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发日期： 四，日

团号： DAP7R

价格目录： 買二送一，買二送二

第1，2人同房 第3，4人同房 单人房 配房

1st&2nd Person 3rd&4th Person Single Share

$615 $0 $870 $680

行程特色： 1. 不走重复路，最短时间内参观美東主要景点。

2. 进入国会内部参观。

3. 参观尼亞加拉军事战争要塞古堡，瀑布水力发电站

4. 亿万富豪度假别墅——听涛山庄

5. 特色风味餐：波士顿龙虾晚餐+新英格兰蛤蜊巧达浓汤

6. 进入紐約第五大道购物区，自由购物。

畅遊： 7大名城，3大名校。

紐約，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羅德島，康州。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

行程地图：

接送機備註： 出發日期: (接機) 結束日期

四，日 三，六

团体免费接机(IAD)杜勒斯國際機場：9:00AM-10:00PM，需要在机场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个人自费接机：24小时，随接随走，第1，2人收美金 $120，每增加1人，加美金 $10)

其他机场需要自行前往酒店，旅行社可以代为安排.

第1天 家园 - 華盛頓
愉悦的心情前往，美国首都——華盛頓杜勒斯国际机场(IAD) Washington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开始休闲的美東7天精彩之旅。导遊在机场行李转盘的提取处等候（Baggage Claim），

国际航班在乘客出口处等候，与导遊会合后，回到酒店休息，或是自由约见朋友。

第一天没有具体行程，免费接机时间为9:00--22:00

酒店：Sheraton/Hilton/Doubletree/Radisson/Crowne Plaza/Courtyard/Holiday inn or 同级

第2天 華盛頓一日遊

7:30 早餐后，离开酒店。

8:30 抵达景点: 国会大厦 (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120分钟

美国国会的办公大楼，建在一处高28米的国会山上。1793年華盛頓亲自为大厦奠基，

南北战争爆发后，有人提议停建该大厦，林肯总统却坚持把大圆顶造好。

11:00 抵达景点: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美東豪華7日遊

送機備註

ONLY 紐約 JFK, LGA, EWR  19:00 后的航班。

NIAGARA FALLS
尼加拉瀑布

WASHINGTON DC
华盛顿

CORNING
康寧

BOSTON
波士顿

YALE
耶鲁大學

RHODE ISLAND
羅德島

NEW YORK CITY
紐約



活动时间: 约120分钟 (含午餐时间)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飞行的专题博物馆，同时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博物馆展览中心 。

14:00 抵达景点: 白宫 .

活动时间: 约30分钟

白宫，坐落在首都華盛頓市中心区的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与高耸的華盛頓

纪念碑相望。是总统和政府办公的场所，供第一家庭成员居住。

15:15 抵达景点: 林肯纪念堂 (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45分钟

林肯纪念堂 ，为纪念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而建。形似希腊雅典的帕

尔特农神庙，四周是36根白色大理石廊柱，象征林肯在任时的36个联邦州，被视

为美国永恒的塑像及華盛頓市标志。

朝鲜战争纪念广场，是用来纪念在1950年至1953年间在这次残酷战争中死亡的美军士兵。

越南战争纪念墙，由黑色花岗岩砌成的长500英尺的V字型碑体构成，用于纪念

服役于越南战争期间，战亡的美国士兵和将官。

16:15 抵达景点: 波托马克河遊船 (乘船遊览)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波托马克河遊船，观看華盛頓最有标志性的建筑物， 如:肯尼迪中心，水门，

華盛頓纪念碑，美国国会大厦，杰佛逊纪念堂等。華盛頓遊船是让你放松并且

18:00 晚餐: 自助晚餐，约60分钟

19:00 晚餐后将继续驱车向北，前往酒店。

20:45 回到酒店休息

酒店：Sheraton/Hilton/Radisson/Wyndham/Shippen Place Hotel/ BW Premier Harrisburg/Four Points/Crowne Plaza/Courtyard/Metro Points/ Tremont Plaza 或同级

第3天 華盛頓 – 康宁 – 尼亞加拉

7:00 离开酒店，驱车前往康宁玻璃中心。

10:30 抵达景点: 康宁玻璃中心 (入内参观) (含午餐时间)

活动时间: 约90分钟

世界上最具有艺术和历史气息的玻璃中心。第一块玻璃甚至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

而玻璃不断的创新也在启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全球

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馆，欣赏现场制作玻璃表演技术。

12:00 离开康宁，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

15:00 抵达景点: 尼亞加拉公园

(A). 自行留在尼亞加拉，瀑布公园自由活动。

(B). 自费深度遊: 参观水力发电站，尼亞加拉军事战争要塞古堡，安大略湖，远观多伦多

活动时间: 约90分钟

前所未有地感受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壮观，水势澎湃，声震如雷，参观尼亞加拉古

堡和尼亞加拉水力发电站，从不同角度更深入地了解尼亞加拉瀑布。同时前往美

加边境，尼亞加拉战事要塞，了解北美印第安人的恩怨情仇。

16:45 抵达景点: 雾中少女号 (开放时间: 5月 - 10月)

活动时间: 约30分钟

全世界唯有雾中少女号才能带领你最近距离接触世界闻名的马蹄形尼亞加拉大瀑

17:30 抵达景点: 尼亞加拉IMAX传奇电影 (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30分钟

18:00 抵达景点: 瀑布欢迎(礼品专卖)中心    (含晚餐时间)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19:00 抵达景点: 印第安人真人秀 

活动时间: 约45分钟

您将体验到一个真实的美国原住民舞蹈表演，这是由世界级的本土精神舞者以代

代相传美丽的舞蹈，令人振奋的音乐，特殊的服装和真正的母语歌唱表演。

20:00 抵达景点: 尼亞加拉大瀑布--日景/*夜景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眺望「美国瀑布」，「马蹄瀑布」及「新娘面纱瀑布」。水势一泻千里，雷霆万

钧，亲身体验那份磅礡的气势，尤如万马奔腾。每天都有七种不同颜色的灯光

照映在尼加拉瀑布，犹如一道亮丽的彩虹划过夜空，所以尼加拉瀑布的夜景也被

喻为“黑夜的彩虹”，让我们一起见证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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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驱车前往酒店。

酒店：Adam's Mark/Radisson/ RIT/ Rochester Plaza/ Park Plaza//Holiday Inn/Clarion Hotel或同级

第4天  紐約上州 -- 波士顿

8:30 酒店内，自费早餐。

沿着伊利运河的方向，横跨紐約上州，感受到美国的辽阔。

16:00 抵达景点: 哈佛大学(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位于波士顿剑桥城的私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之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大学声

誉、财富和影响力的学校，被誉为美国政府的思想库，经常名列全球大学第一位。

17:15 抵达景点: 麻省理工大学(MIT)

活动时间: 约10分钟

麻省理工学院，位于波士顿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都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是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大学。

17:45 抵达景点: 波士顿市区中心广场

活动时间: 约15分钟

波士顿市区观光，停留在古老的三一大教堂和保诚大厦楼前的广场拍照留念，途

径天鹅湖公园、普天寿大楼，波士顿图书馆，金色圆顶的州议会大楼。

18:15 抵达景点: 波士顿特色龙虾晚餐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晚上享受极富盛名的新鲜龙虾大餐。

19:30 前往酒店休息。

酒店：Sheraton/ DoubleTree/Radisson/Courtyard/Four Points/Wyndham/Holiday Inn或同级

第5天 波士顿 -- 罗德岛 --普利茅斯

8:00 前往波士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

市。它的經濟基础是科研、金融与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并被认为是一个全球

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

9:15 抵达景点: 波士顿观港船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从水上遊览波士顿，见证这里的历史，人物，遗址，故事 以及其他的许许多多。

波士顿拥有着这一切。波士顿港邮轮向您展现了这样一个迷人的城市。

10:15 抵达景点: 昆西市场 (含午餐时间)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波士顿著名的购物场所，市场的中央建筑内有许多的美食摊位，相邻的2栋是时

装、装饰品、珠宝与礼品店，也有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遊览购物两不误。

14:15 抵达景点: 听涛山庄(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又称为黄金别墅。耗资约1.5亿美元，是范德比尔特二世时期修建的度假别墅。

有着70间房间的别墅是以海浪冲击这所有着13英亩范围的房子下的石头而命名。

16:15 抵达景点: 普利茅斯岩

活动时间: 约30分钟

又称为移民石，上面刻着“1620”的字样，据传是新移民涉过浅滩,踏上美洲大陆的

第一块“石头”，如今供养在普利茅斯的港边。

18:30 晚餐 (根据交通状况，导遊会提供地点自由晚餐，或是酒店晚餐)

酒店：Sheraton/ DoubleTree/Radisson/Courtyard/Four Points/Wyndham/Holiday Inn或同级

第6天 耶鲁大学 -- 第五大道购物区

7:30 酒店集合出发。

10:15 抵达景点: 耶鲁大学(*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由耶鲁大学学生带领我们深入校区。入内参观充满怀旧情怀的哥德式教学楼，

学生的宿舍和日常生活区。近距离同学生交流，感受深刻的常春藤盟校文化底蕴。

（如因耶鲁大学考试期间，只能安排导遊带领参观耶鲁校园公开区域）

11:45 午餐，约60分钟

15:45 抵达景点: Bloomingdale's - 梅西百货旗舰店 (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150分钟

第5大道购物区，位于曼哈顿岛的中心地带，是曼哈顿最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

现已成为，紐約的商业中心、居住中心、文化中心、购物中心和旅遊中心。

而BLOOMINGDALE'S 是紐約最大的百货大厦，十一层楼里应接不暇的精致商品，潮流

箱包，高低档化妆品，俨然已成为当地人和外籍遊客必到的血拼地，成为了解

紐約时尚文化的风向标。

19:00 前往酒店。

酒店：Sheraton/Hilton/Doubletree/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Courtyard/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or 同级

第7天 紐約市区遊览
7:00 早餐后离开酒店。

8:15 抵达景点: 华尔街 

活动时间: 约30分钟

华尔街差不多已成了紐約金融区的同义语，这里呈现的是极其繁忙的生活节奏

和紧张的工作氛围。

9:00 抵达景点: 帝国大厦 (入内参观)

活动时间: 约45分钟 (含早餐时间)

帝国大厦作为紐約地标建筑，包括电视天线塔在内高度达443.18米，是装饰派艺术建造的办

公大楼，于1931年建成。参观者在第86层（最佳观景台），可以看到附近四个州的

部分景色。

10:00 抵达景点: 自由女神  (乘船遊览) 

活动时间: 约60分钟

正式名称是“自由照耀世界之神”，它深入人心，成为全世界民主自由的象征。

雕像高约46米，垫座约27米，腰围约10米，而女神那未露笑容的嘴约1米宽。

12:00 抵达景点: 大无畏号航空母舰 (入内参观 )

活动时间: 约90分钟 (含午餐时间)

位于哈德逊河畔，主要用于安放美国退役的海军战舰、空军战机等军事装备。

致力展示二战时期与美国军事相关的历史、科学和服务，已成为国家历史地标。

行程途径：洛克菲勒中心位于曼哈顿中城，是一个由19栋大楼组成的建筑群。

世界贸易中心，是美国紐約新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大楼。联合国总部位于紐約

曼哈顿东河，包括秘书处大楼、会议厅大楼、大会厅。第五大道位于曼哈顿岛中

心地带，已成为紐約的商业中心、居住中心、文化中心、购物中心和旅遊中心。

16:00 行程结束，前往紐約3大机场。

行程結束后，提供当日巴士返回華盛頓，(需收取$3/每人，回程巴士票税金) 715 H Street At 7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1,

回程巴士無導遊陪同，最終下車地址为華盛頓中国城。巴士不会前往華盛頓机场。

景点顺序会因政治，交通，遊客人数和季节变化稍作调整，参观景点一样，恕不另行通知。



景点说明: （1）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遊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气、交通、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遊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2）遊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遊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费用不含: 机票，餐费，景点门票费，小费，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Adult Child(3-11) Senior 62+

成人 儿童 老人

*紐約夜遊 NYC Night Tour $25.00 $15.00 $25.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免费FREE $17.00

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 $27.00 $21.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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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母舰U.S.S. Intrepid $26.00 $21.00 $22.00

蠟像館 Wax Museum $25.00 $23.00 $25.00

首都遊船DC Cruise $23.00 $15.00 $20.00

康寧中心+热玻璃秀 Corning Glass Center+Hot Glass Show $16.00 免费FREE $15.00

*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17.00 $9.90 $17.00

瀑布電影   IMAX Movie $12.00 $9.00 $12.00

印第安歌舞秀 Native American Show $20.00 $13.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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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龙虾餐 Lobster Dinner $30.00 $30.00 $30.00

觀港船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17.00 $20.00

富豪别墅 Breaker Mansion $19.50 $5.50 $19.50

耶魯大學深度遊 YALE UNIVERSITY In-depth Tour $11.00 $7.00 $11.00

Service Fee / 服务费： $ 7 / DAY

门票价格因季节會调整，恕不另行通知，以當日景點價格為準！

2014年景点门票

* 景点会因季节性，交通状况，做出相应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