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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天天天天    家園家園家園家園 - 紐約市紐約市紐約市紐約市/ 半天半天半天半天自由由由由行  

(獨家行程) 從家園乘坐飛機抵達的旅客將享有紐約市所有 3 個機場的免費接機

服務(免費接機時間為美東時間 9:00AM -11： 00PM)：  

 JFK(肯尼迪國際機場)    

機場接駁車班次時間：     9AM  11AM  1PM  3PM  5PM  7PM  9PM  11PM  -  

 

LGA(拉瓜迪亞機場)    

機場接駁車班次時間 

9:45AM   11:45AM   1:45PM   3:45PM  5:45PM   7:45PM  9:45PM  10:45PM          
  

於 1:00PM 之前到達肯尼迪和拉瓜迪亞機場的旅客將有可能被送至位於法拉盛

市中心的天景豪苑（天景豪苑是皇 后區最大的綜合性，多檔次的休閒購物中心，

匯聚世界頂級零售商店，包含了女士服裝，男士服裝和兒童服裝， 鞋，電子產

品，家居用品，娛樂，化妝品，日用品等各大類別。）或曼哈頓華埠（俗稱中

國城或唐人街，是紐約市 曼哈頓的⼀個地區，也是遊客集中最多的地方之⼀，

遊客可沿路觀光到鄰近具有特色的小意大利區或蘇豪購商業區 購物中心）。乘

3:00PM 從法拉盛市中心/4:00PM 曼哈頓華埠酒店的接駁巴士開往酒店。 **以

上兩地點視當天交通或天氣情況而定。 -  

 

EWR(紐瓦克國際機場)   機場接駁車班次時間: 免費接機時間內的任何時間  由

於紐約市的交通堵塞嚴重，到達紐瓦克國際機場的旅客將會直接送至團隊酒店。

由於美國酒店入住時間規定為 下午 3 點後，提前到達紐瓦克國際機場的客人送

至酒店後，請在酒店等候房間安排。  乘坐國內航班者，我們的導遊將在機場

行李領取處等候您，而乘坐國際航班者，等候處則為海關外的出處口。由 於同

⼀個時間段接機導遊需要接駁多個航站樓旅客。 *當地旅客或不是乘坐飛機抵



達的旅客必須於 3:55PM 之前到達唐人街天馬旅遊的集合點(46 Bowery, New 

York, NY 10013)。乘 4:00PM 從曼哈頓開往酒店的接駁巴士。 *旅客也可自行

前往團隊酒店（請提前查詢將要入住的酒店資料）。  

所有於 4:00PM 之前到達的旅客將有可能參加非常受歡迎的⼀個節目紐約夜遊*，

紐約夜遊將於約 6:00PM 出 發，首先會直接前往位於紐約心臟地帶的時報廣場，

感受來自世界各地巨型廣告液晶顯示屏的閃爍燈光，享受最燦 爛的時刻，接著

將參觀飄揚著聯合國的 159面彩旗的國家歷史地標之⼀的洛克斐勒中心。聖誕

期間，更可欣賞代表 紐約、超過十米高的聖誕樹。最後⼀站是對岸欣賞世界大

都會繁華夜景，拍下⼀張張彷如明信片的照片！ *   紐約夜遊票價：每人$25。

（此行程不包括：導遊/司機的小費：每人$4） *   是否足以形成該行程取決於

當天交通,天氣和參團人數而定 注：接機人員工作時間為美東時間 9.00AM-

11.00PM，任何不在這個時間內的接送將需收取額外的費用（⼀或二 人$125，

從第三人起每多⼀⼈加$10）。任何由於天氣及其他原因所導致航班延誤令旅

客無法在免費接機時段之 前與接機人員見面，可選擇付費接機服務。 上述所

有時間指的是東部時間（ET）。  

酒店: Crowne Plaza Edison/Radisson Somerset 或同級  

 

*纽约夜游                                                          成人 $25 /兒童 $20/長者 $25 

 

第第第第 2 天天天天 今天可選擇不同的今天可選擇不同的今天可選擇不同的今天可選擇不同的自選活動選活動選活動選活動    

A) 伍德佰里品牌直銷中心伍德佰里品牌直銷中心伍德佰里品牌直銷中心伍德佰里品牌直銷中心 -  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 $35  

早餐後乘車到全世界最大的廠家直銷中心，有著各大名店如 Gucci, Prada, 

Miu Miu, Coach, Burberry, Fendi, Balenziaga 等世界名牌，折扣價高達 50%

或更多，所有訪客更可免費獲贈價值$10 的購物折扣手 冊，再獲另外 10-20%

折扣，保證各訪客都能以最優惠價買到心頭好！  

B) 纽约市自由行 - 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 $0  

早上專車送往紐約，完完全全解除導遊及團隊的束縛，開始享受在紐約市

自由 行，屆時訪客可利用提供的地圖自由遊覽紐約，自由遊覽⼀些沒有包

括在行程上的紐約景點，例如可乘坐全世界繁 忙的紐約地下鐵路，感受⼀

下「紐約人」的生活，亦可漫步世界最大城市公園的中央公園，甚至可步

行走過布魯克 林大橋與及在蘇豪區選購各大美國潮流服裝品牌，好好享受

在紐約自由自在的⼀天！  

C) 賭城賭城賭城賭城⼤⻄洋城洋城洋城洋城    (只限只限只限只限 21 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歲以上) - 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每位免費者 $20  

在紐約用過早餐後轉乘賭場專車直抵賭城⼤⻄洋城，沒有導 遊及團隊的束

縛，在這擁有十數間國際賭場的賭城，屆時訪客可利用賭場增送的優惠卷



讓大家碰碰運氣、⼀試身 手，更可在各大酒店內享用豐富自助午餐，亦可

慢步於超過五公里的海邊木板街， 感受⼤⻄洋的浩瀚！之後隨賭 場專車返

回紐約唐人街，然後回到酒店。   

 

酒店: Crowne Plaza Edison/Radisson Somerset 或同級  

 

第第第第3天天天天    紐約市區游紐約市區游紐約市區游紐約市區游  

我們的旅程將會從坐落於華爾街上的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始。這是總市值佔據世

界最大交易量的證券交易中心，在這 裡還可以看到舊市政廳，及華爾街的標誌

銅牛雕塑。之後，將前往新世貿中心*，新世貿中心在 911 襲擊事件遭到 損毀

後重建的建築之⼀，是美國的最高的建築,樓高1776 英尺，此高度是為了紀念

1776 年簽署的《美國獨立宣言》。緊接著，我們將搭乘自由女神環島游船*。

在這裡，你會忘記繁華的曼哈頓街道，從不同的層面來俯瞰整個 紐約市。在微

風習習的紐約港。您將欣賞到世界上首屈⼀指的風景線，沿途可以看到 布魯克

林大橋，愛麗絲島和 自由女神像的全景。無畏號航空⺟艦*將是我們的下⼀個

目的地，無畏號航空⺟艦上有各式航空戰鬥機。隨後巴士 將穿過曼哈頓中城，

可以看到聯合國總部，著名的五大道及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中心是紐約最

負盛名的歷史地 標之⼀， 代表了美國夢的實現。整個紐約市區游的最後⼀站

是紐約時代廣場——世界的十字路口。抵達後，遊客 還有機會探索信不信由你

奇趣館*，體驗我們這個世界令人難以置信的奧秘。館內以趣味的方式陳列從

世界各地蒐集 到的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收藏品。  

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Princeton/Hyatt Regency Princeton 或同級 

                   *新世貿中心                                                        成人 $40/兒童$34/長者$38 

                   *自由女神游船                                                     成人 $35/兒童$25/長者 $31 

                  *無畏號航空母艦                                              成人 $33/兒童$24/長者 $31 

*信不信由你奇趣博物館                                    成人 $33/兒童$25/長者 $33 

 

 

第第第第4天天天天    費城費城費城費城－－－－華盛頓華盛頓華盛頓華盛頓 （（（（約約約約 150 英英英英里））））  

今天我們的旅遊巴士將從酒店出發到費城，費城是美國的第二首都所在地。沿

著古城青石小路去參觀像徵美國自由 精神的自由鐘，雖有數條裂縫，卻作為美

國二百多年來對自由嚮往的重要象徵，雖無聲，卻徬彿歷史的鐘聲不絕於 耳。

近旁處就是《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人權法案》的誕生地—獨立宮。巴士

將繼續前往華盛頓特區，我們 的第⼀站是自然歷史博物館，他是美國乃至全世

界知名的博物館之⼀，世界最大的藍色鑽石」希望」的所在地。之 後，欣賞美

國最高立法機構國會山莊深度遊*。再到華盛頓市中心參觀名氣不凡的杜莎夫

人總統蠟像館*，該蠟像 館是全世界唯⼀收藏著美國歷任四十五位總統⼀比⼀



的蠟像，可以與所有總統和好萊塢巨星親密接觸，為華盛頓游 留下美好的回憶。

接下來將是白宮（南草坪視圖），白宮是美國總統的主要居住地和工作場所。

隨後您將參觀美國 最著名的建築之⼀，林肯紀念堂。正前方，清澈的倒影湖，

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盡收眼底。可乘坐華盛頓首都遊船* (3 月-11 月) 在

波多巴克河，遊覽沿岸風光，更可眺忘五角大樓。晚餐之後回到酒店休息。  

酒店: Sheraton Dullex Airport/Marriott/Hyatt 或同級  

 

特殊说明： 

1. 杜莎夫人蠟像館（會根據行程安排來決定參觀紐約或者華盛頓） 

2. 華盛頓遊船開放時間參考時間 3 月中旬-11 月 

3. 國會深度遊（如遇國會大廈關閉將改為外觀。華盛頓國會大廈入內參觀開放日期：全年星期一到星

期六開放，星期日關閉。其他關閉日期：美國感恩節（11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 ，聖誕節（12 月

25 日），新年元旦（1 月 1 日），美國總統就職典禮日）. 

 

                   *杜莎夫人總統蠟像館                                                       成人 $23/兒童 $18/長者 $23 

*華盛頓首都游船                                                              成人 $26/兒童 $20/長者 $26 

*國會山莊深度遊               成人 $28/兒童 $28/長者 $28 

 

第第第第5天天天天    康寧玻璃博物館康寧玻璃博物館康寧玻璃博物館康寧玻璃博物館－－－－美境尼加拉瀑布美境尼加拉瀑布美境尼加拉瀑布美境尼加拉瀑布（（（（約約約約 400 英英英英里））））  

這⼀天，我們從酒店出發前往有水晶城之稱的康寧玻璃中心*，它是全世界最

大的玻璃展覽館。其中可以欣賞到現 場玻璃製作表演，探索玻璃背後的科學和

製作技術，更有機會的採購到種類繁多的玻璃製品。之後，我們將前往尼 亞加

拉市，到達尼亞加拉瀑布歡迎中心用晚餐並於晚餐後觀賞尼亞加拉傳奇電影*。

最後我們會欣賞氣勢磅礡絢 麗的瀑布夜景燈光秀。 （鑒於日落時間，及美國

聯邦法律對於司機工時的規定，瀑布夜景行程會受到部分影響，是否成行已當

團實際情況 為準！）  

酒店: Radisson Grand Island 或同級  

 
 

*康寧玻璃博物館                                               成人 $20/兒童: 免費/長者$20 

*尼加拉瓜傳奇電影                                            成人 $12/兒童$8/長者$12 

 

第第第第6天天天天    美境尼加拉瀑布美境尼加拉瀑布美境尼加拉瀑布美境尼加拉瀑布－－－－家園家園家園家園 （（（（約約約約 485.3 英英英英里））））  

早上從酒店出發，我們會通過尼加拉深度游*去瞭解這個城市的歷史和特色，

我們會看到美加邊境最重要的⼀座軍 事要塞--尼加拉古堡。在早期的美國歷史

中控制了安大略湖以及深入美國內陸的通道。沿途更可欣賞到北美洲最大 的水

利發電站。體驗刺激的高速衝鋒艇*，在水流最湍急的激流上感受尼加拉河的

磅礡。之後乘坐世界聞名的霧中少女號觀瀑船*（4月-11月），帶領大家近距



離體驗尼加拉瀑布，感受環繞在船周圍的瀑布水霧，聆聽來自瀑布的 超級震撼。

之後送往水牛城機場 “BUF”, 團體行程結束.  

 

*請訂於水牛城機場下午 1時 30 分後離開的航班. 

 

特殊说明： 

1. 霧中少女號號觀瀑船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開放時間通常為 4 月下旬至 11 月初，視冰面情況而定 

衝鋒艇（尼亞加拉噴氣快艇的出航會根據具體天氣情況作出調整，如遇暴風雨雪、尼亞加拉河水面

結冰以及各種惡劣天氣狀況會暫停出航。出於安全考慮，兒童須滿 4 周歲以上才可參加） 

 
 

                   *瀑布深度游                                                     成人 $25/兒童$20/長者$25 

                   *冲鋒艇                                                           成人 $69/兒童$59/長者$69 

                   *雾中少女號觀瀑船                                          成人 $19.25/兒童$11.65/長者$1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