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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豪華敞篷巴士 6 日遊 

出發日期：週二，週五 

團號：AP6S     

價格目錄：買二送二 

第 1，2 人同房 第 3，4 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610 $0  $820 $675 

獨家特色: 

1. 接機當天送法拉盛自由行(JFK / LGA)，或自由購物(EWR) 

2.乘坐敞篷巴士觀光紐約市區遊 

3.住两晚紐約大都会地区，参观紐約时间更长。 

4.遊览大都会博物馆，尼亞加拉军事战争要塞古堡，瀑布漩渦公園 

5.五大接團地點：紐約三大機場(JFK, LGA, EWR)+唐人街+法拉盛 

6.特色风味餐：波士顿龙虾晚餐+新英格兰蛤蜊巧达浓汤 

暢遊：6大名城，2大名校。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亞加拉大瀑布，波士頓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接送機備註： 

出發日期: (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二，週五 
BOS 13:30 后飞机 

JFK / LGA / EWR 19:00 后飞机 
週日，週三 

(團體免費接機：8:30AM-10: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個人自費接送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第 2 人共收美金 $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第 1天 家園 – 紐約市（法拉盛自由行）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準。 抵達紐約，國內航班在該航班

行李提取處等侯 (除 JFK 七號航站樓旅客在出口處等待外)，國際航班在乘客出口處等候。 

抵達 JFK 和 LGA 的遊客，我們將根據回酒店時間的安排，免費提供行李寄存。讓您更加

方便的自由前往一街之隔的天景豪苑（SKYVIEW），或是法拉盛中心點：在短暫的時間

內感受到到極具特色的亞裔文化，暢遊集購物、休閑、美食、文化、娛樂、生活一體的亞

裔生活中心。我們將根據當日遊客數量，和您航班抵達的時間，安排您回酒店休息。

12:00 前抵達 EWR 機場的客人，可自費 ($10/人) 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物，或接

機後回酒店休息。4:30 PM 前抵達機場的旅客，將有機會參加紐約市區的自費夜遊（$25/

人）。（免費接機未含服務費$8/每人。） 

酒 店 ： Sheraton/Hilton/Doubletree/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l/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 /Courtyard/ 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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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 紐約市區遊覽 

早上從酒店出發，途徑世貿遺址，漫步世界金融、证券交易中心華爾街，與三一教堂，象

征牛市的铜牛雕塑和紐約股票交易所合影留念。隨後登上開蓬觀光巴士遊覽紐約市，途經

南街碼頭，聯合廣場，麦迪逊广场公园，中央公園，MOMA博物馆，洛克菲勒中心。蘋

果紐約第五大道旗艦店，哥倫布圓環廣場，時代廣場。隨後換成觀光旅遊車繼續行程。參

觀紐約最高摩天大樓帝國大廈，觀賞虛擬動感直升機的紐約天空之旅，俯瞰紐約地標性建

築，再乘坐電梯到帝國大廈露天觀景台欣賞最壯觀的紐約全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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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無

畏號航空母舰，并参观協和號超音速客機和各种战机。當然我們不能錯過大都會博物館，

位於中央公園旁，是美國最大的藝術博物館，館藏超過兩百萬件來自世界各地文化的藝術

品。參觀時代廣場，杜莎夫人蠟像館與各位名人明星合影。 
酒店：Sheraton/Hilton/Doubletree/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l/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 /Courtyard/ 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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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aton/Hilton/Radisson/Wyndham/Shippen Place Hotel/BW Premier Harrisburg/Four 

Points/Crowne Plaza/Courtyard/Metro Points/Tremont Plaza/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 4天 華盛頓 - 康宁 - 尼亞加拉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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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尼亞加拉大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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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時間允許將体验

一次难忘的、充满刺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 – 尼亞加拉瀑布快速游艇 JETBO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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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一 千五百萬的電影向您描述了尼亞加拉瀑布多姿多彩的傳奇故事。

结束后。A.继续在尼亞加拉市，瀑布公园自由活动。B.自費深度遊（$25/人，費用已含$13

古堡门票）：参观澎湃的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军事要塞古堡。尼亞加拉漩渦深 125 英尺，

它在 4200 年前被水侵蝕而形成的，在公園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的壯觀；戰爭古堡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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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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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 Mark/Radisson/ RIT/ Rochester Plaza/Park Plaza//Holiday Inn/Clario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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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古老的三一大教堂、漢考克摩天大樓、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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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公園、天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士頓圖書館，遠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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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aton/ DoubleTree/Radisson/Courtyard/Four Points/Wyndham/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 6天 波士顿 -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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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說明:  

（1）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退費說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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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小費（每人每天$8），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价格：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62+) 

儿童 

Child (3-12) 

纽约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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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FREE(under 11)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2.00  $29.00  $26.00  

帝國大廈 &天空之旅 
Empire State Building & Skyride 

$45.00 $41.0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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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母舰 U.S.S. Intrepid $31.00  $27.00  $24.00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25.00  $25.00  $23.00  

华盛顿首都/康宁 Washington D.C. /Corning       

首都游船 DC Cruise $26.00  $23.00  $18.00  

康寧中心+热 玻 璃 秀 Corning Glass Museum $18.00  $16.00  Free (under 17) 

瀑布 Niagara Falls    

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18.25  $18.25  $10.65  

瀑布電影 IMAX Movie $12.00 $9.00 $8.00 

印第安歌舞秀  
Thundering Water Cultural Show 

$20.00 $20.00 $13.00 

瀑布深度遊 In-depth Niagara tour $25.00 $22.00 $15.00 

**尼亚加拉大瀑布快艇  

Niagara JETBOAT Adventures 
$61.00 $51.00 $51.00 

波士顿 Boston    

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 

餐 Meal     

波士顿龙虾餐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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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每天每位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  $8.00  $8.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