遺產贈送給紐約州的，因此該州立公園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其中出名的三個景點是上瀑布、中瀑布和下瀑布，

雖然比不上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氣勢宏偉，卻因處於峽谷翠林之中而別有風情。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行程中交通費用（7座商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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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兼導遊）； 

           

           

4.行程中早餐。 

 

 



費用不含 

1.午餐和晚餐； 

           

           

2.景點門票費用（門票價格時常波動，不再另行通知。門票在導遊處統一購買，建議支付現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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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酒店房間內私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 

           

           

5.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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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五指湖 

Watkins Glen & Finger Lak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15.00

； 

老人（65+）

：$15.00； 

兒童（3-

12歲）：$13.0

0；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遊 Niagara Falls 

Night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12+歲

）：$35.00； 

老人（65+歲

）：$35.00； 

兒童（0-

12歲）：$25.0

0； 

 

尼亞加拉瀑布深度遊 Niagara In-

Depth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29.00

； 

包含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

戰爭古堡 



老人（65+歲

）：$29.00； 

兒童（3-

12歲）：$19.0

0；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 Whirlpool Jet Boat 

Tour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68.85

； 

老人（55+歲

）：$68.85； 

兒童（6-

12歲，至少40

英吋高）：$4

2.34；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Boat Tour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25.25

； 

老人(65+歲)：

$25.25； 

兒童(6-

12歲)：$14.75

； 

僅在4月底至11月初開放

，視當地天氣情況而定！ 

風之洞 Cave of the Wind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19.00

； 

老人（65+歲

）：$19.00； 

兒童（6-

12歲）：$16.0

0； 

 

萊奇沃思州立公園 Letchworth State 

Park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10.00

； 

老人（65+）

：$10.00； 

兒童（3-

12）：$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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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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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