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新年倒數美東 8 天尊享小眾團
出發日期： 12/25/2018（週二）
團號：AP25-8Q
價格目錄：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1388 / 人

$688

$688

$2088

五個【獨家】、四大【創新】:
1. 首創跨年方式三選一：親臨時代廣場和百萬人共迎新年；或在尊享專區近距離體驗時代廣場水晶球的降
落；或乘哈德遜河遊船飽覽曼哈頓夜色，欣賞跨年煙火。
2. 隨專業導遊漫步五大道、中央公園、Plaza Hotel 等，途經川普大廈拍照留念。
3. 精選美食：品嘗著名的 Lady M 蛋糕、Luke’s 龍蝦卷，正宗新英格蘭蛤蜊濃湯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波士頓大龍蝦（1 ¼ 磅），費城瑞丁車站市場品嘗費城乾酪牛肉三明治，華盛頓 DC 首
都品嘗 Shake Shack。
4. 經典百老匯音樂劇，一場視覺與聽覺的盛宴！客人提前預定百老匯歌劇，免費享受價值$100 送酒店服
務。（門票須通過我们预订）
5. 貼心服務: 倒數當日每位客人都會收到免費贈送的“暖寶寶”。
6. 經典線路玩轉美東，節日氣氛新年倒數，全年唯一體驗！
7. 小眾團，司導分開。每團不超過 12 人。奔馳高頂，資深導遊全程陪同客人遊覽。（接送機除外）
8. 每天在豪華酒店裡享用美式熱早餐。
9. 輕鬆遊，每天早上 8 點後出發（紐約倒數當天除外）。

暢遊：五大名城--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尼亞加拉大瀑布，波士頓
兩大名校--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紐約(JFK/LGA/EWR)接機信息：
1.

獨家接機至午夜 12 點！每日早上 8:30 到午夜 12 點之間（以航班實際落地時間為準）
，在紐約三大機場（JFK, EWR 和
LGA）提供免費接機，並在皇后區法拉盛與曼哈頓唐人街提供集合上車點服務！（法拉盛集合時間為 9:30AM-5PM，
曼哈頓集合時間為 9:30AM-6PM）

2.

美國國內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前往航班行李轉盤→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一班車輛離開機
場。

3.

國際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護照檢查→提取行李→海關檢查→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一班車
輛離開機場。

4.

參團貴賓如在上述時間外或需要專車接機服務費用為$120 （涵蓋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 10 美元）
。

送機信息：

第一天

出發日期：(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12/25/2018 週二

免費：JFK / LGA / EWR 機場 19:00 以後航班

1/1/2019 週二

家園—紐約市（法拉盛自由行） （12/25/2018 週二）
參考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Newark Airport Area) or equivalent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准。
抵達紐約，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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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午 17 時前抵達 JFK 和 LGA 的貴賓，將會先被接到車水馬龍的法拉盛，這裡是紐約第四大商業區，
也是三十多年來在美華人奮力打造出的文化中心。您可以親眼目睹美國移民政策的成就，體驗各方地道
美食，京滬川粵江浙雲貴湘魯東北等風味應有盡有，超市和商店裡更是琳琅滿目。縱橫旅遊在其中心地
帶設立了貴賓接待中心，提供免費行李寄存和 WIFI。我們將根據當日遊客數量和航班抵達的時間，適
時安排大家回酒店休息。
2. 12:00PM 前抵達 EWR 機場的客人，可享受免費送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物。下午 17 點
後抵達 JFK 或 LGA 的客人以及中午 12 點後抵達 EWR 的客人， 將直接送往酒店。
紐約早遊：
•

限於 JFK&LGA 機場在 9:00AM 前拿到行李見到導遊客人。就可以選擇參加紐約早遊。

•

提前預定可享促銷價格，售價（保證有位）：$1/人。（如若因航班延誤或個人原因，未能在 9:00AM
前見到導遊，將退還促銷價$1 美金）s 接機當日抵達後報名售價（座位有限）：成人$25/人；12 歲以
下兒童$15/人。當日接機、接送服務未含服務費$10/每人

•

行程安排： 布魯克林 DUMBO 區（20 分鐘）→麥迪遜廣場&熨斗大廈（外觀，20 分鐘）→華盛頓廣
場&紐約大學（15 分鐘）
布魯克林的 DUMBO 區位於紐約東河岸，如今的 DUMBO 是一個充滿藝術活力的區。而沿著河岸的
布魯克林公園，更是擁有觀看紐約下城天際線及布魯克林橋和曼哈頓大橋的絕佳視野，那些刻意保存的
石板路、紅磚牆，和網紅旋轉木馬讓這裡充滿韻味。
熨斗大廈是曼哈頓最美麗、以及最有趣的大廈之一，其位於第 22 街和第 23 街之間，以及百老匯和第
五大道的交界路口。整座大廈如同一個熨斗般，尖頭指向著名的麥迪森廣場。
華盛頓廣場公園最吸引眼球的便是形似凱旋門的石拱門，這個場景出現在眾多美國影視劇中。公園內的
大型噴泉周圍經常會有藝術家在此表演或創作，而著名的紐約大學就是圍繞著廣場。

紐約夜遊：
•

無論您抵達哪個機場，只要在下午 16:30 前拿到行李見到導遊，就可以選擇參加物超所值的曼哈頓夜
遊。

•

成人售價$25/人，12 歲以下小童$15/人。當日接機、接送服務未含服務費$10/每人

•

行程安排： 前往洛克菲勒中心（15 分鐘）→ 時代廣場（30 分鐘）→ 新澤西觀景點（15 分鐘）
洛克菲勒中心是洛克菲勒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擁有的建築群，也是標誌著裝飾藝術風格建築的地標
物，其意義的重大，早就超過建築本身了。
時代廣場的夜晚依舊車水馬龍，廣場兩側的霓虹燈與大樓的燈交織著，置身其中才能真正的領略到不夜
城的無限魅力。
新澤西觀景點為我們解決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小小遺憾，這裡是一個絕佳的欣賞
曼哈頓天際線觀賞點，領略北美第一大都市夜晚的繽紛多彩。

第二天

費城-華盛頓 DC-夜遊（12/26/2018 週三）
參考酒店： 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Columbia, Maryland Area) 或同級

享用過早餐後從酒店出發，我們將造訪費城，美國的“誕生地”。漫步於獨立公園廣場，探索美國的建國
起源：獨立宮、自由鐘（40 分鐘）。1776 年 7 月 4 日，在獨立宮內簽署了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
《獨立宣言》：“人生而平等。”“人人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登頂費城最高樓—費城觀
光塔（50 分鐘），站在美國歷史搖籃之巔，遠眺費城的市政廳，賓州創建者威廉潘恩的雕像屹立在頂端，
仿佛訴說著貴格教建市的終極理想--兄弟有愛之城。我們也會前往著名的洛奇雕像（10 分鐘）駐足停留，
1976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洛奇》便是以費城為背景講述的故事。我們將在瑞丁車站市場享用費城本地特色
午餐，費城乾酪牛肉三明治尤為出名（40 分鐘）。接下來我們將驅車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DC，乘坐華
盛頓 DC 首都國家遊船，欣賞波多馬克河兩岸美景，五角大樓、空軍紀念碑、共濟會鐵塔、泰坦尼克紀念
碑、將軍路等眾多名勝（60 分鐘）。來到 DC 必將前往美國的總統府—白宮（外觀，20 分鐘）。美國開
國元勳喬治華盛頓對美國總統官邸的建造曾發表過他的觀點：它決不能是一座宮殿，決不能豪華，因為在
這裡工作的主人是國家僕人。於是他提出了建造總統府的三點要求：寬敞、堅固、典雅。之後我們參觀林
肯紀念堂、韓戰紀念廣場、越戰紀念牆（45 分鐘）。為緬懷偉大的林肯總統為美國人權做出的努力，著名
演說“我有一個夢想”便是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出的時代的最強音。晚餐過後，我們將會開始華
盛頓 DC 夜遊（60 分鐘）。首先來到國會山莊門前的倒影湖，仰望夜色中國會大廈的雄偉與莊嚴。之後去
到傑弗遜紀念堂，膜拜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國父之一：托馬斯傑弗遜。最後來到二戰紀念碑，遠眺林
肯紀念堂。

第三天

華盛頓 DC（12/27/2018 週四）
參考酒店： Genetti Hotel & Suite (Williamsport Area) 或同級

享用過早餐後從酒店出發，前往美國最高民主機構—國會大廈（90 分鐘）。如果自由是一種信仰，美國的
國會大廈便是自由的派特農神廟。我們將在國會裡面專業導遊的帶領下，進入國會山莊，參觀國會內部。
之後前往號稱館藏量全球最大的國會圖書館（20 分鐘），作為影片《國家寶藏》的重要場景，讓我們一起
揭開國會圖書館的神秘面紗。（如遇國會山莊、國會圖書館關閉，將改為參觀外觀）我們也將去到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15 分鐘），至此“三權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機構全部去到。中午來到 Shake
Shack（30 分鐘），享用著名的美國地道漢堡（自費）。Shack 是源自紐約的連鎖漢堡店，開有多家分店，
在當地極受歡迎，號稱紐約最好吃的漢堡，價格親民實惠。午餐過後，前往總統蠟像館（50 分鐘），您可
以與美國第 1 位到第 44 位總統合影留念，或坐在“權利的中心”—“白宮辦公桌”上處理事務。總統蠟
像館是唯一能“面對面”會晤美國所有總統的地方。幾步之外即是福特劇院（外觀，10 分鐘），1865 年
4 月 14 日，林肯總統在此遇刺。下午，我們將停留史密森尼博物館群（90 分鐘），您可以自由選擇遊覽
航空航太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國家美術館、美國歷史博物館等等。

第四天

尼亞加拉大瀑布（12/28/2018 週五）
參考酒店： Salvatore's Garden Place Hotel (Buffalo Airport Area) 或同級

享用過早餐後從酒店出發，驅車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中午抵達瀑布，首先進行尼亞加拉周邊風景深度遊，
前往尼亞加拉戰爭古堡（50 分鐘）。先後被法國、英國、美國三國統治下的戰爭古堡是安大略湖進入美國
的軍事要塞，探索歷史的同時欣賞尼亞加拉河下游與安大略湖美景。之後順著尼亞加拉河畔驅車來到漩渦
公園（20 分鐘）。尼亞加拉驚險刺激的“水上法拉利”JETBOAT（50 分鐘）也是必去之地，噴氣式快艇
讓您不用簽證就可穿梭於美加兩岸，欣賞美景的同時，也體驗到 Cowboy 船長的王牌絕招“花樣飛船”。
回到尼亞加拉大瀑布，我們會觀看一場以尼亞加拉瀑布傳奇故事為主題的瀑布 IMAX 電影（30 分鐘）。夜
幕降臨，導遊將會帶領您登上公羊島，欣賞瀑布的曼妙夜景。（導遊將根據不同季度的日落時間安排行程，
以確保客人看到夜景。）

第五天

哈佛大學-波士頓（12/29/2018 週六）
參考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oston (Massachusetts Area) 或同級

享用過早餐後從酒店出發，沿著伊利運河與 90 號州際高速一路向東，下午抵達美國最古老的常春藤--哈佛
大學。哈佛大學因其學術影響力而被成為全世界最負盛名的學府之一，總共誕生過 8 位美國總統，數位世
界其他國家元首；有 152 名諾貝爾獎得主曾在哈佛學習或工作過。屆時導遊將帶領您遊覽哈佛大學校園
（60 分鐘），參觀謊言雕像，哈佛大學圖書館，畢業禮堂等重要建築。之後我們將前往麻省理工學院（20
分鐘），參觀過後，前往宏偉的波士頓基督教科學派第一教堂（20 分鐘），參觀基督教科學派所在地。驅
車經過著名的波士頓馬拉松終點線，來到科普利廣場，與波士頓三一教堂、漢考克大樓合影留念（20 分
鐘）。晚餐將會享用當地特色的波士頓龍蝦餐（自費）。

第六天

波士頓-紐約（12/30/2018 週日）
參考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Newark Airport Area) or equivalent

享用過早餐後從酒店出發，前往波士頓市區。我們將開始波士頓的“自由之路”步行遊（自費，60 分鐘），
跟隨歷史的腳步體驗魅力波士頓，探索美國的最早殖民與獨立歷史。前往波士頓公園、公園街教堂、穀倉
墓地、馬薩諸塞州金頂議會大廈、老州議會大廈、舊市政法尼爾廳、波士頓大屠殺遺址等。如果您想選擇
步行少一些的玩法，也可以乘坐波士頓觀港遊船（60 分鐘），見證最具歷史文化價值城市波士頓的人文景
觀。接下來我們會來到昆西市場 (50 分鐘)，品嘗各類地道美食。

第七天

紐約時代廣場倒數 （12/31/2018 週一）
參考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Newark Airport Area) or equivalent

早上出發前往中央公園與第五大道，我們將會經過 Plaza Hotel、川普大廈拍照留念，您可以選擇品嘗
Lady M 蛋糕、Luke’s Lobster，或漫步中央公園，或漫步于第五大道（由於沒有放置額外物品的地方，
不建議當日購物）。悠閒享用午餐後，為新年倒數做準備。
當天跨年倒數您將會有三個選項：
1.

進入時代廣場倒數區，感受與數以萬計的遊客共同倒數的新年氣氛，並觀看倒數前的節目表演。屆

時該區馬路將會被劃分為行人專用區，你可無拘無束地欣賞五光十色的時代廣場，親身體驗聞名世界的迎
新街頭歡慶活動，見證歷史性的一刻。(免費)
2.

購買 Applebee VIP 通行證，參與倒數狂歡派對。則不需要早早去排隊，不受天氣、人潮影響任意

時間隨意出入時代廣場封鎖區域，餐廳內無限量暢享 Applebee 匠心主廚美食、酒水。派對現場也將有 DJ、
現場表演、跳舞等活動，在時代廣場室外專屬區域觀賞新年倒數。（VIP 溫暖倒數）(價格為成人$375，
小孩$250)
3.

高大上的新年夜景自助晚餐遊輪觀光（New Year City Sightseeing Countdown Dinner

Cruise），在哈德遜河上欣賞紐約夜景，歡度新年。遊輪上所有的飲料、葡萄酒、啤酒、雞尾酒都可以隨
便享用，船上有專業 DJ，船共有兩層，室內有暖氣。將會在海上看煙花迎接新年的到來。 （海上溫暖倒數）
(價格為$411/人，包含碼頭往返交通，大人兒童同價)
倒數團細節服務：
1.倒數當天設立室內服務站：
•位於第 5 大道和第 6 大道之間的西 48 街
2.人性化多班次酒店班車 (客人可選擇提早回酒店) ：
•18:00、21:00、1:30（1 月 1 日 淩晨）三個時間段滿足不同客人的需求，都可以送客人回酒店。
3.獨家贈送每一位客人一包暖寶寶，讓您在寒冷的倒數現場保持溫暖！

第八天

紐約市區觀光-家園（1/1/2019 週二）

首先我們將會來到世界金融區—華爾街 (25 分鐘) 。大名鼎鼎的紐約股票證券交易所、當年華盛頓總統宣誓
就職的聯邦大廳就坐落在華爾街上。途經紐約三一教堂，與華爾街銅牛拍照留念。接下來前往紐約的地標
建築，雄踞世界最高樓歷史紀錄近 40 年之久的帝國大廈（60 分鐘）。登頂帝國大廈，漫步觀景台，仿佛
置身於眾多著名電影場景裡，將整個曼哈頓全景盡收眼底。乘坐自由女神觀光遊船（60 分鐘），自由女神
高舉火炬，將光明帶給七大洲、四大洋，象徵著美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崇高理想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
與自由女神合影，同時欣賞哈德遜河兩岸的風光。我們也會來到時代廣場（30 分鐘），燈紅酒綠、紙醉金
迷，體驗 “世界的十字路口”的喧囂與繁華。我們也將外觀聯合國總部，這是世界上的“國際領土”，由
洛克菲勒家族捐贈土地，讓這裏在二戰之後成為了新的“世界首都”。

參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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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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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每人每天$12）
，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Fee

大人

老人

兒童

Adult

Senior(65+)

Children(3-12)

$25.00

$25.00

$15.00

$25.00

$25.00

$15.00

$37.00

$35.00(62+)

$29.00

$24.00

$17.00

$14.50

$14.50

$9.50(3-11)

$26.00

$23.00

$18.00

$23.00

$23.00

$17.00

紐約 New York
紐約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紐約早遊
New York Morning Tour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自由女神環島船 Statue of Liberty Cruise

$31.00
（5 歲及以下免費）

費城 Philadelphia
費城觀光塔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華盛頓首都 Washington D.C.
首都遊船 DC Cruise
總統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DC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瀑布電影 IMAX Movie

$12.00

$12.00

$8.00

瀑布深度遊 Niagara Scenic Tour

$25.00

$22.00

$15.00
$56.00

尼亞加拉大瀑布快艇 Niagara Jetboat Adventures

$66.00

$56.00(55+)

(12&under,minimum
of 40 inches tall)

波士頓 Boston
波士頓自由之路步行遊 Freedom Trail of Boston
Walking Tour
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15.00

$15.00

$13.00

$22.00

$20.00

$17.00(3-11)

$32.00

$32.00

$32.00

餐 Meal
波士頓龍蝦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蜂鸟旅游
www.FengniaoTrav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