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阿密迈阿密迈阿密迈阿密 10 天天天天 AP10EK 

 

 团号团号团号团号：：：：AP10EKAP10EKAP10EKAP10EK    

    

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出發日期：五：五：五：五 

 

第一、二位同房：第一、二位同房：第一、二位同房：第一、二位同房：$987/位；第三人同房：位；第三人同房：位；第三人同房：位；第三人同房：$0/位位位位 ；第四人同房：；第四人同房：；第四人同房：；第四人同房：$479/位；單人房：位；單人房：位；單人房：位；單人房：$1327/位位位位 

獨家特色獨家特色獨家特色獨家特色: 

 

 

1.接机当天送特色遊接机当天送特色遊接机当天送特色遊接机当天送特色遊*+自由购物（独家）自由购物（独家）自由购物（独家）自由购物（独家） 

2.住两晚紐約大都会地区，参观紐約时间更长。住两晚紐約大都会地区，参观紐約时间更长。住两晚紐約大都会地区，参观紐約时间更长。住两晚紐約大都会地区，参观紐約时间更长。 

3.遊览大都会博物馆，尼亞加拉军事战争要塞古堡，瀑布水力发电站遊览大都会博物馆，尼亞加拉军事战争要塞古堡，瀑布水力发电站遊览大都会博物馆，尼亞加拉军事战争要塞古堡，瀑布水力发电站遊览大都会博物馆，尼亞加拉军事战争要塞古堡，瀑布水力发电站 

4.四大接团地点：紐約三大机场四大接团地点：紐約三大机场四大接团地点：紐約三大机场四大接团地点：紐約三大机场+唐人街唐人街唐人街唐人街 

5. 特色风味餐：波士顿龙虾晚餐特色风味餐：波士顿龙虾晚餐特色风味餐：波士顿龙虾晚餐特色风味餐：波士顿龙虾晚餐+新英格兰蛤蜊巧达浓汤新英格兰蛤蜊巧达浓汤新英格兰蛤蜊巧达浓汤新英格兰蛤蜊巧达浓汤 

6. 新增雄師王國野生動物園。人與自然的親密接觸新增雄師王國野生動物園。人與自然的親密接觸新增雄師王國野生動物園。人與自然的親密接觸新增雄師王國野生動物園。人與自然的親密接觸。 

7777. 迈阿密，南海滩，比斯海湾明星豪宅岛屿，西锁岛，西棕榈等渡假勝地，行程丰富迈阿密，南海滩，比斯海湾明星豪宅岛屿，西锁岛，西棕榈等渡假勝地，行程丰富迈阿密，南海滩，比斯海湾明星豪宅岛屿，西锁岛，西棕榈等渡假勝地，行程丰富迈阿密，南海滩，比斯海湾明星豪宅岛屿，西锁岛，西棕榈等渡假勝地，行程丰富。 

8.  机场，码头均可离团，省时省钱省心机场，码头均可离团，省时省钱省心机场，码头均可离团，省时省钱省心机场，码头均可离团，省时省钱省心。 

暢遊：暢遊：暢遊：暢遊：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在沼澤河流中，在沼澤河流中，在沼澤河流中，在沼澤河流中，“草上飛草上飛草上飛草上飛”風力船帶您體驗與風力船帶您體驗與風力船帶您體驗與風力船帶您體驗與“鱷魚親密接觸鱷魚親密接觸鱷魚親密接觸鱷魚親密接觸”的驚險之的驚險之的驚險之的驚險之旅 

西棕榈滩悠闲漫步，雄師王國野生動物園，苏格拉斯自由购物。 

  
第第第第 1 天天天天 家园家园家园家园 – 紐約市（送特色遊）紐約市（送特色遊）紐約市（送特色遊）紐約市（送特色遊） 

   第一日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您的航班抵达时间为准。 抵达紐約，国内航班在该

航班行李提取处等侯 (除 JFK 七号航站楼旅客在出口处等待外)， 国际航班在乘客出口处

等候，与导遊会合后，带到集合点集中， 3PM 前到达 JFK 和 LGA 集合点的团友-免费加

送特色遊，深入遊览紐約亚裔居民生活区。EWR 没有特色遊。接機後回酒店休息，或自

費($10/人)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物。遊客抵达法拉盛后，将免费寄存行李。

我们将根据遊客数量，分时段由导遊带领您畅遊法拉盛皇后区：集购物，休闲，美食，文

化于一体的亚裔生活中心。特色遊结束后，我们将根据当日遊客数量，和您航班抵达的时

间，安排您回酒店休息。5:00 PM 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将有机会参加紐約市区的自费夜

遊。晚上自費夜遊 美金$25/人 。 

酒店：E Hotel Edison , Palace Hotel, Ramada Inn 或同级 

 



第 2 天 紐約市区遊览 

  上到紐約市地標-帝國大廈嘹望觀景臺，欣赏中央公園和紐約全景。乘坐觀光环岛遊輪遊

览哈德遜河，與自由女神像和布魯克林橋攝影留念。登上花費 1.2 億美元重新整修開放的

國家歷史文物-大無畏號航空母舰，并参观協和號超音速客機和各种战机。漫步世界金融、

证券交易中心華爾街，三一教堂，象征牛市的铜牛雕塑和紐約股票交易所。參觀大都会博

物馆，時代廣場，杜莎夫人蠟像館與總統奧巴馬等名人合影。途徑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

心，聯合國總部，世貿遺址…… 

酒店：E Hotel Edison , Palace Hotel, Ramada Inn 或同级 

 

第 3 天 费城 – 華盛頓 

   参观國家誕生地"費城"，漫步在獨立公園，在想象中感受 1776 年在此宣读独立宣言时

的振奋心情。与華盛頓雕像，舊國會大廈和獨立宫合影留念，参观自由鐘或者自由活动。

華盛頓特區，參觀林肯紀念堂和倒影湖，越戰紀念碑，朝鮮戰爭紀念碑，在航天航空博物

館了解人类征服太空的伟大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并与美国总统府-白宫和最高权力机构-

國會大廈分別合影留念，乘坐遊船沿著波多马克河和太斗湖饱览首都美景。途经傑弗遜總

統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战纪念碑，等。 

酒店： 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级 

 

第 4 天 華盛頓 – 康宁 – 尼亞加拉 

   前往世界 500 強企業的總部-康寧玻璃中心，參觀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欣賞現

場製作玻璃表演技術。午餐后，參觀尼加拉瓜大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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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體驗那份磅礡

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搭乘著名的"霧中少女"號遊船（冬季關閉）穿梭于波濤起伏的瀑

布間，水花迎面扑來，刺激緊張，更添加一份震撼力。回到訪客中心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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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A.继续在尼加

拉瓜市，瀑布公园自由活动。B.自費深度遊（$25/人）,参观水力发电站，尼亞加拉军事

要塞古堡（費用已含$13 古堡门票）。傍晚，我们将体验到一个真实的美国原住民舞蹈表

演，又称印第安人歌舞秀。夜幕降临后，结束行程前往酒店。 

（受日落时间及交通规定的约束，观赏夜景的完整性在某些夏夜会受到限制）。 

酒店：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级 

 

第 5 天  紐約上州 -- 波士顿 



   離開酒店，沿著伊利運河的方向，橫跨紐約上州，感受到美國的遼闊，下午到達麻省劍

橋市，參觀哈佛大學最古老的校園區，與聞名世界的謊言雕像－哈佛雕像合影。留影於麻

省理工學院主教學樓。波士頓市區觀光，停留在古老的三一大教堂和漢考克摩天大樓前的

廣場拍照留念，途徑波士頓公園、天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士頓圖書館，金色圓頂的

州議會大樓。晚上享受極富盛名的新鮮龍蝦大餐。 

酒店：Quality Inn, Comfort Inn, Days Inn 或同级 

 
 
 

第 6 天波士顿波士顿波士顿波士顿– 迈阿密（机票自理）迈阿密（机票自理）迈阿密（机票自理）迈阿密（机票自理） 

    早上，乘坐波士頓海港遊船，盡情遊覽波士頓港灣。漫步于古老的昆西市场，感受波

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還可以选购各种商品和纪念品。幾十家餐廳供午餐選擇，品尝各种

地道美食，在導遊的介紹下，當然不能夠錯過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湯下午乘機前往邁阿密

（BOSTON 機 1:30PM 后航班）。邁阿密免費接機時間（10am-10pm）抵達後，導遊

在行李提取處等候，送往酒店休息。傍晚客人可選擇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露天酒吧、

比基尼   誘惑讓您體驗全新的南部夜活。 

酒店： Howard Johnson/Ramada Inn 或者同级 （提供免费早餐） 

 

第 7 天 沼澤公園 – 邁阿密市區 

上午乘車前往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自费$25/

人), 穿梭在鱷魚密布的沼澤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之後還有精彩的珍稀動物表

演，真人現場師範如何捕捉活鱷魚。帶您領略全新的驚險刺激之旅。遊覽美麗的珊瑚閣區，

號稱“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鬱鬱蔥蔥的林蔭道兩旁盡是異國情調的豪華宅邸以及地標建

築欣賞“比爾提默酒店”，以全十八洞高爾夫球場以及古羅馬建築風格的美麗遊泳池而著稱。

小哈瓦那，世界著名的古巴區，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裡感受當地的中南美風情。

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嚐古巴咖啡。在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港灣郵輪遊覽邁阿密海

灣(自費 $26/人)，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可以近距離欣賞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的

明星島等幾個著名島嶼。也可遠眺地處邁阿密下城區的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邁阿密清澈

見底的海灘與景色秀麗的風光。邁阿密最著名景點南沙灘，參觀號稱美國南部第一街

的 DECO 街，欣賞色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意大利服裝設計師凡薩其的故居。 

 

酒店： Howard Johnson/Ramada Inn 或者同级 （提供免费早餐） 



 

第 8 天 西鎖島 

      從邁阿密至西鎖島(又名：基韋斯特)共 170 英裡，沿途要經過 32 個島，42 座橋，因

型而得名的鴨島（鴨鍵）是每年國際電影節所在地。歷時八年完成的著名七裡長橋（七裡

橋）極其宏偉壯觀，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蹟。前任加州州長阿諾主演的“真實的謊言”即在

此拍攝，沿途的南國島嶼風光美不勝收，色彩斑斕的海灘彷彿置身於仙境。到達西礁島後，

可以與有着“美國的天涯海角”之稱的全美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合影留念。導遊會帶您尋找美

國國道一號公路的南起點與北終點地標並合影留念。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居

（自費  $13/人）。還可以在著名的杜佛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品。回程時，可

欣賞到壯麗的日落。 

酒店： Howard Johnson/Ramada Inn 或者同级 （提供免费早餐） 

 

第 9 天 西棕櫚灘-雄師王國野生動物園- 蘇格拉斯品牌折扣城 

上午前往美南地區唯一一座集駕車以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自

費 $29.95/人）。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隨後餐館建於 1902 年

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自費 $18/人）這棟鐵路大王的豪宅比歐洲的任何宮殿都更雄偉。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私人豪宅都更富麗堂皇。西棕櫚灘的 WORTH 大道與紐約的第五大道

相比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世界超級品牌均匯聚在這大道兩旁，感受西棕櫚灘富人生活，

非此地莫屬，當然您也可以漫步在 WORTH 大道盡頭的迷人海灘上。下午蘇格拉斯品牌

折扣城是佛羅里達州第二大購物中心，大型奧特萊斯廠家直銷店。中高檔品牌應有盡有。 

酒店： Howard Johnson/Ramada Inn 或者同级 （提供免费早餐） 

 

*6/16/2014 起增加自费景點：雄師王國野生動物園 

第 10 天   羅德岱爾堡 – 家園 

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富有 “世界遊艇之都”的羅德岱堡（勞德代爾堡）遊覽“美國威尼斯”

欣賞兩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牆。河道縱橫，密如蛛網。暢遊美國十大海灘之一-勞

德岱堡海灘。 

  

下午您的行程將畫上圓滿的句號，我們會由專人送機機機機。 

若您需要前往邁阿密機場若您需要前往邁阿密機場若您需要前往邁阿密機場若您需要前往邁阿密機場(MIA)，請您預訂，請您預訂，請您預訂，請您預訂 14:00 後的飛機離開後的飛機離開後的飛機離開後的飛機離開。 

若您需要前往羅德岱堡機場若您需要前往羅德岱堡機場若您需要前往羅德岱堡機場若您需要前往羅德岱堡機場(FLL), 請您預訂請您預訂請您預訂請您預訂 14:00 後的飛機離開後的飛機離開後的飛機離開後的飛機離開。 

  



  

    *迈阿密可升級海灘度假酒店：迈阿密可升級海灘度假酒店：迈阿密可升級海灘度假酒店：迈阿密可升級海灘度假酒店：Ramada Plaza Marco Polo Beach Resort 或者同或者同或者同或者同

级海灘度假酒级海灘度假酒级海灘度假酒级海灘度假酒店。 

 

 
 

  

备注: 

◎包含：接機，送機，酒店，車費 

 ◎費用不包括:海豚名牌購物中心單程路費$20/人， “草上飛”風力船$25/人，水上觀光船

門票$26/人,海明威故居$13/人, 機票，餐費，旅遊保險，酒店行李服務，旅館保險箱費用。 

 ◎免費接機服務:邁阿密（MIA）,勞德黛堡（FLL）.10:00am-10:00pm. 如不在此時間

段, 包括飛機 延誤或其它原因造成延誤,每程收$100, 第三人起, 每多一人多加$10 美元。

每趟只限 4 人。 

 ◎由于航空公司改动或者取消航班而导致无法在參團當日内到达机场,客人需要自行入住

酒店或付費享受接送服務，每程收$100, 第三人起, 每多一人多加$10 美元。每趟只限

4 人。 

 ◎建議自行購買旅遊保險 , 贈送者需支付各項費用。 

 ◎行程順序可能變更，選擇不同酒店行程內容可能會有調整，酒店入住時間為 2:00pm,請

以本公司業務人員最後確認 為準。 

 ◎特殊假期，費用可能會調整，請以本公司業務人員最後確認報價為準。 

 ◎本行程乃按一般旅遊狀況而定，本公司有權依特殊狀況而改變行程價格或其他條件，恕

不作另行通知價格以定票時間為準。 



 ◎行程中如發生意外以導致傷亡或其他損失，當根據航空公司，酒店，巴士，鐵路等營運

機構所規定之條例，作為解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Note: Activities with asterisk “*”are excluded package. 
  

1. Including: airport pick-ups and cruise pier drop-offs, lodging, transportation. Cruise 
fare and taxes. 
  

2. *NOT including:  
  

Dolphin Mall Transfer (O/W): $20/pax,  
  

Airboat Ride: $25/pax,  
  

Miami bay cruise: $26/pax,  
  

Hemingway Home & Museum: $13/pax 

  

Lion Country Safari: $29.95/pax, 
  

Henry Flagler Museum: $18/pax 

  

Tips: $7/pax/day,  
  

All Meals and other expensed not listed in #1. 
  

3. Airport pick-up time: 10:00am to 10:00pm. Other time pick-up: $100 for 1st and 2nd 
person. Third person and  
  

after add $10 each person. 
  

4. Itinerary will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hotel locations. Please confirm with our 
sales for the final itinerary. 
5. Hotel general check in time will be 2: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