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東 6 天《萬豪、希爾頓、喜來登、皇冠四大品牌酒店》 
 
團費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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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房 
Share 

AP6QH 週日(全年) $680/人 $0 $340 $980 $880 

 
特色： 
1. 全程萬豪、希爾頓、喜來登、皇冠四大品牌酒店。 
2. 入住瀑布內酒店，步行几分钟可到瀑布。也可步行至加境（需有效加拿大簽證）。 
3. 接機當天，獨家曼哈頓早遊：布魯克林大橋公園+高線花園, 切爾西市場+華盛頓廣場公園。 
4. 導遊免費辦理電子登機證，無語言障礙。 
 
行程： 
 
第 1 天： 家園 – 紐約市（法拉盛特色遊/曼哈頓早遊）–  紐約夜遊 
 
當您抵達紐約機場後，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侯，國際航班在出口處等候。 
JFK, LGA, EWR 機場團體免费接机時間：8:30am-11:00pm（航班抵達机场时间），导游安排您與其他团员共

乘最近的班车离开机场。 
 
JFK、LGA 機場：9:00am 前抵达的客人可享受免费送往紐約曼哈顿，還可自費參加曼哈頓深度早游。 
9:00am-17:00pm 抵达的客人可享受法拉盛特色游，您可以品味美食、休闲购物，了解当地亚裔的生活和文

化，期间提供免费寄存行李服务。我们将根据人数和航班抵达的时间，安排接驳班車送往酒店。 
 
EWR 機場：12:00pm 前抵达的客人，可享受免费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购物，或接机后送回酒店休息。

酒店入住时间为 3:00pm 后，提前到达酒店，需等候房间安排。 
 
沒有航班：如果您是自己提前到達紐約的客人，可以自行前往三大機場，兩大唐人街集合點，等候安排班

車送回酒店。 
法拉盛集合点：纽约美食广场（133-35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5:00pm; 
曼哈顿集合点：蚂蚁旅游办公室（77 Bowery, 2FL, New York, NY 10002）6:00pm; 
 
***享受免费接机或在曼哈頓，法拉盛上車的客人不含$10/人小费，导游会在行程结束前一天統一收取。任

何由于天气及其他原因所导致航班延误，令旅客无法在免费接机時间内到達，需收取接機费用（1 或 2 人

$120，第 3 人起每多 1 人加$10，小费已含），或自行前往酒店。 
 
曼哈頓深度早遊：成人：$25/人，小童：$15/人（限 JFK、LGA 機場 9:00am 前抵达的客人，4 人成行） 
（30 分鐘）【布魯克林大橋公園】沿著東河佔地 85 英畝的河濱公園，不管是以布魯克林橋或曼哈頓橋為前

景的曼哈金融區摩天群樓，都是一幅紐約最獨特的風情畫，從布魯克林橋公園所拍攝景色，幾乎每張都有

可以當做明信片的畫面。 



（15 分鐘）紐約最著名的【高線花園】High line park，建成 5 年的新景點，訪問遊客數量，已經超過自由

女神，成為紐約有一個必遊景點，您一定會為設計者的想像力和紐約市的包容性嘆為觀止，感受只有紐約

才可能有的“奇蹟”。（15 分鐘）【切爾西市場】深入體驗紐約當地地道文化。長達 800 英尺的寬街匯集

了紐約最新鮮的美食。沒錯！切爾西市場完全出乎想像，是個讓人想一去再去的地方。 
（10 分鐘）【華盛頓廣場公園】為曼哈頓格林威治村的主要地標，處在紐約大學 NYU 校園正中央。大理石

拱門原建於 1889 年，為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宣誓就職 100 年紀念，在這裡形形色色的音樂家們在這裡彈鋼

琴、拉小提琴、彈吉他、打鼓，在這裡現場演奏。 
 
晚上自費參加紐約夜遊：成人：$25/人，小童：$15/人 
帶您去感受紐約大都市迷人的夜景。（30 分鐘）【時代廣場】五彩廣告，巨型熒屏，霓虹交錯，還有充滿

活力的時尚男女，無不彰顯著都市繁華與浪漫。（15 分鐘）【洛克菲勒中心】五彩旗飄揚於夜空中。（15
分鐘）停留在紐約對岸的【哈德遜河畔公園】包攬曼哈頓整個夜景，吹著和煦的微風，放眼望向水面，波

光粼粼燈火閃閃，彷彿時光停滯，讓人細細品味夜色，並記下這夢幻般的瞬間。 （團體夜遊位置有限，名

滿即止，需在 4:30pm 前報名） 
包車夜遊： 5 人或以下$200/車，12 人或以下$400/車。（包車不受報名時間限制） 
 
酒店：Renaissance Newark/DoubleTree by Hilton Fort Lee/Sheraton Edison/Crowne Plaza EWR or similar 萬豪、希爾頓、喜

來登、皇冠同級酒店 

第 2 天： 紐約市區遊覽（全天） 

活动时间: 11-13 小时。路程: 60 英里。（30 分钟）领略繁华的【时代广场】（50 分钟）乘船于【哈德逊河】

上游览【曼哈顿】，从平面的角度再次感受曼哈顿繁荣富裕，并与【自由女神】像和【布鲁克林桥】摄影

留念。（60 分钟）深入参观【大无畏号】航空母舰和【协和号】超音速客机和各种战机，领略世界第一军

事强国的超强实力。（75 分钟）参观收藏无数珍宝的【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央公园】，纽约亿万豪宅区

就在同条街道上.（50 分钟）乘坐电梯，上到纽约市第一地标-【新世貿中心一號大樓的頂樓】，在高空中

鸟览灯红酒绿的曼哈顿，可見所有著名大樓【帝國大廈】和【聯合國大廈】，【川普大廈】；下楼后，参

观造价 40 亿美元的【飞鸟车站】，建于旧世贸大两个纪念水池。（40 分钟）漫步世界金融中心【纽约股票

交易所】所在地【华尔街】、世界文化遗产【三一教堂】、与象征牛市的【铜牛雕塑】合影。在车上途经

游览：【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景点…… 

酒店：Renaissance Newark/DoubleTree by Hilton Fort Lee/Sheraton Edison/Crowne Plaza EWR or similar 萬豪、希爾頓、喜

來登、皇冠同級酒店 

第 3 天： 费城 – 華盛頓特區  

活动时间：10-12 小时 路程：250 英里 前往费城，（45 分钟）参观【国家独立历史公园】。沿着鹅卵石铺

就的街道前行，寂寂的【自由钟】矗立在刚经修葺的自由钟中心，虽无声却仿佛历史的钟声萦绕于耳。穿

过年代久远的【独立厅】，瞻仰一下【国会厅】，这儿见证了现代民主的建立以及《独立宣言》和《宪法》

的诞生。随后来到华盛顿特区，（40 分钟）参观【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记载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史，从

1903 年莱特兄弟的飞行器到现在的外太空探索，第一架横跨太平洋的圣路易斯精神号，还有太空舱和太空

站内部结构。是一部完整的航空发展史记载，并且陈列着数以百计的‘古董’退役飞机。世界名人堂【总

统馆】与总统奥巴马，川普等名人合影，当然少不了模拟总统办公室啦。（15 分钟）【美国国会大厦】

（外观），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所在地。（25 分钟）【白宫】（外观）是美国历届总统的住所和

办公地。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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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正传》等多部电影均有在此取景。由林璎设计的【越南战争纪念碑】

上刻着烈士的名字，简单而感人。【朝鲜战争纪念堂】缅怀逝去的先烈，栩栩如生的士兵雕塑，描述了战

争的紧张和壮烈。车上途经【杰弗逊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二战纪念碑】等。 

酒店：Hilton Gaithersburg/Sheraton Baltimore North or similar 希爾頓、喜來登同級 

第 4 天： 華盛頓特區 – 康寧 – 尼亞加拉瀑布（入住瀑布酒店） 

活动时间：11-13 小时 。路程：350 英里 。早上驱车前往（60 分钟）“西方景德镇”世界玻璃之都【康宁

玻璃中心】，现场的热玻璃表演技术，让人大开眼界；您还将了解到 3000 多年前，古埃及人如何制作出人

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玻璃面具。傍晚抵达【尼加拉瀑布】，最著名的自然景观， 并被列为世界 7 大奇迹之一。

（60 分钟）搭乘【雾中少女号游船】開往离瀑布最近的位置，近距離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威力。（冬季关

闭，您还可以体验惊险刺激的快艇船【Jet Boat】，穿梭于波涛起伏的瀑布间，水花迎面扑来，紧张刺激，

更增加一份震撼力。如因天气原因，可能会关闭）。之后您可以选择：A.在尼加拉市自由活动。B：自费深

度游（$25/人，含古堡门票$12）。参观尼加拉【军事要塞古堡】。战争古堡是一个富有历史价值的景点，

它的背后就是一望无际的美国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天气晴朗的话，可以看到远处的多伦多。特別安排

入住瀑布景區酒店，步行几分钟就能走到瀑布，晚上可欣賞冬季燈光節，五彩缤纷的灯光照耀着尼亚加拉

瀑布，绝对可以让你陶醉在灯火的海洋之中。 

酒店：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Niagara Fall/Sheraton On The Falls Hotel similar 希爾頓、喜來登同級 

第 5 天：  尼亞加拉瀑布– 波士頓 

活动时间：11-13 小时.路程：350 英里。（30 分钟）观看【室内巨幕 Imax 电影】，这部投资一千五百万的

电影向您讲述了尼加拉瀑布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沿著伊利运河的方向，横跨纽约上州，感受到美国的辽

阔，下午到达麻省剑桥市，（45 分钟）参观【哈佛大学】最古老的校园区，与闻名世界的谎言雕像－哈佛

雕像合影，参观哈佛图书馆（外观）。（15 分钟）留影于【麻省理工学院】主教学楼。（10 分钟）波士顿

中心【三一教堂】、华裔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摩天大楼】楼中楼。车上途经古老的【波士

顿公园】、【天鹅湖公园】、【普天寿大楼】，【波士顿图书馆】，金色圆顶的【州议会大楼】。（70 分

钟）晚上享受极富盛名的新鲜【波士顿龙虾大餐】。 

酒店：Four Points by Sheraton Wakefield/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Leominster/Crowne Plaza Nashuaor similar 希爾頓、喜

來登、皇冠同級酒店 

第 6 天：波士頓 – 纽约/家園 

活动时间：波士顿离团（6-7 小时）。纽约离团（10-11 小时）。路程：250 英里（波士顿-纽约）（60 分钟）

乘坐【波士顿海港游船】，尽情游览波士顿港湾。（60 分钟）漫步于古老的【昆西市场】，感受波士顿古

老的文化遗产，还可以选购各种商品和纪念品。几十家餐厅的午餐选择，品尝各种地道美食，在导游的介

绍下，当然不能够错过著名的波士顿蛤蜊汤。行程结束送波士顿和纽约机场。（波士顿机场 BOS，请选择

1:00PM 后航班；纽约三大机场 JFK/LGA/EWR，请选择 7:00PM 后航班；法拉盛和曼哈顿也可以离团。）纽

约离团的客人，时间允许下我們將加游听涛山庄(夏季)，州议会大厦(冬季)，和耶鲁大学。 

波士頓 4:00pm 後的航班可自費參加波士頓深度遊：成人：$25/人，小童：$15/人（4 人成行） 
（45 分鐘）【舊州議會】Old State House，現在是波士頓歷史博物館，也是波士顿最古老的公共建筑，是

自由之路的一站，這代表了北美殖民地邁向自由的歷史的一步。入內參觀需付門票（大人 $10.00，老人

(62+) $8.50，小童免費） 



（20 分鐘）【燈塔山】是波士頓一個古老的街區，以其煤氣燈照明的狹窄街道和磚砌人行道著稱。今天燈

塔山被視為波士頓富人區、最昂貴的街區，有不少明星都住這裡。 
（45 分鐘）【馬薩諸塞州議會大廈】Massachusetts State House，由十八世纪著名的建筑师查尔斯·布而芬

奇设计，别具一格的州议会大厦的金顶长期以来一直是波士顿市的标志。大樓內部富麗堂皇，旗廳就在圓

頂下面，是為了收集內戰時期的戰旗而建的。有關里維爾飛騎報信和“波士頓茶黨案”的壁畫裝點了參議

院樓梯廳，站在灯塔山山顶俯瞰波士顿公园。（州議會週六日關門，改為參觀（25 分鐘）【波士頓公園】

是自由之路的起始点，同时也是整个美国年代最久的公园）。 
外觀【波士頓傾茶船博物館】，发生在 1773 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革命的关键点之一。這起反抗事件

是美國獨立戰爭的遠因，最終並促成美國脫離英國獨立。 
 
***请订团时，提供离团机场和航班起飞时间，以便我们安排您和同一个机场的旅客一辆车，节省您在送机

路上的时间，让您的旅途更轻松。延住纽约机场酒店者，免费送回酒店并办理入住。（只向本旅行社预定

房间才包含送回酒店服务）*** 

2018 門票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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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 New York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Free(Under 12) 

新世贸大楼 One World Observatory $37.00  $35.00  $31.00(6-12)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大无畏号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5-12) 

曼哈頓早遊 Manhattan Morning Tour $25.00  $25.00  $15.00  

紐約夜遊 New York City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華盛頓首都/康寧 Washington D.C./Corning 
总统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s Wax 
Museum $23.00  $23.00  $17.00  

康寧玻璃中心  Corning Glass  $19.50  $16.60(55+)  Free(under 17) 

尼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瀑布深度游 In-depth Niagara Tour $25.00  $22.00  $15.00 

雾之少女号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19.25  $19.25  $11.20(6-12) 

IMAX 電影 IMAX Movie $12.00  $12.00 $8.00(6-12) 

尼加拉大瀑布喷射飞艇 Niagara Jet boat 
Adventures $66.00 $56.00(55+) $56.00(under12) 

波士頓 Boston 

波士顿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3-11) 

波士頓深度游 Boston In-depth Tour $25.00  $25.00  $15.00  



富豪别墅 Breaker Mansion $24.00 $24.00 $8.00(6-17) 

耶鲁大学深度游 Yale University In-depth Tour $11.00 $11.00 $7.00 

餐 Meal 

波士頓龍蝦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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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中的景點，参观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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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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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能自帶門票或使用 Cit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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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