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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深度遊八天 (3/14/17 - 3/15/18)LA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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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 家園 - 紐約 - 夜遊   

抵達號稱「美國大蘋果」的紐約巿，接機後回酒店休息。 晚上

可參加自費活動－紐約巿夜遊，欣賞舉世聞名的紐 約夜景。 自

費項目：紐約市夜遊 

Optional Tour: 紐約市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  

第 2 天 | 纽约—按個人喜好選擇以下活動   

1. Jersey Garden Mall 自由購物（含交通費）：早上 9:30am 出

發，晚上约 6:00pm 返程。 2. 五大道中央公園自由行（含交通

費）：早上 10:15am 出發，晚上 5:00pm 返程, 集合于 138 

Lafayette ST New York。 3. 五大道中央公園及實弹射擊體驗：

早上 10:15am 出發前往中央公園自由漫步及名店購物，有興趣

的話可以 體驗馬背上漫游中央公園（自費，需提前三天預

約），馬背體驗專人带领：一小時$199 (10 歲以上)；中午前往 

曼哈顿廣場酒店美食街品嚐各式頂级美味。下午兩點集合前往

射擊場（每人$139 含射擊課程，租槍及 50 發子彈。8 歲以上可

以入内，13 歲以上由 21 歲以上成年人陪同可以打槍），下午

6:00pm 返程回酒店。 

第 3 天 | 紐約巿觀光   

全日紐約巿區觀光，漫步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美國聯 邦廳、

三位一體哥德大教堂後, 遊覽世貿中心遺址，登 上紐約第一高樓

-新世貿中心一號大樓的頂樓，高度 1776 英尺象征著美國通過

獨立宣言的 1776 年。乘搭觀 光渡輪，暢遊港灣並一睹美國自由

精神的象征－自由女 神像,盡情的拍照留念後，再驅車經洛克菲

勒廣場、第 五大道、聖帕特裏克大教堂,抵達美國最大且名列世

界 三大藝術博物館之一的大都會博物館,館內收藏豐富， 多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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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令人流連忘返。 自費項目：新世貿中心、自由女神遊輪、

大都會博物館  

Optional Tour: 自由女神島遊輪 (Statue of Liberty Cruise),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新世贸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 

第 4 天 | 紐約﹣普林斯頓大學﹣費城﹣蘭卡斯特

﹣華盛頓特區   

驅車來到擁有濃濃歐式風情與文化氛圍的普林斯 頓大學參觀，

它位於新澤西州，是美國著名的八 所常春藤盟校之一。費城，

這個被昵稱為「友愛之巿」的美國誕生地，漫步獨立廣場，參

觀費城 地標獨立宮及自由鐘。續行，前往蘭卡斯特，拜訪近 乎

與世隔絕的阿米希人村莊。阿米希人所居住的簡樸農 舍，點點

散布在廣闊田野上，在這二十一世紀科技的時 代，卻依然過著

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的生活，沒有電燈、 電話、電視，卻怡然

自得，井井有條，若非眼見，否則 實在難以想象。南行進入馬

裏蘭州，抵達華盛頓特區， 入住酒店，養精蓄銳，準備明日遊

覽這個充滿活力的美 國首府。 自費項目：阿米希人村 

(Optional Tour: 阿米希人村莊 (Amish Village) ) 

 

第 5 天 | 華盛頓特區深度遊   

全日暢遊華盛頓特區：白宮（外觀）、傑佛遜紀念堂、 林肯紀

念堂、越戰陣亡將士紀念碑、韓戰紀念碑以及史 密斯桑尼亞博

物館群、參觀總統博物館。繼續華盛頓深 度遊，深入講解包

括：國會大廈（安排入內參觀）國會 圖書館（安排入內參

觀），高等法院（外觀）五角大樓 （外觀）。或自由活動。 自

費項目：總統博物館，華盛頓深度遊  (Optional Tour: 总统博物馆 

(President Museum), 华盛顿深度游 ( Washington DC In Depth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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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 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   

前往世界 500 強著名的企業總部—康寧玻璃中心，參觀全球最 

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欣賞現場制作玻璃表演技術。午餐後， 

參觀尼加拉瓜大瀑布—「美國瀑布」，「馬蹄瀑布」及「新娘 

面紗瀑布」，水勢一瀉千裏，雷霆萬鈞。隨後自費參加瀑布深 

度遊：參觀澎湃的漩渦公園，尼亞加拉古堡。風之洞-不僅可 以

近距離觀賞大瀑布還可以站在瀑布腳下看從天而降的瀑布， 感

受大自然的沖擊力，非常令人震撼。晚上，還可以在美國境 內

觀賞瀑布迷人的夜景。 自費項目：康寧玻璃中心、瀑布深度遊

（含瀑布古 堡門票）、 風之洞  ( Optional Tour: 康寧玻璃中心, 

风之洞 (The Cave of wind ), 瀑布深度游（含瀑布古 堡门票）) 

第 7 天 | 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繼續參觀雄偉壯觀的瀑布，搭乘著名的「霧中少女號」遊船穿

梭 於波濤起伏的瀑布間，刺激緊張。之後乘車前往前往美國獨

立戰 爭的發祥地—波士頓. 晚上, 晚餐可享用當地的名產—波士

頓龍 蝦大餐。 自費項目：霧中少女號遊船（夏天）、龍蝦大餐 

（ Optional Tour: 尼加拉瀑布「霧中少女號」遊船(夏天), 龍蝦

大餐 ） 

第 8 天 | 波士頓﹣家園   

早上參觀世界赫赫有名的大學﹣哈佛大學,由哈佛大學學生帶領 

深入了解這座名校的歷史。隨後前往麻省理工學院於校門外拍

照留念。之後進入巿區，參觀科布利廣場，拜占庭式的聖三一

大教堂，及玻璃帷幕的約翰．漢考克大樓。途經州政府大廈、

聯合公園，來到熱鬧的購物區—昆西巿場，品嘗波士頓派及蛤

蜊濃湯等傳統美食遊畢,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家園,或隨車返回紐

約。 回程班機, 請定: BOS 1pm 後, JFK/LGA 7pm 後, EWR 

8:30pm 後 自费项目：哈佛大学深度游 

Optional Tour: 哈佛大學校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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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3/14/17 - 10/30/17    逢週二, 週四 

11/02/17 - 03/15/18  逢週四 

 
  

* 保證配房價：$865, 限最遲出發前 7 天報名及繳清全額費用 

* 團費不含機票,門票,船票,餐飲,簽證,小費及其他私人費用 

* 本公司可代訂機票,歡迎洽購 

* 入境加拿大須持有效美國護照,持用非美國護照者須同時攜帶綠卡或加拿大有效簽證 

免費接機時間 

    JFK 9: 00am～～10:00pm   

    LGA 10: 00am～～10:00pm   

   EWR 1: 00pm～～10:00pm   

欲參加紐約巿夜遊自費活動者，最遲抵達機場的時間 

LGA - 4:30pm 前，   

JFK - 5:30pm 前，   

EWR-6:30pm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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