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新年倒數美東 7 天豪華遊
出發日期：12/30/2018 （週日）
團號：AP30-7
價格目錄：買二送二
兩人一房:

第三/四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770/位

$0

$1155

$870

行程特色:
1. 首創跨年方式三選一：親臨時代廣場和百萬人共迎新年；或在尊享專區近距離體驗時代廣場水晶球的降落；
或乘哈德遜河遊船飽覽曼哈頓夜色，欣賞跨年煙火。
2. 隨專業導遊漫步五大道、中央公園、Plaza Hotel 等，途經川普大廈拍照留念。
3. 精選美食：品嘗著名的 Lady M 蛋糕、Luke’s 龍蝦卷，正宗新英格蘭蛤蜊濃湯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波士頓大龍蝦（1 ¼ 磅）
。
4. 經典百老匯音樂劇，一場視覺與聽覺的盛宴！客人提前預定百老匯歌劇，免費享受價值$100 送酒店服務。
（門票須通過代理向縱橫旅遊預定）
5. 貼心服務: 倒數當日每位客人都會收到一包免費贈送的“暖寶寶”。
6. 經典線路玩轉美東，節日氣氛新年倒數，全年唯一體驗！
暢遊：6 大名城，2 大名校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亞加拉瀑布，波士頓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接送機備註：
出發日期: (接機)
12/30/2018（週日）

送機備註
BOS 13:30 後航班
JFK / LGA / EWR 19:00 後航班

結束日期
1/5/2019（週六）

紐約(JFK/LGA/EWR)接機資訊：
I.

獨家接機至午夜 12 點！每日早上 8:30 到午夜 12 點之間（以航班實際落地時間為準），在紐約三大機場
（JFK, EWR 和 LGA）提供免費接機，並在皇后區法拉盛與曼哈頓唐人街提供集合上車點服務！（法拉盛集
合時間為 9:30AM-5PM，曼哈頓集合時間為 9:30AM-6PM）

II.

美國國內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前往航班行李轉盤→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最近一
班車輛離開機場。

III.

國際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護照檢查→提取行李→海關檢查→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
乘最近一班車輛離開機場。

IV.

參團貴賓如在上述時間外或需要專車接機服務費用為$120 （涵蓋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 10
美元）。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家園—紐約市（法拉盛自由行） （12/30/2018 星期日）
参考酒店：Hyatt Regency New Brunswick/ The Heldrich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准。
抵達紐約，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侯 (除 JFK 七號航站樓旅客在出口處等待外)，國際航班在乘客
出口處等候。
1. 下午 17 時前抵達 JFK 和 LGA 的貴賓，將會先被接到車水馬龍的法拉盛，這裡是紐約第四大商業區，
也是三十多年來在美華人奮力打造出的文化中心。您可以親眼目睹美國移民政策的成就，體驗各方地道
美食，京滬川粵江浙雲貴湘魯東北等風味應有盡有，超市和商店裡更是琳琅滿目。縱橫旅遊在其中心地
帶設立了貴賓接待中心，提供免費行李寄存和 WIFI。我們將根據當日遊客數量和航班抵達的時間，適
時安排大家回酒店休息。
2. 12:00PM 前抵達 EWR 機場的客人，可享受免費送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物。下午 17 點
後抵達 JFK 或 LGA 的客人以及中午 12 點後抵達 EWR 的客人， 將直接送往酒店。
紐約早游：
•

限於 JFK&LGA 機場在 9:00AM 前拿到行李見到導遊客人。就可以選擇參加紐約早游。

•

提前預定可享促銷價格，售價（保證有位）：$1/人。（如若因航班延誤或個人原因，未能在 9:00AM
前見到導遊，將退還促銷價$1 美金）接機當日抵達后報名售價（座位有限）：成人$25/人；12 歲以
下兒童$15/人。當日接機、接送服務未含服務費$10/每人

•

行程安排： 布魯克林 DUMBO 區（20 分鐘）→麥迪遜廣場&熨斗大廈（外觀，20 分鐘）→華盛頓廣
場&紐約大學（15 分鐘）
布魯克林的 DUMBO 區位於紐約東河岸，如今的 DUMBO 是一個充滿藝術活力的區。而沿着河岸的
布魯克林公園，更是擁有觀看紐約下城天際線及布魯克林橋和曼哈頓大橋的絕佳視野，那些刻意保存的
石板路、紅磚牆，和網紅旋轉木馬讓這裡充滿韻味。
熨斗大廈是曼哈顿最美丽、以及最有趣的大厦之一，其位于第 22 街和第 23 街之间，以及百老汇和第
五大道的交界路口。整座大廈如同一個熨斗般，尖头指向著名的麦迪逊广场。
華盛頓廣場公园最吸引眼球的便是形似凯旋门的石拱门，这个场景出现在众多美国影视剧中。公园内的
大型喷泉周围经常会有艺术家在此表演或创作，而著名的紐約大學就是圍繞著廣場。

紐約夜遊：

•

無論您抵達哪個機場，只要在下午 16:30 前拿到行李見到導遊，就可以選擇參加物超所值的曼哈頓夜
遊。

•

成人售價$25/人，12 歲以下小童$15/人。當日接機、接送服務未含服務費$10/每人

•

行程安排： 前往洛克菲勒中心（15 分鐘）→ 時代廣場（30 分鐘）→ 新澤西觀景點（15 分鐘）
洛克菲勒中心是洛克菲勒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拥有的建筑群，也是标志着装饰艺术风格建筑的地标
物，其意义的重大，早就超过建筑本身了。
時代廣場的夜晚依舊車水馬龍，廣場兩側的霓虹燈與大樓的燈交織著，置身其中才能真正的領略到不夜
城的無限魅力。
新澤西觀景點為我們解決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小小遺憾，這裡是一個絕佳的欣賞
曼哈頓天際線觀賞點，領略北美第一大都市夜晚的繽紛多彩。

第二天

紐約時代廣場倒數 （12/31/2018 星期一）
参考酒店：Hyatt Regency New Brunswick/ The Heldrich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早上出發前往中央公園與第五大道，我們將會經過 Plaza Hotel、川普大廈拍照留念，您可以選擇品嘗
Lady M 蛋糕、Luke’s Lobster，或漫步中央公園，或漫步于第五大道（由於沒有放置額外物品的地方，
不建議當日購物）。悠閒享用午餐後，為新年倒數做準備。
當天跨年倒數您將會有三個選項：
1.

進入時代廣場倒數區，感受與數以萬計的遊客共同倒數的新年氣氛，並觀看倒數前的節目表演。屆

時該區馬路將會被劃分為行人專用區，你可無拘無束地欣賞五光十色的時代廣場，親身體驗聞名世界的迎
新街頭歡慶活動，見證歷史性的一刻。(免費)
2.

購買 Applebee VIP 通行證，參與倒數狂歡派對。則不需要早早去排隊，不受天氣、人潮影響任意

時間隨意出入時代廣場封鎖區域，餐廳內無限量暢享 Applebee 匠心主廚美食、酒水。派對現場也將有 DJ、
現場表演、跳舞等活動，在時代廣場室外專屬區域觀賞新年倒數。（VIP 溫暖倒數）(價格為成人$375，
小孩$250)
3.

高大上的新年夜景自助晚餐遊輪觀光（New Year City Sightseeing Countdown Dinner

Cruise），在哈德遜河上欣賞紐約夜景，歡度新年。遊輪上所有的飲料、葡萄酒、啤酒、雞尾酒都可以隨
便享用，船上有專業 DJ，船共有兩層，室內有暖氣。將會在海上看煙花迎接新年的到來。 （海上溫暖倒數）
(價格為$411/人，包含碼頭往返交通，大人兒童同價)
倒數團細節服務：
1.倒數當天設立室內服務站：
•位於第 5 大道和第 6 大道之間的西 48 街

2.人性化多班次酒店班車 (客人可選擇提早回酒店) ：
•18:00、21:00、1:30（1 月 1 日 淩晨）三個時間段滿足不同客人的需求，都可以送客人回酒店。
3.獨家贈送每一位客人一包暖寶寶，讓您在寒冷的倒數現場保持溫暖！

第三天

紐約市區觀光（1/1/2019 星期二）
参考酒店：Hyatt Regency New Brunswick/ The Heldrich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您知道開國元勳華盛頓是在華爾街上紐約股票交易所對面的聯邦大廳宣誓就職的嗎？首先我們將會來到世
界金融區—華爾街(25min) 。途經紐約三一教堂，與華爾街銅牛拍照留念。您知道紐約人當年用一年零 45
天就建造起來的帝國大廈，把“世界第一高”的頭銜足足保持了 42 個年頭嗎？接下來前往紐約的地標建築，
雄踞世界最高樓歷史紀錄近 40 年之久的帝國大廈(70min)。登頂帝國大廈，漫步觀景台，仿佛置身於眾多
著名電影場景裡，將整個曼哈頓全景盡收眼底。
我們的市區遊，不但要徜徉華爾街，攀登大帝國，還要在哈德遜河遊船上與自由女神面對面！乘坐自由女
神觀光遊船（60min），自由女神高舉火炬，將光明帶給七大洲、四大洋，象徵著美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崇
高理想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與自由女神合影，同時欣賞哈德遜河兩岸的風光。
我們也會來到時代廣場(20min)，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體驗 “世界的十字路口”的喧囂與繁華。參觀世
界級的杜莎夫人蠟像館(50min)，與總統奧巴馬等名人合影。當然，我們一定不會錯過世界四大藝術博物
館之一的大都會博物館(120min)。這裡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寶庫，超過 300 萬件世界藝術展品，各展館的
鎮館之寶讓您目不瑕接，不禁讓人感慨于人類文明之燦爛。入內探索可承載七十多架戰機的無畏號航空母
艦(90min)，並參觀人類里程碑協和號超音速客機。途經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等。
（百老匯歌劇門票自費。提前按程式預定，將贈送價值$100 的送酒店服務。）（如遇景點關閉，將延後參
觀）

第四天

紐約—費城—華盛頓（1/2/2018 星期三）
参考酒店：Holiday Inn/BW Premier Harrisburg/Four Points/ Courtyard 或同級

早上我們將會從紐約出發前往費城。寂靜的自由鐘(35min)矗立在剛經修葺的陳列中心，歷史的鐘聲仿佛
縈繞於耳。對面的獨立廳，見證了人類現代民主的建立。歡迎大家來到美國的誕生地、《獨立宣言》和
《憲法》的誕生地—費城。
隨後乘車抵達首都華盛頓特區。與美國參眾兩院所在地國會大廈(30min)(外觀)及美國總統府白宮(外觀)分
別合影留念。在林肯紀念堂(40min)瞻仰這位廢除奴隸制、結束內戰的前總統；裝飾精美的牆上鐫刻著出
自這對傑出人物的名言警句，令人產生醍醐灌頂之感。由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上刻著烈士的名字，簡單
而感人；朝鮮戰爭紀念廣場則描繪了當時的緊張和壯烈。華盛頓觀光遊船(60min)，沿著波多馬克河岸觀
賞那些陸路不易看到的美國政治中心的著名地標。參觀美國航空航太博物館(60min)，這裡記載了世界上
最完整的人類飛行史。我們還會驅車經過傑弗遜紀念館，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

第五天

華盛頓—康寧玻璃中心—尼亞加拉瀑布（1/3/2019 星期四）
参考酒店：Adam’s Mark/Radisson/Holiday Inn 或同級

前往世界 500 強企業的總部-康寧玻璃中心(90 分鐘)，參觀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欣賞現場製作玻
璃表演技術。午餐後，參觀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覽瀑布國家公園，眺望「美國瀑布」，「馬蹄瀑布」及
「新娘面紗瀑布」。水勢一瀉千里，雷霆萬鈞，親身體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如時間允許將
體驗一次難忘的充滿刺激的尼亞加拉瀑布快艇 Jet boat 之行。（*如遇惡劣天氣狀況 Jet boat 會暫停出航）
回到訪客中心觀看 IMAX 電影（30 分鐘），投資一千五百萬的電影向您描述了尼亞加拉瀑布多姿多彩的傳
奇故事。結束後，您可以選擇：A.繼續在尼亞加拉市，瀑布公園自由活動。B.自費深度遊（$25/人，費用
已含$13 古堡門票，120 分鐘）：參觀澎湃的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軍事要塞古堡。尼亞加拉漩渦深 125 英
尺，它在 4200 年前被水侵蝕而形成的，在公園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的壯觀；戰爭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
值的景點，它的背後就是一望無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夜幕降臨後，前往酒店。

第六天

紐約上州—波士頓 （1/4/2019 星期五）
参考酒店：Sheraton/DoubleTree /Courtyard/ Holiday Inn 或同級

離開酒店，沿著伊利運河的方向，橫跨紐約上州，感受到美國的遼闊，下午到達麻省劍橋市，參觀哈佛大
學最古老的校園區（40 分鐘），與聞名世界的謊言雕像－哈佛雕像合影。留影于麻省理工學院主教學樓。
波士頓市區觀光，途經古老的三一大教堂、漢考克摩天大樓、波士頓公園、天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
士頓圖書館，遠眺金色圓頂的州議會大樓。晚上享受極富盛名的新鮮龍蝦大餐。

第七天

波士頓—家園/紐約 （1/5/2019 星期六）

早上，乘坐波士頓海港遊船（60 分鐘），盡情遊覽波士頓港灣。漫步於古老的昆西市場（60 分鐘），感
受波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還可以選購各種商品和紀念品。幾十家餐廳供午餐選擇,品尝各种地道美食,在導
遊的介紹下,當然不能夠錯過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湯。下午送机, 巴士返回纽约。送機備註（請定 BOS 機場 13：
30 後的航班。或是 JFK/LGA/EWR 19:00 後的航班。）

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1. 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 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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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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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说明：
1. 费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费用以及住宿
2. 费用不含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自费项目参考价格表（以当日售价为准）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ren (3-12)

紐約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紐約早遊 New York Morning Tour

$25.00

$25.00

$15.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7.00

$35.00 (62+)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

$25.00

$25.00

$23.00

首都遊船 DC Cruise

$26.00

$23.00

$18.00

康寧中心+熱玻璃秀 Corning Glass Museum

$19.50

$16.60

瀑布電影 IMAX Movie

$12.00

$12.00

$8.00

瀑布深度遊 In-depth Niagara tour

$25.00

$22.00

$15.00

$66.00

$56.00

$56.00

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

波士頓龍蝦餐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尼亞加拉大瀑布快艇 Niagara Jet boat
Adventures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FREE
(Under 11)
$31.00 (6-12)
Free(5&Under)

FREE
(Under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