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美国东部深度休闲八日游·纽约-普林斯顿-费城-兰卡斯特-华盛顿-尼亚加拉瀑布-波士顿·

三大名校+奥特莱斯+纽约接送机

游览国家：美国

上下车地点：

原居地飞往纽约市，JFK, LGA, EWR机场团体免费接机时间：早上8:30am-午夜12:00am

（航班抵达机场时间），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乘最近的班车离开机场。当您抵达纽约机场后，国

内航班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等侯，国际航班在出口处等候。

JFK、LGA机场：12:00pm-17:00pm

抵达的客人可享受法拉盛特色游，您可以品味美食、休闲购物，了解当地亚裔的生活和文化，期间提

供免费寄存行李服务。17:00pm

后抵达的航班我们将根据人数和航班抵达的时间，安排接驳班车送往酒店。

EWR机场：12:00pm后抵达的客人接机后送回酒店休息。酒店入住时间为15:00pm

后，提前到达酒店，需等候房间安排。

没有航班：如果您是自己提前到达纽约的客人，可以自行前往三大机场，两大唐人街集合点，等候安

排班车送回酒店。

法拉盛集合点：纽约美食广场（133-35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5:00pm;

曼哈顿集合点：唐人街77 Bowery, 2FL, New York, NY 10002 6:00pm;

住宿：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导游：中文导游

行程安排：纽约-普林斯顿-费城-兰卡斯特-华盛顿-尼亚加拉瀑布-波士顿-纽约

 第1天家园 纽约  

    
 行程概述  



  

***享受免费接机或在曼哈顿，法拉盛上车的客人不含$10/
人小费，导游会在行程结束前一天统一收取。任何由于天气及其他原因所导致航班延误，
令旅客无法在免费接机时间内到达，需收取接机费用（1或2人$120，第3人起每多1人加$1
0，小费已含），或自行前往酒店。 JFK、LGA、EWR机场12:00pm
前抵达可参加曼哈顿深度早游 (4人成行) 。 【曼哈顿深度早游】（自费）：布鲁克林大
桥公园(30分钟) → 高线花园(15分钟) → 切尔西市场(15分钟) → 星巴克咖啡体验店(15分钟)
→ 哈德逊广场 【纽约夜游】（自费） 洛克菲勒中心(15分钟) → 时代广场(30-45分钟) →
帝国大厦+韩国村(30-45分钟) （团体夜游位置有限，名满即止，当日报名需在4:30pm
前报名）

 

 上团地点  

  

原居地飞往纽约市，JFK, LGA, EWR机场团体免费接机时间：早上8:30am-午夜12:00am
（航班抵达机场时间），导游安排您与其他团员共乘最近的班车离开机场。当您抵达纽
约机场后，国内航班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等侯，国际航班在出口处等候。
JFK、LGA机场：12:00pm-17:00pm
抵达的客人可享受法拉盛特色游，您可以品味美食、休闲购物，了解当地亚裔的生活和
文化，期间提供免费寄存行李服务。17:00pm
后抵达的航班我们将根据人数和航班抵达的时间，安排接驳班车送往酒店。
EWR机场：12:00pm后抵达的客人接机后送回酒店休息。酒店入住时间为15:00pm
后，提前到达酒店，需等候房间安排。
没有航班：如果您是自己提前到达纽约的客人，可以自行前往三大机场，两大唐人街集
合点，等候安排班车送回酒店。
法拉盛集合点：纽约美食广场（133-35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5:00pm;
曼哈顿集合点：唐人街77 Bowery, 2FL, New York, NY 10002 6:00pm;

 

    
    

全天  

      

帝国大厦

 

曼哈顿

  

  

[帝国大厦] 
纽约最著名的建筑，登顶能欣赏标志性的纽约景色，86 
楼观景台在众多电影和电视剧、以及不计其数的私人照片中出现，比如《金刚》，《北
京遇见西雅图》
[曼哈顿]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Crowne (or Ramada) Plaza/Hilton/Sheraton/Courtyard by
Marriott/Holiday Inn或同等级

 
    
    

 第2天纽约  

    
 行程概述  



  

自选一日游【三选一】 A. 早上前往Woodbury
奥特莱斯，让客人尽情地购物。 (300分钟） B
. 早上前往西点军校 (60分钟，不含西点军校内专职导游讲解门票费用)，后前往
Woodbury奥特莱斯 (150分钟)，让客人尽情地购物。 C
. 早上从酒店送往曼哈顿唐人街，自由行的客人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让您没有团队束缚，
自由自在地游览纽约。(480分钟）

 

    
    

全天  

*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西点军校在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关闭。关闭期间将不游览。
*购物下单时请选定自选行程，参团后将无法更改。
      

西点军校

 

奥特莱斯OUTLET

 

纽约自由行

 
 

  

[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它曾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
事学院以及法国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在其二百多年的历程中，培养了众多的美国军事人才，除此之外，西点军校在培养大
批军事家的同时，还为美国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和科学家。
[奥特莱斯OUTLET] 
奥特莱斯【伍德伯里】荟萃了世界为数众多的品牌直销店和折扣店，是美国最大的折扣
式品牌购物商场，共有超过220家的店铺进驻这里，是纽约最出名的购物胜地之一。是时
尚，品牌，质量及物美价廉的标志。除了拥有全世界唯一的一家Chanel
工厂店外，还集聚了Burberry, Coach, Dolce & Gabbana, Fendi, Gap Outlet, Giorgio
Armani, Gucci, J.Crew, Jimmy Choo, Lacoste, Neiman Marcus Last Call, Polo Ralph
Lauren, Prada, Saks Fifth Avenue Off 5th, Tod's, Tory Burch, Zegna 等一线高端品牌。
Woodbury Outlets
之大，品牌繁多，没有人能在一天时间内逛完，能买到网上无法淘到的商品。同时也是
大型美食广场和著名特色餐厅，包括纽约最著名的ShackShack
汉堡也已经进驻了。还有咖啡店及室外食品摊，儿童车，儿童游乐区。
[纽约自由行] 
乘坐直升飞机鸟瞰城市。去著名餐厅品尝纽约特色牛排。或是乘坐一次纽约地铁，参观9
11纪念博物馆，林肯中心，内进纽约证交所(自行网上预约)。进入自然历史博物馆，欣赏
唐伯虎真迹《霜林白虎图》。到苏豪区感受纽约艺术气氛，或到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
等等…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Crowne (or Ramada) Plaza/Hilton/Sheraton/Courtyard by
Marriott/Holiday Inn或同等级

 
    
    

 第3天纽约  

    



 行程概述  

  

上到纽约市第一地标【世贸中心一号大楼】，下楼后参观造价40亿美元的飞鸟车站，建
于旧世贸大两个纪念水池。漫步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世界文化遗产【三一教堂】、
与象征牛市的【铜牛雕塑】合影。乘船于哈德逊河上游览曼哈顿，并与【自由女神】像
和【布鲁克林桥】摄影留念。深入参观【大无畏号】航空母舰和【协和号】超音速客机
和各种战机。在【中央公园】傍，导游带您深度讲解【大都会博物馆】，领略繁华的【
时代广场】。

 

    
    

全天  

*不参加纽约市区游的客人，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来回酒店，或支付$40/
人乘坐团队车辆来回酒店。
      

时代广场

 

大都会博物馆

 

华尔街

 
 

  

[时代广场] 
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块繁华街区，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中心位于西42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时代广场附近聚集了近40家商场和剧院，还是
《早安美国》的直播现场。
[大都会博物馆] 
世界上最大的、参观人数最多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主建筑物面积约有8公顷，展出面积有
20多公顷。馆藏超过二百万件艺术品，整个博物馆被划分为十七个馆部。主除了主馆外，
还有位于曼哈顿上城区崔恩堡修道院的第二分馆。那里主要展出中世纪的艺术品。
[华尔街] 
世界金融中心之称的华尔街是一条位于下曼哈顿的狭窄街道，全长不过500米，宽仅11米，
英文直译就是“墙街”
，两侧摩天大楼林立，从中间街道走过就犹如走入深渊峡谷之中。911之后华尔街在金融
界的影响渐渐减弱，很多金融企业总部搬迁至日渐繁华的中城，但是纽约证交所、纳斯
达克、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和纽约期货交易所总部依旧还设在华尔街，华
尔街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华尔街附近的博灵格林(Bowling Green
)公园内，还有一头象征股市牛气冲天的青铜公牛塑像，也是是华尔街的标志，常年不断
地游客造访，使得铜牛也被摸得浑身锃亮。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Crowne (or Ramada) Plaza/Hilton/Sheraton/Courtyard by
Marriott/Holiday Inn或同等级

 
    
    

 第4天纽约 费城 华盛顿特区  

    
 行程概述  



  

早上从纽约出发，前往费城参观【国家独立历史公园】，【自由锺】，仰望历史文物建
筑【独立宫】，随后我们会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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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IRS
等办公大楼。(如国会大厦，国家图书馆不开放，改为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和美国空军
纪念碑)。外观【白宫】;并游览【林肯纪念堂】、【越南战争纪念碑】、【朝鲜战争纪念
堂】。晚上可自费参加华盛顿DC
夜游，停留【托马斯杰弗森纪念堂】，【二战纪念碑】，【国会】和【白宫】夜景。

 

    
    

全天  

      

自由钟

 

美国国会大厦

 

林肯纪念堂

 

      

费城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自由钟] 
又称独立钟，是一口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钟，它是美国独立战争最主要的标志，
也象征着自由和公正。 传统上，人们认为此钟因在1776年7月8日，大陆会议的代表约翰·
尼克松上校宣读独立宣言前敲响此钟来召集费城的市民而出名
[美国国会大厦] 
 
美国国会的办公大楼，建在一处高28米的国会山上。华盛顿特区建筑物地址的东西南北，都
是以国会大厦作为基准。大热美剧《纸牌屋》里的主要的场景便发生在国会山，男主
Frank
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权利的游戏。国会山庄是美国政权的象征，在这里，每天有无
数关乎国家甚至世界命运的抉择被确定或推翻，每一个决定都推进着美国的发展，美国
总统亦在此宣誓就职。
[林肯纪念堂] 
林肯纪念堂位于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最西端，是一座仿古希腊巴特农神庙式的古典建筑，
为纪念美国总统林肯而设立，东西长118英尺，南北宽188英尺，高80英尺，36根古朴的白
色大理石圆柱支撑着纪念堂。纪念堂正中是一座高19英尺的林肯坐像，塑像的左首墙壁
上镌刻着林肯在第二次就任总统时的演说辞，背后的石壁上刻着五行大字：“
在这座殿堂内，正如在人民的心中，为了人民，他拯救了联邦。对于亚伯拉罕·
林肯的纪念永远长存。”
[费城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Holiday Inn/Wyndham/Four Points by Sheraton/Crowne (or Ramada)

Plaza/Courtyard by Marriott或同等级
 

    
    

 第5天华盛顿特区  

    
 行程概述  

  

早上酒店出发， 内进美国印钞局Money Factory（周末关门，国际间谍博物馆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取代。）观看美金印制整个过程，同时有机会买到连体未切割的整张美金。下午乘坐敞
篷巴士，然后内进世界名人堂【总统馆】与诸位总统名人合影。随后自由参观华盛顿国
家广场附近的史密斯国家博物馆群。

 

    
    

全天  

      

杜莎夫人总统蜡像馆

 

美国印钞局

  

  

[杜莎夫人总统蜡像馆] 
于2007年10月开业，成为全球第12个杜莎夫人蜡像馆，设有政治，文化，体育，音乐和
电视著名人物的蜡像。相较于其他杜莎夫人蜡像馆，华盛顿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政治人物
较多，展示所有44位美国总统的蜡像。
[美国印钞局] 
美国印钞局与白宫遥遥相望，是一座罗马式建筑物。从外表上看，像一座官署，而不像
工厂。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Holiday Inn/Wyndham/Four Points by Sheraton/Crowne (or Ramada)
Plaza/Courtyard by Marriott或同等级

 
    
    

 第6天华盛顿特区 尼亚加拉瀑布  

    
 行程概述  

  

早上驱车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途径宾夕法尼亚州，下午抵达水牛城，自费参加水
牛城市区游：深度体验和了解这座曾经辉煌的没落帝国，停靠海军码头，水牛城中央火
车站，水牛城Silo
(筒仓)，登顶水牛城最高大楼（周末用湖边瞭望塔替代）可以清楚看到对面加拿大，停
留水牛城著名餐厅品尝地道Buffalo Wing
和当地啤酒。晚餐后回酒店休息或自费参加尼加拉瀑布夜游。

 



    
    

全天  

（由于冬天11/
2瀑布船关后，瀑布旁边的商店和餐厅也都关掉，整个尼加拉就荒无人烟，晚上比较
静，冬天不建议住瀑布。因此我们冬天（11/1-4/
30）改为升级住： 水牛城的豪华酒店 Buffalo Grand Hotel
， 就在水牛城市政府旁边，靠近市中心。可以去的到水牛城著名的市区餐厅品尝当
地地道的自酿酒和Buffalo Wing）
      

尼亚加拉大瀑布

 

 

  
[尼亚加拉大瀑布] 
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
)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尼亚加拉河上，它那丰沛而浩瀚的水汽
和磅礴的气势，使所有前来观赏的游人都为之震撼。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Grand Buffalo/Radisson or similar  
    
    

 第7天尼亚加拉瀑布 波士顿  

    
 行程概述  

  
早上欣赏尼加拉瀑布白天的景色，自费参加瀑布探索游：包括公羊岛，尼亚加拉【军事
要塞古堡】和【漩涡州立公园】以及观看【室内巨幕Imax
传奇电影】。自费参加尼亚加拉喷气快艇，体验速度与激情。途径水牛城机场，晚上抵
达波士顿，享受极富盛名的新鲜【波士顿龙虾大餐】。

 

    
    

全天  

***尼亚加拉快艇船出于安全考虑，儿童须满4周岁以上才可参加。
***尼亚加拉快艇船的出航会根据具体天气情况作出调整(如遇暴风雨雪、尼亚加拉河
水面结冰以及各种恶劣天气状况会暂停出航)。
      

漩涡州立公园

 

IMAX剧院

 

古要塞

 

 



  

[漩涡州立公园] 
脚下湍急的尼亚加拉河，从伊利湖流往安大略湖，中间因为落差形成尼亚加拉瀑布，下
游随着地势形成一个个旋涡，奔流注入安大略湖。尼亚加拉河由于含有矿物质，水呈绿
色如翡翠一般，拍照超级好看
[IMAX剧院] 
尼亚加拉大瀑布IMAX
剧院讲述了瀑布的动人传说和发生在瀑布的历史故事，让你深度了解瀑布的昨天和今天。
[古要塞] 
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安大略湖边上的一块峭壁上，是法国人Pierre Pouchot
于1726年为了防止印第安人袭击而建的防御性堡垒，内设法国式造型的博物馆，馆内陈
列有18、19世纪的军事建筑和防御工事。该要塞自1726年开始就控制着尼亚加拉河流的
入口。关于尼亚加拉古要塞的传奇故事却比这更早，并且这些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Sheraton/Doubletree/Radisson/Courtyard by Marriott/Four Points by
Sheraton/Wyndham/Holiday Inn或同等级

 
    
    

 第8天波士顿 纽约  

    
 行程概述  

  

早上参观【哈佛大学】最古老的校园区，途径【麻省理工学院】主教学楼。波士顿三一
大教堂，汉考克摩天大楼，波士顿公园，天鹅湖公园，普天寿大楼，波士顿图书馆，昆
西市场，远眺金色圆顶的州议会大楼。乘坐【波士顿海港游船】，尽情游览波士顿港湾。
行程结束送波士顿和纽约机场。波士顿航班有机会参加波士顿深度游。纽约机场离开增
加耶鲁大学。 建议： *波士顿机场BOS，请选择12:00PM后航班；纽约三大机场
JFK/LGA/EWR，请选择7:00PM
后航班；法拉盛和曼哈顿也可以离团。 *专家建议选纽约离团：1，多游耶鲁大学；2，纽
约航班多，价格便宜；3，耶鲁距离纽约78英里，而距离波士顿138英里。 *波士顿深度游
在纽约离团不能参加，限波士顿3:00PM
后航班才能参加，需4人成行。 *耶鲁大学波士顿离团不能参加，限纽约机场离开才能参
加。如因耶鲁大学考试期间，只能安排导游带领参观耶鲁校园公开区域，敬请谅解。

 

    
    

全天  

***请订团时，提供离团机场和航班起飞时间，以便我们安排您和同一个机场的旅客
一辆车，节省您在送机路上的时间，让您的旅途更轻松。延住纽约机场酒店者，免
费送回酒店并办理入住。（只向本旅行社预定房间才包含送回酒店服务）***
*以上行程顺序仅供参考，具体行程会因出发日期，天气，交通等因素有所调整。
      

波士顿图书馆

 

波士顿港湾

 

 



  [波士顿图书馆] 
[波士顿港湾]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自理  
    
    

费用说明

1.费用包含：

1）行程中所列酒店标准间

2）中文导游服务

3）旅游巴士（依据人数而定）

2.费用不含：

1）行程表中的自费项目及行程表以外行程费用；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

2）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酒水饮料、餐厅白开水等）；

3）客人的个人境外旅游保险；

4）早餐中餐晚餐：行程中导游会向客人推荐当地美食或者中餐，客人可以自行选择用餐；

5）司机及导游的小费；

6）酒店单房差；

7）景点门票费用（详见下表）及客人的私人开销；

自费项目：

11/1/19-4/30/20（冬季）门票价目表:

冬季美东（11/1/19-4/30/20） 成人（12+） 老人(65+) 小孩 (3-12)

接机当天：

曼哈顿早游(JFK/LGA接机) Manhattan Morning Tour
(JFK/LGA airport pick up) $25 $25 $15

曼哈顿早游(EWR接机) Manhattan Morning Tour
(EWR airport pick up) $35 $35 $25

纽约夜游 New York City Night Tour $25 $25 $15
纽约 New York
大都会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25 $17 Free(Under 12)



911纪念自由塔  911 One World Observatory $39 $36 $32
自由女神游船Statue of Liberty Cruise $29 $24 $17
航空探索 Air & Space Explore $33 $31 $24.00(5-12)
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 $39 $38 $34.00(6-12)
西点军校（含军校专职导游讲解）West Point
Academy $16 $16 $13.00(2-11)

华盛顿首都Washington D.C.
首都360（登顶360度欣赏DC+入内国会）Capital
360(DC Sky View & Visit Inside Capitol building) $55 $55 $40

美国印钞局Money Factory $26 $21 $16
模拟白宫+特区双层巴士
President Gallery Wax White House & City
sightseeing Double Decker

$44 $44 $30

华盛顿夜游DC Night Tour $25 $25 $15
尼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尼加拉深度游（公羊岛+漩涡公园+战争古堡+传奇电
影）Niagara In-depth Tour（Goat
Island+Whirlpool+Old Fort +Legends Imax）

$45 $45 $35

水牛城市区游Buffalo Discovery Tour $35 $35 $30
尼加拉瀑布夜景Niagara Fall Night Tour $25 $25 $20
尼加拉大喷射飞艇Niagara Jet Boat Tours $69 $69.00(55+) $59.00(under12)
波士顿 Boston
波士顿观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 $20 $17.00(3-11)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25 $25 $16.00(under12)
波士顿深度游Boston In-depth Tour(4人成行) $25 $25 $15
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20 $20 $16
服务费 Service Fee    
服务费每天每位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10 $10 $10
A.为了行程有基本体验，景点选项最低为一半。
B.最划算体验， 全套景点参加，享受9折特价。

*门票价格和景点开放时间会因季节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景点说明：

（1）行程中的景点，参观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而有所调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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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遇景点关门或节假日休息，导游会依据实际情况而调整行程。

（4）不能自带门票或使用City Pass，需跟团上导游购买，门票付现金。

（5）不参加纽约市区游的客人，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来回酒店，或支付$40/
人乘坐团队车辆来回酒店。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参观景点，本公司将有权利更改行程，团费不
退。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