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天風之洞尼亞加拉瀑布 

團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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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2C 

天天出發 (4/22/19-9/2/19) 
一、三、六(4/1/19-4/21/19) 

&(9/3/19-10/12/19) 
星期六 (10/13/19-3/31/20) 

$108/位 $0 $76 $158 

 

行程特色： 

1. 遊覽公羊島、風之洞，全方位立體化的欣賞瀑布，走“進”尼亞加拉。 

2. 尼亞加拉速度與激情：尼亞加拉冒險衝鋒艇。 

3. 瀑布下游深度體驗：漩渦公園、尼亞加拉軍事古堡、安大略湖等。 

4. 尼亞加拉“夜幕下的彩虹”：五光十色、美輪美奐的大瀑布霓虹燈光夜景秀。 

5. 霧中少女號遊船近距離體驗尼亞加拉瀑布，感受環繞超級震撼。 

 

上下車地點：請提前 15 分鐘抵達上車地點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記。 

出發時間 接送地點 地址 

7:00AM 法拉盛 135-2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喜來登酒店) 

7:15AM 布魯克林（只接不送） 6301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飛龍超市) 

7:00AM 愛迪生市（只接不送） 
3050 Woodbridge Ave, Edison, NJ 08837 (E Hotel Edison) 
(僅限 5/23-9/1期間) 

  8:00AM 曼哈頓 47 Chrystie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EastWest Bus) 

8:15AM 澤西市 125 18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Pier 1 Import) 

9:00AM 帕西帕尼 736 US-46, Parsippany, NJ 07054 (Wendy’s) 

 
 

第 1 天 

紐約 – 尼亞加拉瀑布（路程：350 英里） 

酒店：Comfort inn/Best western or similar（瀑布内升級酒店(+$60/房)： Quality Inn At The Falls or 

similar） 

 

早上驅車前往【沃特金斯峽谷】紐約州立公園。遠眺著名的五指湖塞內卡。下午抵達【尼加拉瀑布】最著

名的自然景觀。進入【風之洞】，全方位立體化的欣賞瀑布，走“進”尼亞加拉大瀑布。瞻仰瀑布水霧從

天而降，聆聽瀑布的超級震撼。最後欣賞大氣磅礴秀美壯麗的【尼亞加拉瀑布夜景燈光秀】。 

行程明細: 

夏天(6 月-10 月): 



沃特金斯峽谷（自費，60 分鐘）→ 風之洞（必付門票，90 分鐘。）→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燈光秀（必付門

票，60 分鐘） 

冬天(11 月-5 月): 

康寧玻璃中心（自費，120 分鐘）→尼亞加拉瀑布夜景燈光秀（自費，60 分鐘） 

備註： 

• 沃特金斯峽谷通常开放时间为 4 月底至 11 月初。 

• 冬季由於天氣原因，將不會前往風之洞，會更改為參觀康寧玻璃中心。 

 

 沃特金斯峽谷 
            沃特金斯峡谷州立公园是是全美排名第三州際公園，峡谷的溪流从 200 英尺的悬崖上下降 400 英

 尺，沿着它的路线产生了 19 个瀑布。 

 尼亞加拉瀑布 

尼亞加拉與伊瓜蘇瀑布、維多利亞瀑布並稱為世界三大跨國瀑布，並被列為世界 7 大奇蹟之一。號

稱人生必遊一次的地方，瀑布跨越加拿大與美國，在尼亞加拉河上築有一座邊境橋，被稱為彩虹

橋，橋旁兩國各自設立了海關，一端屬於加拿大，一端屬美國。 

 風之洞 

带您深入瀑布，沿着木栈道和阶梯步行贴近瀑布，站在大瀑布的脚下，翘首仰望，便会看见大瀑布

以铺天盖地的磅礴气势飞流直下，不仅可以观赏美景，更能体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磅礴气势。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燈光秀 

公羊島是欣賞美國尼亞加拉大瀑布夜景煙花最好的地方，它是位於新娘面紗瀑布和馬蹄瀑布之間的

小島嶼，每晚都有七種不同顏色的燈光照映在瀑布，猶如一道亮麗的彩虹劃過夜空，也被喻為“黑

夜的彩虹” 

 康寧玻璃中心 

“西方景德鎮”世界玻璃之都【康寧玻璃中心】，現場的熱玻璃表演技術，讓人大開眼界; 當高溫

的玻璃水在能工巧匠的手下變成精美絕倫的藝術品時，不得不頷首感嘆眼前的這一幕。您還將了解

到 3000 多年前，古埃及人如何製作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玻璃面具。 

 

第 2 天 尼亞加拉瀑布  – 紐約（路程：350 英里） 

 

開始【尼亞加拉深度游】：先來到著名的【漩渦公園】，觀賞奇妙的漩渦激流。之後前往【尼亞加拉古

堡】，19 世紀改名為 “法國城堡” 並沿用至今，欣賞安大略湖的美景。隨後來到尼亞加拉河上體驗全球

唯一的【Jet Boat】。接著乘坐世界聞名的【霧中少女號】，近距離體驗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全景。 



行程明細:  
夏天(6 月-10 月):  

尼亞加拉深度游（自費, 90 分鐘）→Jet Boat（自費，90 分鐘）→霧中少女號（自費，90 分鐘） 

冬天(11 月-5 月): 

尼亞加拉深度游（自費，90 分鐘）→Jet Boat（自費，90 分鐘）→尼亞加拉瀑布傳奇電影（自費，45 分

鐘） 

備註： 

•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開放時間通常為 4 月下旬至十一月初，視冰面情況而定  

• 尼亞加拉快艇船出於安全考慮，兒童須滿 4 周歲以上才可參加。 

• 尼亞加拉快艇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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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布深度游 

行程包括了兩個著名的景點：【軍事要塞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它的背後就是一望無

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天氣晴朗的話，可以看到遠處的多倫多。隨後參觀【尼亞加拉大

漩渦州立公園】，尼亞加拉大漩渦是一個天然的巨大河流漩渦和水潭。一直往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東

岸延伸，讓遊人感受天然漩渦和 5 級急流的強大氣勢。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 Jet Boat 
來到瀑布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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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開船，即使在冬天也風雨無阻，全程又刺激又平穩，保證了氣溫

低條件下遊玩的舒適性，安全性以及觀賞性，娛樂性，讓參與此項目的遊客對此贊不絕口。 

 霧中少女號 

从 1846 年初航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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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雨衣，搭上那艘白色的双层游船，最刺激的瀑布之旅便展开了。 

 尼亞加拉傳奇電影 

带您在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上进行一次令人心跳加速的骑行，准备好勇敢迎接汹涌的

海水。回到过去，了解其 12000 年的历史，体验挑战尼亚加拉大瀑布愤怒的冒险者所做的死亡挑

战特技。 

 

兩天尼亞加拉瀑布門票价目表: 2 Days Niagara Falls Admission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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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瀑布双岛三台全景游+尼亞加拉瀑布夜

景燈光秀(公园岛+月亮岛+风之洞快速通道票
$75.00 $72.00 $55.00 



FASSPAST Ticket)+尼加拉深度游尼亞加拉深

度游（旋渦公園+尼亞加拉古堡） 
Touch Of The Fall +Niagara Falls Illumination 
(Goat Island + Luna Island +Cave of the Winds 
FASSPAST Ticket )+Niagara Falls In-Depth Tour 
(Niagara & Whirlpool State Park+ Old Fort 
Niagara admission ticket) 

*夏季*沃特金斯峽谷 Watkins Glen $10.00 $10.00 $8.00 

雾之少女号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6 月- 10 月) $19.25 $19.25 $11.20(6-12) 

喷射飞艇 Niagara Jet boat Adventures $69.00 $69.00 $59.00(under12) 

康寧玻璃中心  Corning Glass (11 月- 5 月) $20.00 $17.00(62+) Free(under 17) 

IMAX 電影 IMAX Movie (11 月- 5 月) $12.00 $12.00 $8.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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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不能自帶門票或使用 City Pass，需跟團上導游購買，門票付現金。 

（2）行程中的景點，参观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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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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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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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