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五日深度小众之旅 【多种选择升级酒店】
纽约+普林斯顿大学+费城+360 度探索华盛顿白宫国会+尼亚加拉大瀑布
团号

出发日期

DP5-布法罗结束

12/1~10/31/2020：
逢周三、六

产品编号

双人房
每人$940

三人房
每人$840

团号

DP5

四人房
每人$730

单人房
每人$1260

出发城市

纽约市

目的地城市

布法罗

目的地

纽约市 、费城、华盛顿特区、尼亚加拉瀑布

行程天数

5天4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 每团最多

10 人 “拒绝拥挤 告别人山人海” 告别走马观花式游览、全程管家式服务、抛开大团队的束

缚拥挤、玩得轻松自在、享受更加贴心周到的向导服务
•

小众团，每团不超过 10 人，提供酒店自选升级服务以及多种套餐服务

•

亲临其境 360 度全方位探索美国的首都三权分立:与白宫、最高法院合影留念，国会山庄，史密森尼博物馆

•

特色餐(自费)：华盛顿 DC 品尝 Shake Shack

Day 1 原居地 (Home) ---纽约 (New York)
当您的航班降落于纽约机场时，导游将在行李认领处(Baggage Claim)等候您的到来。之后送您前往酒店下榻。
酒店：Country Inn Newark/Ramada Plaza Newark/Springhill Newark/Holiday Inn Newark/或同级
升级套餐： A.新泽西四星酒店：Crowne Plaza Newark/Double tree by Hilton Newark 或同等级

费用： $80.00/房

升级套餐： B.曼哈顿酒店：Holiday Inn/Comfort Inn/Edison Hotel 或同等级

费用：$180.00/房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ay 2 纽约 (New York)—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费城 (Philadelphia)
—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参观，它是美国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之一。之后前往被昵称为「友爱之巿」的美国诞生地费城，参观历史地
标独立宫及自由钟。续行，抵达华盛顿特区：白宫（外观）、杰佛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韩战纪念碑。

【行程安排】
普林斯顿大学，费城独立宫/自由钟，外观白宫，杰斐逊纪念堂 ，林肯纪念堂/越战纪念碑/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反射池。
自费项目：总统博物馆
酒店：Double tree by Hilton /Holiday Inn / Comfort Inn/Holiday Inn /Radisson Hotel 或同级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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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华盛顿 360 度深度游（Washington D.C. In Depth City Tour）
美国首都华盛顿，自费参加【首都360度探索游】，登顶华盛顿最高大楼+入内国会，将由导游提供全程深度讲解【美国国
会大厦】、【美国国家图书馆】、【美国最高法院】，360度高空俯视整个华盛顿DC，可以看到FBI总部，IRS等办公大楼。
(如国会大厦，国家图书馆不开放，调整为参观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和美国空军纪念碑) 。参观史密斯桑尼亚博物馆群。

【行程安排】
【首都360度探索游】登顶华盛顿最高建筑，入内参观美国国会大厦，总统博物馆 , 车游FBI大楼，能源部，农业部，财政
部，教育部，印钞厂，泰斗湖，史密斯国家博物馆。
自费项目：华盛顿 360 度探索
酒店：Double tree by Hilton /Holiday Inn / Comfort Inn/Holiday Inn /Radisson Hotel 或同级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ay 4 华盛顿--康宁玻璃中心 (Corning Glass Center) --尼亚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前往世界 500 强著名的企业总部—康宁玻璃中心，参观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馆，欣赏现场制作玻璃表演技术。前
往尼加拉瓜大瀑布。瀑布深度游：参观澎湃的漩涡公园，尼亚加拉古堡；还有尼亚加拉喷射飞船，刺激震撼，不容错过。
风之洞－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大瀑布还可以站在瀑布脚下看从天而降的瀑布，感受大自然的冲击力，非常令人震撼。
【行程安排】
康宁玻璃中心，瀑布古堡深度游，参观澎湃的漩涡公园，尼亚加拉古堡，尼亚加拉喷射飞船或大瀑布底 “风之洞”
自费项目：康宁玻璃中心、瀑布深度游（含瀑布古堡门票）、 尼亚加拉喷射飞船、风之洞
酒店：Four Point by Sheraton/Holiday Inn Buffalo/Radisson Hotel Grand Island/ Ramada Hotel /Best Western 或同级
升级套餐：D. Sheraton / Double tree by Hilton 或同等级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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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80.00/房

Day 5 尼亚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行程结束
继续参观雄伟壮观的瀑布，搭乘著名的「雾中少女号」游船穿梭于波涛起伏的瀑布间，刺激紧张。观看IMAX电影，投资一
千五百万的电影向您描述了尼加拉瀑布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
【行程安排】尼亚加拉瀑布传奇IMAX电影 ，“雾中少女号” 观瀑船，前往布法罗机场或客人自行离团。
自费项目：雾中少女号游船（夏天）、IMAX 电影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行程结束，前往水牛城机场或自行离团（不含当晚酒店）***

***请预订离团航班 BUF 13:00之后***

费用包含：
•
•

用车：
住宿：

7 座, 12 座豪华商务车
4 晚 3-4 星酒店住宿

费用不含：
•

全程早餐，午餐、晚餐

•

司机和/兼导游服务费：每天$12.00/ 每人

•

行程中所列的自费景点门票

•

行程当中的保险费用以及其他个人费用支出

•

免费提供 7 岁以下(含 7 岁) 的车用儿童座椅,需提前 7 日预定（送完即止），需收取清洁消毒费用：$15.00/个

报名须知
•

每位乘客限携带一件托运行李箱及一件手提行李

•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或特殊原因临时关闭（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

团上导游安排购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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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老人

小孩

Adult

Senior (65+)

Child

$55

$55

$40

$23

$23

$22 (3~12)

$19.50

$19.50

Free (under 17)

瀑布深度游(含瀑布古堡门票)
Niagara Falls In-Depth Tour (incl. Old Fort of Niagara)

$25

$22

$15

尼加拉喷射飞船
Niagara Jet Boat

$66

$56

$56 (4-12)
Minimum Height 40’’

大瀑布底“风之洞”
The Cave of the Winds

$19

$19

$16(2~12)

IMAX 電影 (美境)
IMAX Movie (US side)

$12

$12

$10

$19.25

$19.25

$11.20 (6~12)

自费项目／门票 Admission Tickets

华盛顿首都 360 度探索（登顶 360 度欣赏 DC+入内国
会）Washington DC In-Depth Tour
总统博物馆
President Museum
康宁玻璃博物馆 + 热玻璃表演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with Hot Glass Show

尼加拉瀑布「雾中少女号」(美境)
Niagara Falls “Maid of the Mist” (US side)
导游、司机小费
Gratuities for Tour Guide and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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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