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 DC 兩天名校遊》- 馬里蘭酒店出發 
 
   團費：买二送一、買二送二 

團號 
Tour Code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s 

第 1,2 同房 
1st & 2nd 

第 3,4 同房 
3rd &4th 

单房 
Single 

配房 
Share 

WH5U 天天出發 (5/1-10/31) 
二、六 (11/1-4/30) 

$475 $0 $645 $540 

  *瀑布内升級酒店 (+$80/房) ：Doubletree by Hilton Niagara Falls/Sheraton at the Niagara Falls or similar 
 
特色： 

1. 入住瀑布内酒店，步行 5 分鐘到瀑布或走路過去加拿大。 
2. 内进瀑布“风之洞”亲临瀑布脚下领洗全身。 
3. 夜遊美加边境七色瀑布+烟花。 
4. 兩所常春藤名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5. 哈佛在校学生带你深度游哈佛 

 
上車地點：6:45AM 2 Montgomery Village Avenue, Gaithersburg, MD, 20879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   

 
行程： 
 
第 1 天： 華盛頓特區 – 康寧 –尼亞加拉瀑布（入住瀑布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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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洞】Cave of the Winds，带您深入瀑布，沿着木

栈道和阶梯步行贴近瀑布，您会感到自己置身其间，水从你的周围流过，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美景，更能

体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磅礴气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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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入住瀑布內酒店，

步行几分钟就能走到瀑布，晚上欣賞瀑布煙花表演和夜景，五彩缤纷的灯光照耀着尼亚加拉瀑布，让您陶

醉在灯火的海洋之中。 

瀑布内團上酒店：Days Inn Niagara Falls/Quality inn Niagara Falls or similar 



瀑布内升級酒店(+$80/房)：Doubletree by Hilton Niagara Falls/Sheraton at the Niagara Falls or similar（full service hotel）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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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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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aton/ Doubletree/Radisson/Courtyard/Four Points/Wyndham/Holiday Inn or similar（full service hotel） 

第 3 天：波士頓 – 纽约 

活动时间： 10-11 小时。路程：250 英里（波士顿-纽约） 
（45 分钟）参观【哈佛大学】最古老的校园区，哈佛学生带领深入了解学院内的标志性建筑、解说名校的

历史和文化以及出自哈佛的“明星们”。（15 分钟）留影于【麻省理工学院】主教学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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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回纽约送往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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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Doubletree/Hyatt/Sheraton/Radisson/Crowne Plaza/Courtyard/Wyndham/Holiday Inn or similar（full service hotel） 

第 4 天： 紐約市區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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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tree/Hyatt/Sheraton/Radisson/Crowne Plaza /Courtyard/Holiday Inn or similar（full service hotel） 

第 5 天：紐約市区自由遊览，选择自由的时间回往家园 

清晨從酒店出發，擺脫了團隊的束縛，抵达中国城后，导遊会详细给到一份紐約市区的地图与你，让你没

有团队束缚，自由自在的遊览紐約。深入感受紐約地铁，参观哥大，林肯中心，百老汇舞台剧，自然历史

博物馆，苏豪区感受紐約艺术气氛，内进紐約证交所(自行网上预约)，中央火车站，著名餐厅品尝紐約特色

牛排。行程結束后，提供当日巴士返回华盛顿(715 H Street At 7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1)，回程巴士無

導遊陪同，最終下車地址以導遊的確認為準。 

***或者免费送往紐約三大机场。***（24 小時免費送機，由旅行社统一安排接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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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寧 Washington D.C./C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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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古堡門票）In-depth Niagara Tour $25.00  $22.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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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之洞 Cave of The Winds（夏季） $17.00 $17.00 $14.00(6-12) 
*尼加拉大瀑布喷射飞艇 Niagara Jet boat Adventures
（冬季） $66.00 $56.00(55+) $56.00(under12) 

IMAX 電影 IMAX Movie $12.00  $12.00 $8.00(6-12) 
波士頓 Boston 
波士頓深度游 Boston In-depth Tour（4 人成行） $25.00 $25.00  $15.00  

哈佛大学深度游 Harvard University In-depth Tour $16.00  $12.00  $8.00(unde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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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升級： 
瀑布酒店升級：瀑布景區酒店升級至 Double Tree By Hilton/Sheraton At The Fall or similar, +$80/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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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