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人小團 學霸帶你遊常春藤*四星團】美東八大名校之旅
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耶魯+布朗+羅德島藝術設計+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頓大學

紐約、波士頓兩大都市名校深度行（含接機服務）
團號

出發日期

LAU5

1/01~12/31/2020： 逢週二，五

LAU5P
出發城市

目的地

私人定制日期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拼團

每人$1099

每人$899

每人$799

每人$1679

定制

每人$1179

每人$979

每人$879

每人$1759

紐約市

結束城市

波士頓，紐約

探訪八大長春藤名校： 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布朗大學、羅德島藝術學院、哈佛
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大學

行程天數

5天4晚

接/送機

含接機 送機

交通工具

汽車

產品特色
★ 精緻小眾： 2 人即可出行，高性價比小團
★ 深度名校：全方位深入 8 大名校，零距離體驗常春藤盟校底蘊，提前體驗高校生活
★ 學霸互動：眾名校學霸現身說法帶您深入名校，獲得第一手校園資訊，零距離互動交流留學經歷
★ 學娛並行：漫步校外風情，細品紐約、波士頓兩大世界名城
★ 升級酒店：四晚三~四星酒店住宿（按 booking.com 評分）
★ 雙語導遊：經驗豐富的資深美籍華裔導遊/司兼導，雙語講解 (7 座旅行车或 12 座高顶)

參團地點
接機：
甘迺迪國際機場 JFK(機場)、拉瓜迪亞機場 LGA(機場)：

團體免費接機時間：8:30AM - 10:30PM

紐華克國際機場 EWR(機場)：團體免費接機時間：10:00AM - 10:30PM
•

美國國內航班抵達後：請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跟導遊會合，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一班車輛離開機
場。

•

國際航班抵達後：領取行李，經過海關檢查後在抵達大廳跟導遊會合，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一班
車輛離開機場。

參團貴賓如需要專車接機服務，費用為$140 美元/車（7 座旅行車，最多容納 5 人+3 件托運行李+3 件手提行李）
當日免費接機/接送，未含服務費$10/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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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中國城集合點：
詳細地址：138 Lafayette Street，New York, NY 10002；出發前 3 天導遊聯繫確認集合時間 (10:00~18:00)

法拉盛集合點：
詳細地址：136-28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出發前 3 天導遊聯繫確認集合時間 (10:00~18:00)

自行參團：自行前往酒店聯繫導遊辦理入住；
酒店入住通常在下午 3 點之後。請於出發前 3 天聯繫取得第一晚酒店資訊

離團地點
•

甘迺迪國際機場 JFK(機場)、拉瓜迪亞機場 LGA(機場)：請預定 19:00 後起飛的航班

•

紐華克國際機場 EWR(機場)：請預定 20:30 後起飛的航班

•

法拉盛：136-28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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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波士頓羅根機場 BOS(機場)：請預定 13:30 後起飛的航班
特別推薦選擇波士頓機場離團，節省返回紐約的時間，行程更輕鬆。

行程安排：
D1 原居地 (Home) -- 紐約 (New York)
當您到達紐約機場後，導遊將在行李認領處(Baggage Claim)等候您，之後帶您前往酒店，您可以自行安排
剩餘的時間。
住宿 Crowne Plaza Newark/Country Inn Newark 或同級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2 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美東名校之旅，我們將從兩所常春藤盟校開始：今天我們將參觀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將由學校
的學生帶您深入校園，以非常 local 的方式看當地學霸們的學習和生活狀況，欣賞美國古老大學的建築之美。
7:30 am：

前往普林斯頓大學

9:30-10:30 am

參觀普林斯頓大學參觀

11:00 am：

返回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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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0 pm

午餐

1:30-3:30 pm

參觀哥倫比亞大學

3:30-4:45 pm

參觀帝國大廈（不含入內參觀）

6:00-7:00 pm

晚餐

7:30 pm

返回酒店

【VIP 常春藤校園遊：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我們的特約大學生將會為我們講解該校人文歷史，他的所見所聞，讓我們在名校的第一站便融入濃濃的校園
氛圍裡，遊覽約 1 小時。
【VIP 常春藤校園遊：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哥倫比亞大學生將親自帶領我們參加校園之旅，遊覽約 1-2 小時。
住宿 Crowne Plaza Newark/Country Inn Newark 或同級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3 紐約 (New York) -- 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 羅德島藝術設計
學院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 波士頓龍蝦大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我們將參觀兩所常春藤盟校：耶魯大學、布朗大學，隨後來到集藝術與設計學科為一體的世界設計學院——
羅德島設計學院，夜晚來到波士頓，享用波士頓龍蝦大餐。
8:00am：
10:30-12:00pm：

前往耶魯大學
參觀耶魯大學

12:00pm-1:00pm： 午餐
3:00-4:30pm：

參觀 羅德島藝術設計學院 Campus tour

4:30-6:00pm：

參觀布朗大學

6:30-7:30pm：

波士頓龍蝦晚餐

7:30-8:00pm：

返回酒店

【VIP 常春藤校園遊：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將由耶魯大學學生帶領我們參觀校園，(1 小時)；自由活動時間流覽校園和學校書店(0.5 小時)；午餐在校園
附近自費西式速食（1 小時）。
【羅德島設計學院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
導遊帶領參觀 RISD——羅德島藝術設計學院(1 小時)；自由活動時間(0.5 小時)。
【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導遊帶領參觀布朗大學(1 小時) ；自由活動時間(0.5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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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龍蝦晚餐】自費
住宿 Holiday Inn Tewksbury/Sheraton Framingham 或同級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4 哈佛大學 (Harvard) --麻省理工學院 (MIT) --波士頓市區觀光 (Boston)
我們參觀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兩所世界各地莘莘學子無限嚮往的名校，之後還會參觀波士頓這所美麗
的文化名城。
7:45 am：

前往哈佛大學

9:00-10:00 am： 參觀哈佛大學
10:00-11:00 am： 哈佛大學自由活動
11:10-12:30 am： 參觀麻省理工大學
12:30-1:30 pm ： 午餐
2:00-5:00 pm：

波士頓市區觀光

5:00-6:30 pm：

昆西市場晚餐後返回酒店

【VIP 常春藤校園遊：哈佛大學】
到達哈佛大學，參加學生帶領校園之旅(1 小時 15 分) ；哈佛大學自由活動(1.5 小時) ；午餐在哈佛校園自費
西式速食。
【VIP 常春藤校園遊：麻省理工學院 MIT】
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帶領 MIT 校園之旅(1 小時 15 分) ；麻省理工大學自由活動(1 小時) 。
【波士頓市區遊】
波士頓市區觀光：三一教堂，波士頓圖書館，漢考克大樓，昆西市場，還可乘坐波士頓鴨子船，欣賞美麗的
波士頓市區，美麗的查理斯河。
住宿 Holiday Inn Tewksbury/Sheraton Framingham 或同級
餐食 ：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D5 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紐約 (New York)
8:00 am：

離開酒店

9:00—10:00 am： 參觀波士頓大學
10:20—12:00 pm：自由活動, 午餐後返回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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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來到波士頓，當然別忘了波士頓大學，或許波士頓大學您瞭解的不算太多，但波士頓大學是麻省排名僅次於
哈佛和麻省的名校，是美國一所歷史悠久的私立大學，同時也是全美第三大私立大學。參觀完波士頓大學
後，我們將返回紐約，這次文化深度之旅將在今天畫上圓滿的句號。

國內回程航班請訂：BOS 13:30pm 後；JFK & LGA 19:00 後；EWR 20:30 後
本公司保留調整行程、酒店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費用包含：
•
•

用車： 7 座, 12 座豪華商務車
住宿： 4 晚 3-4 星酒店住宿

•

導遊： 資深美籍華裔導遊/司兼導，至少能用普通話，粵語，英文講解

費用不含：
•

全程早餐，午餐、晚餐

•

司機和/兼導遊服務費：每天$12.00/ 每人

•

行程中所列的自費景點門票

•

行程當中的保險費用以及其他個人費用支出

•

免費提供 7 歲以下(含 7 歲) 的車用兒童座椅,需提前 7 日預定（送完即止），需收取清潔消毒費用：$15.00/個

報名須知
•

每位乘客限攜帶一件托運行李箱及一件手提行李

•

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

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或特殊原因臨時關閉（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

團上導遊安排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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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門票費用退還，報名團費不退還；
2. 取消條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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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段（行程前）

退改違約費比例

前 29 ~ 15 日(含)

收取：總費用 20 %

前 14 ~ 7 日(含)

收取：總費用 30 %

前 6 ~ 4 日(含)

收取：總費用 40 %

前 3 ~ 1 日(含)

收取：總費用 50 %

行程當日

收取：總費用 100 %

3. 如客人因個人原因 (無旅行證件、遲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於旅途中退出或末能參加行程內任何行程，已付團費概不退還，也
不會以其他服務賠償。

自費項目／門票 Admission Tickets
波士頓龍蝦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波士頓鴨子船 （四月~11 月）
Boston Duck Tour (April ~ November)
導遊、司機小費
Gratuities for Tour Guide and Driver

成人

老人

小孩

Adult

Senior (65+)

Child

$32

$32

$32

$45

$37

$31 (3~11)
$11 (under 3)

$12 per day

出發前，請詳閱本自費專案價格表，事先規劃和預算，選擇參加專案，上團後將費用（以現金為限）徑交導遊。以上價格均以美金計
算，價格如有調整，恕不另行通知。所有行程中的景點門票需通過導遊購買，旅客個人購買的景點門票或 city pass 不能於團上使
用，如造成經濟損失需自行承擔，如客人堅持使用請自行安排交通!
To plan your budget and enrich your vacation experie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you review this list of optional excursions
before you travel. Once aboard the tour, please hand in the payment (cash only) to your tour guide. All prices are in US
dollar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All attraction or activity
admission tickets during the tour are required to purchase through the tour guide. City pass or attraction tickets
purchased by tour participants are NOT allow to use at the tour. If participants insist to use, please arrange your own
transpor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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