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華人首選出國旅遊網站
美國 BBB 認證最高商譽評級
行程基本信息
紐約，
紐約，波士頓，
波士頓，西點軍校，
西點軍校，哈佛大學八日超值遊
行程價格：
行程價格：

315.00 起

旅遊團號：
旅遊團號：

NY201-325

出 發 地：

紐約

結 束 地：

紐約,波士頓

出團時間：
出團時間：

2012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周二/周五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機場免費接送 特色：2012 年全新推出，景點涵括經典團所有內容，遊覽美東紐約、費城、華盛頓、尼亞加拉大瀑
布、波士頓等各大名城。參觀自由女神像、大都會博物館、獨立宮、自由鐘，林肯紀念堂、白宮、國會大廈,航天航
空博物館、康寧玻璃中心、尼加拉瀑布、尼亞加拉古要塞、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羅德島、西點軍校等。行程
第二天前往名牌直銷購物中心瘋狂購物。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家園(Home)—
—紐約機場(New
York)
家園
紐約機場
由原居地飛往紐約市，導遊會身穿黃色上衣在紐約三大機場(EWR. JFK. LGA)的國際航班出
口處，或國內航班行李提取處的等候廳（waiting area），手舉標有貴賓姓名的牌子迎接您
的到來，豪華空調巴士免費接機時間段 9:00am-10:00pm，接機後送往酒店休息，或者送
到曼哈頓中國城自由活動。
若您提前到達機場，
若您提前到達機場，請在以下地點與導遊匯合：
請在以下地點與導遊匯合：
JFK 機場：7 號航站樓內的 Hudson news 處；
LGA 機場：Terminal B(也叫作 central terminal) ,AA 航空公司的行李提取處；

EWR 機場：Terminal A, AA 航空公司的行李提取處。
若您不需要接機服務，
若您不需要接機服務，可選擇以下方式參團：
可選擇以下方式參團：
1.您可以在參團日當天下午 17:00pm 以前，自行前往曼哈頓中國城 (Chinatown)： 87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和導遊
會合；
若時間充裕，您可以將行李暫存此地址，自行安排遊覽，請務必于當日下午 17:00pm 以前回到集合點，一起跟車回行程酒店。
2.您也可以選擇自行入住酒店，行程第一天的酒店一般會安排在 EWR 機場附近，具體名稱和地址在出發前一天提供。【
【請您在下訂
單時備注或者電話通知我們您的選擇】
單時備注或者電話通知我們您的選擇】
為了保證您得到最好的行程安排和服務
為了保證您得到最好的行程安排和服務，
程安排和服務，贈送以下獨家特色：
贈送以下獨家特色：
獨家特色 1：
：獨家按人次接機，不限房間及訂單，隨到隨接。若同一訂單的遊客不同航班抵達，請及時提供各自的航班信息以便安排
接機服務。
獨家特色 2：
：飛抵 LGA 和 JFK 的遊客， 如 8:30am 前抵達機場集合地點，可贈送半天早遊，包括參觀 911 紀念館
（內進參觀者需提前上網自行訂票）漫步與古老的布魯克林橋欣賞曼哈頓下城全景,自由購物於名牌折扣商場和大型電器大賣場, 約
1:30PM 左右送往酒店休息。
獨家特色 3：
：參團日期是週三和週六的遊客且航班于下午 5:00PM 前到達，可參加紐約市區夜遊，欣賞美國最大城的迷人夜景（費用
自理$25/人，當日向導遊報名並支付現金）。
特別注意事項：
特別注意事項：
1. 由于免費機場接應服務數量大，人次多，所以地接社可能會將前後到達時間相近的貴賓一並接應，您可能會有 10-15 分鐘的等候

行程內容
時間，敬請理解和支持。
2. 如果當天航班臨時晚點， 請立即致電告知我們，我們會盡量安排航班改變之後的機場接應，但如遇當天機場接應數量太大，我們
則保留請您自行入住酒店的權利。
酒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第 2 天

名牌購物中心（
—西點軍校(West
Point)—
—紐約夜遊(New
York)
名牌購物中心（Woodbury OutLet)—
西點軍校
紐約夜遊
參觀「美國將軍的搖籃」- 西點軍校，這裡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之勢。許多美軍名將如格蘭特、羅伯特．李、艾森豪威爾、巴頓、麥克阿瑟、布萊德利等均是
該校的畢業生。購物于 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這是美東最大最新的室外
購物商場，共有 200 多間商店。舉凡你所能點出的世界著名品牌，都能在這裡找到，並且價
格低廉。（可不參觀西點軍校，停留購物的時間更長）晚上回酒店或自費夜遊($25/大人)。 酒
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第 3 天

紐約市觀光(New
York)
紐約市觀光
建于 1930 年的紐約市地標--帝國大廈，登上頂樓，晴天可遠望至 100 公里遠，立足天下唯
我獨尊的感覺。為美國經濟復蘇的象徵今仍然和自由女神一起成為紐約永遠的標志。乘坐觀光
環島遊輪遊覽哈德遜河，經自由女神像攝影留念。登上花費 1.2 億美元重新整修開放的 國家
歷史文物-大無畏號航空母艦，參觀協和號和各種戰機。第五大道和洛克菲勒中心--20 世紀最
偉大的都市計劃之一，佔地 22 英畝，由 19 棟建 築圍塑出來的活動區域，也是世界各國名
牌集中地。位于東城中段，佔地 18 英畝的聯合國總部。世界金融、證券交易的中心華爾街，
還和象征 牛市的銅牛合照，紐約股票交易所等。世貿遺址，世界最大的中國城和五光十色充

滿娛樂之時代廣場。超值特色：前往藏有 37 萬件展品的大都 會博物館， 展出面積是故宮博物院的兩倍，其名氣與法官盧浮宮博物
館和英國大英博物館不相上下。超值特色：當晚仍舊入住酒店 ，不必趕往費城，更多時間旅遊紐約。
溫馨提示：
溫馨提示：
1、 本團不接受參加紐約市區遊的旅客攜帶 CITY PASS。
2、 如果遊客自行攜帶 CITY PASS，本社將不負責在紐約當日的接送服務，請您自行安排當日一日遊的交通。
酒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第 4 天

費城(Philadelphia)—
—華盛頓(Washington)
費城
華盛頓
國家誕生地"費城"，舊國會大廈，獨立宮也是《獨立宣言》和憲法的簽署地，建立于 1732 年，
原為賓夕法尼亞州的州政府。自由鐘──是費城的象徵是美國自由精神的象征，是美國人的驕
傲。它參與了美國早期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獨立公園──曾是美國進行獨立革命的活動中
心。驅車前往華盛頓特區，參觀 包括林肯紀念堂，馬丁路德金 1963 年在這裡發表著名演
說「我有一個夢想」後，一直被視為爭取公民權利的地點，也是華盛頓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
越戰爭紀碑，朝鮮戰爭紀念堂, 傑弗遜總統紀念堂，採用羅馬神殿式圓頂建築風格設計，是一
座高 96 英尺的白色大理石，建築潔白的、以科林斯式石柱環繞的圓頂建築本身也成了經典之

作，整座紀念堂典雅純潔。參觀美國總統府所在地──白宮，總是充滿了神秘感，國會大廈──華盛頓最美麗、最壯觀的建築。以及
自然歷史博物館。*獨家首創乘坐華盛頓豪華遊輪，全方位遊覽總統遊艇、直升機；五角大樓；國家軍 事訓練學院；泰坦尼克號紀念
碑等著名景點。乘坐豪華遊遊輪沿著波託馬克河和泰鬥湖飽覽首都美景，從不同角度欣賞華盛頓首都，以及航天航空博物館，更可在
3-4 月期間，欣賞到浪漫怡人的櫻花。 酒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行程內容

×第 5 天

華盛頓(Washington)—
—赫氏朱古力世界(Hershey
Chocolate
華盛頓
赫氏朱古力世界

Factory)—
—康寧玻璃中心(Corning
Glass Center)—
—尼加拉瀑布(Nigara
康寧玻璃中心
尼加拉瀑布
Falls)早餐後驅車前往賓夕法尼亞州州府哈裡斯堡，參觀赫氏朱古力城，康寧玻璃中心，現
場的熱玻璃表演技術，讓你大開眼界，還可以讓您 時光倒流 5000 年，了解到古埃及人如何
制作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玻璃面具。還有中國乾隆年代的玻璃花瓶，栩栩如生的描述了以前岳
飛抗金兵 的英勇故事。傍晚時分抵達尼加拉瀑布區觀賞七彩瀑布夜景。美東地區夏天日落很
晚，到達瀑布後盡量安排把景點參觀完，以便最大限度的利用日照時間和配合精彩夜遊行程。
次日直接去波士頓。 酒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第 6 天

尼加拉瀑布(Nigara
Falls)—
—波士頓（
）
尼加拉瀑布
波士頓（Boston）
上午遊覽尼加拉瀑布，白天的瀑布景色雄偉壯觀，與五彩繽紛的夜景截然不同，未見瀑布，先
聞其聲，聲勢浩大，如萬馬奔騰，如春日 雷鳴，僅能以：「驚心動魂」一詞來形容！萬裡無
雲時倚著欄桿，遠眺「美國瀑布」，水勢一瀉千裡，雷霆萬鈞，氣勢宏偉，驚嘆之餘，可別忘
了 用照相機留下珍貴的鏡頭。「馬蹄瀑布」及「新娘面紗瀑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成群的
海鷗在白霧騰空之間穿梭盤旋悠閒自在與熱鬧雜沓，熙來 攘往的遊客，構成一幅有趣的畫面。
夏天遊尼加拉瀑布，可搭乘著名的「霧中少女」號遊船穿梭于波濤起伏的瀑布間，水花迎面撲
來，刺激緊張 ，更添加一份震撼力。遊完娟秀雅致的公羊島後，回到參觀者中心觀看 Imax

電影，投資 1 千五百萬的電影向您描述了尼加拉瀑布多姿多彩的傳奇故事。然後我們會離開尼加拉瀑布前往文化之都－－波士頓享用
聞名遠近的龍蝦大餐。
備注：
備注：霧中少女號 10 月 24 日起停船，直到 4 月份才會重新起航。
冬天行程(11
月到來年 3 月)：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增加一個自選項目─尼亞加拉古要塞。尼亞加拉古要塞建于 1726 年距今已有 300
冬天行程
多年的歷史。位于尼亞加拉古河口，控制了通往大湖和向西流入腹地的信道，戰略位置至關重要。古要塞當時是法國人用來防禦印地
安人的襲擊的。後來英國人乘法國與印地安人交戰,用 19 天時間攻佔了這座要塞，一直到 1796 年美國獨立才交還給美國。1813 年
又佔領此地，1815 年獨立戰爭結束才真正還給美國。如果你是一個歷史愛好者或者喜歡這種類型的景點，你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
的選擇。 酒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第 7 天

波士頓市區遊(Boston)-羅德島
羅德島（Rhode Island）
）-移民石
移民石（Plymouth Rock）
）-波士頓
波士頓（Boston）
）
波士頓市區遊
上午從酒店前往著名的哈佛大學，參觀他們最古老的校園區，了解和體驗哈佛學生平日的校園
生活，帶你觀摩全世界最大的大學圖書館，還有聞名世界的謊言雕像－哈佛雕像，據說只要誠
心擦一下他的鞋，我們會得到好運氣哦！還有以理工類出名的麻省理工大學，他們的廁所衛星
定位系統很是出名，所以我們一定要去他們的廁所拜訪一下，說不定可有意外收獲哦！此後在
波士頓市區參觀，你可以看到波士頓公園、天鵝湖公園、三一教堂、 JOHN HANCOCK 大
樓,等等，還有波士頓遊船，讓你們盡情遊覽波士頓港灣、美國的古戰艦憲法號（被譽為打不
沉的幽靈船）、本格山紀念碑、美國海軍防衛隊基地和波士頓的下城風景,漫步于昆西市場，

選購各種商品和紀念品，品嘗各種地道美食。下午，于普利茅斯稍駐，參觀早期移民村落，觀賞移民石。隨後遊覽羅得島(Rhode Island)
的新港市（Newport）。這個新興的避暑勝地遍布美國頂級富豪們的奢華別墅，其中範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 family）的避暑
山莊別墅（breaker Mansion）躋身規模最為龐大別墅群之列。 酒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第 8 天

波士頓(Boston)-家園
家園（
）
波士頓
家園（Home）
與美國第一艘木制戰艦憲法號和二次大戰時著名的「卡森楊」驅逐艦，拍照留念。然後經過波
士頓機場送機。其他團友前往康州，午餐後，參觀耶魯大學。途徑紐約機場送機。
溫馨提示：
溫馨提示：請預訂波士頓機場 1:30 pm 以後航班，紐約三大機場 7:00pm 後航班。波士頓
離團者無法參觀耶魯大學。 酒店: Appletree Inn, Richfield 或者同等級酒店

價格明細



雙人一間

三人一間

四人一間

單人一間

小孩

630.00

420.00

315.00

925.00

405.00

本行程提供「買二送二」優惠：
三人或四人同住一個房間時，享受「買二送二」優惠。
三人/房（總價）=四人/房（總價）=雙人/房（總價）
以上所列價格為優惠後每個人需付的價格。
我們特別為享受優惠者提前預留座位，如果享受該優惠的訂單中有人當天未參加該團，地接社將會以現金的方式，按照「兒童價
格/人」收取罰金。



單人/間價格是指一人單獨享有一個酒店標準間的價格。



二人一房、三人一房、四人一房是指二人、三人或四人共同享用一個房間，每人所需支付的費用。



單人配房是指當一位客人入住一個房間時，如果想要與其他客人進行拼房，則我們可以安排與其他人拼房，共用 1 個房間。
兒童價格只適用于 2-9 歲的小孩. 同一房間至多不超過 4 人 (包括小孩)



房間以兩張床為主，兒童、第三、第四人共用一個房間不另加床。若需加床，請向酒店服務台咨詢，費用自付。



逢美國長週末或國定假日(如紀念日，獨立日，勞工節等)，價格會有浮動，詳見節日價格，敬請見諒。

×費用包括


豪華空調巴士，免費機場(EWR. JFK. LGA)接機(9:00am-10:00pm)；



最具經驗的專職雙語導遊和超過 10 年駕駛經驗的車長；



7 晚酒店住宿, 所有酒店提供標準間, 雙人床；



稅金

×費用不包括


您往返出發地和機場的機票；



各項遊覽門票；



小費（建議每人每天支付導遊和司機共$6.00）；



所有個人費用（洗衣費、電話費等）和飲食；



行程中的自費門票項目（僅供參考，若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紐約帝國大廈 -- 成人:$25, 兒童（11 歲以下）:$19（7-11 歲）免費（6 歲以下）， 老人（62 歲以上): $22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 成人:$25, 兒童(11 歲以下):免費，老人(62 歲以上): $17
注：大都會博物館在週一，感恩節，12 月 25 日和 1 月 1 日不對外開放。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 成人:$29.00, 兒童（11 歲以下）:$17, 老人(62 歲以上): $24
紐約市夜遊（當天跟導遊報名） －－ 成人：$25, 兒童：$20
大無畏號航空母艦-- 成人:$24 兒童:$12（3-6 歲）$19（7-17 歲），老人(62 歲以上): $20
康寧玻璃中心 -- 成人:$15, 兒童（11 歲以下）19 歲以下免費, 老人(62 歲以上):$14
霧中少女號－成人: $15.50 兒童（11 歲以下）: $9，老人(62 歲以上): $15.5 (4 月 至 10 月)
尼加拉瀑布電影－－成人:$11, 兒童（11 歲以下）：$6.5，老人(62 歲以上): $11
尼加拉發電廠───成人：$10 ,兒童：$10 ；
波士頓遊船 -- 成人:$21, 兒童（11 歲以下）:$16, 老人(62 歲以上): $19
波士頓龍蝦餐--成人：$28/人

價格明細
華盛頓海港遊--成人：$23，兒童（11 歲以下）$15,老人(62 歲以上):$20
尼亞加拉古要塞--成人：$10，兒童（11 歲以下）：$6,老人(62 歲以上):$10
聽濤山莊--成人：$19.50 ，兒童（11 歲以下）$5.50，老人(62 歲以上): $19.5


所有自選項目的價格僅供參考。您可以在團上直接向導遊訂購自費項目。

注意事項
1. 我們建議您在收到確認電子旅遊票後再預訂您的機票。
2. 按出發日不同，行程次序可能前後稍作調整。
3. 出發前請詳細檢查您的行李及確定旅行證件齊全。
4. 妥善保管個人旅行證件、護照、機票、信用卡及現金，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切勿留置車內或委託他人看管。
5. 尊重導遊及每位團員權益，當導遊介紹、解說時，請仔細聆聽並保持安靜，勿干擾人。
6. 若出現飛機晚點或誤點，請及時通知接機人員，但責任自負。
7. 在極少數情況下，由設備及交通工具損壞、罷工、疾病、偷竊、走失、意外事故、天氣或參團人數不夠等原因造成的行程改變、
延遲或取消，地接公司保留解釋權。
8. 請您 72 小時前, 自行做回程機位之確認, 祝您旅途愉快！
9. 為了公平原則，旅途中巴士座位每日輪換，請與領隊導遊合作避免無謂的紛爭。
10.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征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1.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導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2. 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13. 新年、國慶日、勞動節或其他長週末假期, 團費會有適當的調整, 請在訂團前先確認價錢。
14. 黃石公園、加拿大及尼加拉瀑布地區全年氣溫較低，請攜帶足夠禦寒衣物。
15. 為了所有旅客的權益旅遊團準點出發，請提前 10 分鐘到達上車地點，過期不侯，責任請自負。

訂購流程
1. 本公司會在收到相應款項之日起 1-4 個工作日內將「行程確認信」或「參團憑證」發到您的郵箱。
2. 請務必打印「參團憑證」，其上有參團重要信息及地接公司緊急聯絡電話等，在參團當日，請務必攜帶「參團憑證」及有效證件。

訂購條例
1. 在預訂前, 您有責任閱讀與旅遊產品相關的所有信息，包括：價格與通知、路線介紹、團費包含內容，不包含內容、取消和退款
政策、各項條款，以及特別提示等。一旦您閱讀並充分理解其所有內容後，在購買後就不得有任何異議。
2. 請在預訂前仔細閱讀訂購協議及變更、取消退款政策。
3. 為了確保您的安全及旅途愉快，當地旅行團供應商會保留對行程進行更改的權利。

-----------專案助理 Lara
TEL: +886-7-2515689 MOBILE: +886982621548 電子郵件：usitrip_tw_lara@foxmail.com
Your trip , Our care!
您的旅行，我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