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七日深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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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
团 号

出发日期

双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单人房

每人$890

每人$790

每人$690

每人$1490

3/20/2020~5/15/2020： 逢周五
LAD7

5/16/2020~8/15/2020: 逢周二、周五
8/16/2020~10/31/2020：逢周五

9 大赠送，报名即送以下超值项目总价值每人$250（价值￥1700）
赠送 6 天早餐
赠送自由女神登岛
特别安排时代广场、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中央公园半天自由行
赠送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游

促销活动

赠送登顶华盛顿高空观景
赠送华盛顿国会入内、国会图书馆入内
赠送尼亚加拉瀑布全景游：公羊岛、月亮岛、马蹄瀑布、新娘面纱、美国瀑布
赠送尼亚加拉大瀑布夜游观赏七彩瀑布
赠送哈佛大学校园游

出发城市

纽约市

结束城市

目的地

纽约市 、费城、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特区、尼亚加拉瀑布, 波士顿、哈佛大学

行程天数

7天6晚

接/送机

含接机 送机

交通工具

波士顿，纽约

汽车

产品特色
•

安排推荐至少一顿中式自助餐符合华人口味及品尝西式地道美食

•

全程 BOOKING.COM3~4 星高评分豪华舒适酒店

•

资深美籍华裔导游，至少能用普通话，粤语，英文讲解

•

深度畅游美国东部 5 大名城：纽约大都市的繁华魅力; 费城的历史使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庄严肃穆; 尼亚加
拉瀑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波士顿的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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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深度游览，留影于顶尖理科院校麻省理工学院

•

最合理安排时间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认知面面俱到，深入了解

•

华盛顿 360 度探索，全方位提升美国首都的方方面面

•

独家自由女神游轮登岛参观，最近最佳距离亲身体验

•

半天时代广场自由行

•

可自行体验纽约当地人的大众交通-乘坐一站地铁：参观宏伟的大中央火车站

•

全程最多 5 个自费景点，自费项目不强制，自费可以使用支付宝支付

•

取消不必要，不合理的自费项目，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最经典的行程上

•

保证 10%的空座率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接机：
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机场)、拉瓜迪亚机场 LGA(机场)：

团体免费接机时间：8:30AM - 10:30PM

纽瓦克国际机场 EWR(机场)：团体免费接机时间：10:00AM - 10:30PM
•

美国国内航班抵达后：请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跟导游会合，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乘最近一班车辆离开机
场。

•

国际航班抵达后：领取行李，经过海关检查后在抵达大厅跟导游会合，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乘最近一班
车辆离开机场。

参团贵宾如需要专车接机服务，费用为$140 美元/车（7 座旅行车，最多容纳 5 人+3 件托运行李+3 件手提行李）
当日免费接机/接送，未含服务费$10/每人。

曼哈顿中国城集合点：
详细地址：138 Lafayette Street，New York, NY 10002；出发前 3 天导游联系确认集合时间 (10:00~18:00)

法拉盛集合点：
详细地址：136-28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出发前 3 天导游联系确认集合时间 (10:00~18:00)

自行参团：自行前往酒店联系导游办理入住；
酒店入住通常在下午 3 点之后。请于出发前 3 天联系取得第一晚酒店信息

离团地点
•

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机场)、拉瓜迪亚机场 LGA(机场)：请预定 19:00 后起飞的航班

•

纽瓦克国际机场 EWR(机场)：请预定 20:30 后起飞的航班

•

法拉盛：136-28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

曼哈顿：138 Lafayette Street，New York, NY 10002

•

波士顿罗根机场 BOS(机场)：请预定 13:30 后起飞的航班
特别推荐选择波士顿机场离团，节省返回纽约的时间，行程更轻松。

D1 原居地 — 纽约
当您的航班降落于纽约机场时，导游将在机场等候您的到来，之后送您前往酒店休息，您也可以通过换乘酒店机场班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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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往 Jersey Garden Mall 购物。
酒店：Country Inn Newark/Ramada Plaza Newark/Springhill Newark/Holiday Inn Newark/或同级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2 纽约曼哈顿市区游/半天五大道自由行
今天开启纽约深度之旅，深度认识这座直接影响着全球的经济、金融、媒体、政治、教育、娱乐与时尚界之城。以别
致的视角，独特的方式，看繁华、魅力的纽约。全日纽约巿区观光：特别安排游览自由女神像【登岛自由女神岛】；世
界金融中心华尔街、铜牛，外观美国联邦厅、三一大教堂。游览世贸中心遗址，登上纽约第一高楼-新世贸中心一号大楼
的顶楼，高度 1776 英尺象征着美国通过独立宣言的 1776 年。随后来到世界著名的时代广场，半天自由行您可以选择自
由探索这个繁华地段：或洛克菲勒中心；或前往第五大道感受名店林立的纽约繁华；或是乘坐一次纽约地铁，游览宏伟精
致，美伦美奂的大中央火车站，里面有苹果手机专卖店及美食广场，大教堂式的设计是婚纱拍摄的热点之一；或探索纽约
的后花园-中央公园；或在导游带领下自费参观美国最大且名列世界三大艺术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博物馆。
【行程安排】
登岛游览游览自由女神像（门票已含）；华尔街标志 “铜牛” ，外观三一教堂/华尔街/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联邦议会厅 ； 登顶纽约世
贸大厦（自费）；半天时代广场或五大道自由行或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费）。
自费项目：新世贸中心、大都会博物馆
酒店：Country Inn Newark/Ramada Plaza Newark/Springhill Newark/Holiday Inn Newark/或同级
餐食 ： 早餐（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3 纽约 — 普林斯顿大学 — 费城 — 华盛顿特区
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参观，它是美国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之一，风景优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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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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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Holiday Inn /Best Western /Hampton Inn /Radisson Hotel/Comfort Inn 或同级
餐食 ： 早餐（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4 华盛顿 360 度深度探索
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首都360度探索游】(门票已含)：登顶华盛顿最高建筑+入内国会+入内国会图书馆，导游陪同游览
【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国家图书馆】、外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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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径能源部，农业部，商务部教育部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如国会大厦，国家图书馆不开放，调整参观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
和美国空军纪念碑) 。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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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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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如遇节假日或特殊情况国会大厦关闭将改为外观。国会大厦入内参观：全年星期壹到星期六开放，星期日关闭。其他已
知将会关闭的日期：美国感恩节（11月的最后壹个星期四），圣诞节（12月25日），新年元旦（1月1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日。
酒店： Holiday Inn /Best Western /Hampton Inn /Radisson Hotel/Comfort Inn 或同级
餐食 ： 早餐（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5 华盛顿 — 康宁玻璃中心 — 尼亚加拉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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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世界 500 强著名的企业总部—康宁玻璃中心，留影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馆。午餐后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感受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刺激震撼，不容错过。瀑布全景游（含）：公羊岛、月亮岛、马蹄瀑布、新娘面纱、美国瀑布。风之
洞（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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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加拉瀑布全景游，大瀑布底 “风之洞”。
自费项目：风之洞
酒店：Holiday Inn Buffalo/Wyndham Garden/Quality Hotel & Suites/Four Point by Sheraton/Radisson Hotel Grand Island
/ Ramada Hotel /Best Western 或同级
餐食 ： 早餐（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6 尼亚加拉大瀑布 — 波士顿
继续参观雄伟壮观的瀑布，搭乘著名的「雾中少女号」游船（自费）穿梭于波涛起伏的瀑布间，刺激紧张。
乘车前往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祥地—波士顿。晚上，可享用当地的名产—波士顿龙虾大餐（自费）。
【行程安排】

“雾中少女号” 观瀑船 ，眺望 “公羊岛” ，之后前往波士顿 。
特别说明： **雾中少女号观瀑船开放时间通常为4月下旬至11月初，视冰面情况而定。未开放情况下，安排二次瀑布全景游
自费项目：雾中少女号游船（夏天）、龙虾大餐
酒店：Sheraton / Holiday Inn 或同级
餐食 ： 早餐（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7 波士顿深度游 — 哈佛大学
早上参观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深入了解这座名校的历史。搭乘游轮, 欣赏沿岸美丽的风光。昆西巿场 ，
品尝波士顿派及蛤蜊浓汤等传统美食游毕，前往机场，搭机返回家园，或随车返回纽约

【行程安排】
参观哈佛大学，车游麻省理工学院，外观三一教堂，约翰汉考克大楼，科布利广场，波士顿公共公园，眺望麻省州政府“金顶大厦”，
乘坐波士顿港湾游船（自费） ，昆西市场，并在昆西市场午餐（自费）享用著名的蛤蜊浓汤，送波士顿机场。之后前往纽约，行程
结束。
自费项目：波士顿港湾游船
餐食 ： 早餐（含）;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请预订离团航班 BOS 1:30pm 后，JFK/LGA 7:00pm 后; EWR 8:30PM 之后***
****特别推荐选择波士顿机场离团，节省返回纽约的时间，行程更轻松。
费用包含：
•

用车：

根据团队人数安排 7 座旅行车, 12 座豪华商务车，25~56 座大巴

•

住宿：

6 晚 3-4 星酒店住宿

•

早餐：

6 天早餐

费用不含：
•

全程午餐、晚餐

•

司机和/兼导游服务费：每天$10.00/ 每人

•

行程中所列的自费景点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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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当中的保险费用以及其他个人费用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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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的先后顺序导游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景点游览顺序等），以确保行程
完整顺利进行

•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或临时出现的紧急状况，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

导游安排购买门票，不可自行购票或使用 City Pass，如客人坚持使用自带门票，我司将不再提供旅行当日全天交通、导游等服
务，需客人自行安排

•

不参加纽约市区游的客人，需自行安排。

•

所含门票项目不退费用, 不能抵扣团上小费/消费，不能转让第三方/人使用或抵扣有关费用

•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

此行程需要与其他游客同乘车辆，为保证团上游客权益，出发时请提前到达上车地点候车，景点游览与集合时间请配合工作人员
安排，避免出现超时而需个人额外支付费用的情况发生

•

团体需一起活动，途中若需离队，请务必征得导游同意，并签署【自愿离团协议书】

•

参团客人需自备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时所需要的相关证明和材料，如若游客被拒绝入境，我司将不提供免费送客及相关服务

•

酒店安排会因季节有所改变， 如需要团上酒店资讯，请在团上与导游确认。

•

参团行程中的活动时间和路程距离因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公司享有最终解释权

退改说明
1.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景点门票费用退还，报名团费不退还；
2. 取消条款如下：
a.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 15 日 (不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团费不扣，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b. 在出发前 7 日 (不含) 至 14 日 (含) ，要求取消或改期，需扣 60% 团费，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c. 如果团组在出发前 7 日 (含) 至出发当天要求取消或出发当日末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d. 如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参加行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
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成人

老人

小孩

Adult

Senior (65+)

Child

新世贸中心
One World Trade Center

$39

$36

$32 (6~12)

大都会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25

$17

Free
(Under 12 by adult)

大瀑布底“风之洞”
The Cave of the Winds

$22

$22

$17(2~12)

尼加拉瀑布「雾中少女号」(美境)
Niagara Falls “Maid of the Mist” (US side)

$22

$22

$14 (6~12)

波士顿龙虾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32

$32

$32

波士顿港湾游船 (4 月~11 月)
Boston Harbor Cruise（April ~ November）

$22

$20

$17 (3~12)

自费项目／门票 Admission Tickets

导游、司机小费
Gratuities for Tour Guide and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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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人/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