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因州-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5 天游
團號：AP5AC
出發日期：逢周四 ，日（5/1-9/30) 逢周四 (10/1-10/31)
*节日加开: 5/27/2016，7/1/2016，9/2/2016
价格目录：(没有買一送一/買二送二)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475

$250

$250

$645

$540

接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接機)
四，日

送機備註
JFK / LGA / EWR 19:00 后飞机

结束日期
一，四

(團體免費接機：8:30AM-10: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第 2 人共收美金 $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行程特色:
1. 接機當天送法拉盛自由行(JFK / LGA)，或自由購物(EWR)

2. 品味纯正的大龙虾
3. 卡地亚国家公园，体验大自然风光
畅游: 紐約，波士顿，缅因州，卡地亚国家公园

第 1 天 家園 – 紐約市（法拉盛自由行）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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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 JFK 和 LGA 的遊客，我們將根據回酒店時間的安排，免費提供行李寄存。讓您更加方便
的自由前往一街之隔的天景豪苑（SKYVIEW），或是法拉盛中心點：在短暫的時間內感受到到
極具特色的亞裔文化，暢遊集購物、休閑、美食、文化、娛樂、生活一體的亞裔生活中心。我
們將根據當日遊客數量，和您航班抵達的時間，安排您回酒店休息。12:00 前抵達 EWR 機場
的客人，可自費 ($10/人) 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物，或接機後回酒店休息。4:30 PM 前
抵達機場的旅客，將有機會參加紐約市區的自費夜遊（$25/人）。（免費接機未含服務費$8/每
人。
）
酒店：E Hotel Banquet & Conference Center, 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级

第2天 紐約 - 波士頓（海港遊船,新英格蘭水族館）- 波特蘭燈塔
我們早上離開紐約曼哈頓和法拉盛，沿途經過美東新英格蘭區兩個州：康州和麻省，中午抵達
“美國歷史搖籃”的波士頓，我們在波士頓最古老的碼頭乘坐波士頓觀港遊船，了解波士頓獨
立戰爭之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參觀美國第一座造船工廠和查理斯海軍基地，我們欣賞美國最

古老海軍軍艦：“憲法一號”. 然後參觀新英格蘭水族館。它建於1969年，是美國東北部最好
的水族館之一，每年接待多達130萬的遊客。遊客可以在這裡看到海獅、海豚,稀海龍，彩色龍
蝦等眾多稀罕海洋動物，可以在這裡觀看如何進行動物護理。人們置身在這個水族館中，有如
置身在水中的感覺。館內設有一座直接與海洋流通擁有二十萬加侖海水的巨型水槽（海水來自
於大西洋，同時直接和大西洋水流循）環呈螺旋狀一直延伸至天花板，當人們經過此一螺旋道
時，巨大的海龜、鯇魚和海鱖正在你身邊遊行，企鵝也在水中奔馳而過。在館內另外一處水池
中，遊客們可以觀賞到一天五次的瓶鼻海豚和加州海獅的精彩表演。
最後我們還有時間迎著夕陽參觀緬因州第四最大的城市－波特蘭，欣賞當地最古老，最漂亮，
全美攝影最高的波特蘭燈塔。這個燈塔是由美國第一位總統，喬治盛華頓在1787年頒布修建的,
它面向著大西洋,遊客可以從各個角度拍攝，這個燈塔還一直使用中。
参考酒店信息: Fireside Inn & Suites, Auburn, ME/ Comfort Inn, Waterville ,ME 或同级

第 2 天 酒店-阿卡迪亞國家公園(Acadia National Park)
早上開車前往緬因州最東北部的阿卡迪亞國家公園，阿卡迪亞公園是 19 世紀美國富豪約
翰洛克菲勒家族，卡爾耐基，JP 摩根最主要的渡假勝地。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他的家人在
2010 年也在這裡度過 3 天美好假期。我們沿途參觀最主要的光頭山島嶼(Mount. Desert
Island), 坐車登上美東最早看到日出和日落的凱迪拉克山 (Cadillac Mountain) ，凱迪
拉克山在幾千萬年前通過地殼運動和冷卻形成的粉紅色花崗石山。沿途欣賞非常漂亮的老
鷹湖,(Eagle Lake), 我們登上山頂，“一覽眾山小”我們飽覽光頭山島附近超過 60 個島
嶼散佈在大西洋裡的壯觀景色，我們真正感覺緬因州是大地父親和海洋母親戀情產生的寵
兒。中午我們下山到當地最古老的巴爾海港(Bar Harbor)，她是超過 150 年曆史的老漁村，
我們有幸嘗試緬因州最出名的法式清蒸龍蝦大餐，龍蝦雪糕，藍莓汽水，藍莓雪糕龍蝦雪
糕和藍莓餅。下午乘坐當地生態遊船或者龍蝦船，了解當地野外海洋動物，包括海港海豹，
美國國鳥白頭老鷹，海鴨，等野外動物，我們同時也可以了解緬因州龍蝦的生活習性和學
習當地漁民捕捉龍蝦過程。參觀貝殼沙灘和雷聲洞。
参考酒店信息: Fireside Inn & Suites, Auburn, ME/ Comfort Inn, Waterville ,ME 或同级

第 4 天 野生王國動物公園 -西林女巫婆博物館 - 紐約
早上我們參觀緬因州約克的野生王國動物公園，這是緬因州最大的動物公園和遊樂場。裡
面展覽了非常稀罕的印度白老虎，全世界最大的鼠類 capybara, 非洲斑馬和獅子，澳洲
袋鼠，印度孔雀，還有超過 20 多種的猿猴動物。我們還可以自由餵養緬恩州梅花鹿和小
山羊，騎駱駝，非常適合小朋友和家長跟動物和大自然互動。下午，我們抵達到麻省最古
老的小鎮，1626 年建立的西林，參觀當地非常有名的女巫婆博物館(Witch Museum)，博物
館裡用生動簡單的演示廳再現了 17 世紀的清教徒生活場景，講解員用生動的語言和高超
的表演藝術回顧了當時候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和對迷信的恐懼。博物館提供免費中文, 日語,
德語, 俄語, 意大利語，法語, 西班牙語耳機。 沿途返回法拉盛和紐約。
酒店：E Hotel Banquet & Conference Center, 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级

第 5 天 紐約市区遊览 - 家园
上到紐約市地標-帝國大廈嘹望觀景臺，欣賞中央公園和紐約全景。乘坐觀光環島遊輪遊覽哈
德遜河，與自由女神像和布魯克林橋攝影留念。登上花費 1.2 億美元重新整修開放的國家歷史
文物-大無畏號航空母艦，並參觀協和號超音速客機和各種戰機。漫步世界金融、證券交易中
心華爾街，與三一教堂，象征牛市的銅牛雕塑和紐約股票交易所合影留念。途經第五大道，洛
克菲勒中心，聯合國總部，世貿遺址„„如果時間允許，我們將加遊大都會博物館，時代廣場，
杜莎夫人蠟像館。

景點說明:
（1）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
，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退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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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不退；
（2）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小費（每人每天$8）
，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28.45

老人
(65+)
$26.20

儿童
(3-12)
$19.45

$15.00

$15.00

$9.00

$29/$29

$29/$29

$18/$18

$10.00

$10.00

$10.00

波蘭燈塔 Portland Head Light House

$2.00

$2.00

$2.00

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

塞勒姆女巫婆博物馆 Salem Witch Museum

$11.00

$9.50

$8.00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2.00

$29.00

$26.00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航空母舰 U.S.S. Intrepid

$31.00

$24.00

$27.00

**蠟像館 Wax Museum

$25.00

$25.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紐約夜遊 NYC Night Tour

$25.00

$25.00

$23.00
FREE(under
11)
$15.00

服务费每天每人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

$8.00

$8.00

2016 门票费用 Attraction Admission Price

成人

新英格蘭水族館 New England Aquarium
約克王國动物园 York Kingdom Zoo
*海上自然生态之船(季节性) Acadia Nature
Cruise(Seasonal)
或者
*出海捕龙虾(季节性) Lobster Steal
Cruise(Seasonal)
阿卡迪亞國家公園 Acadia National Park

1.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 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 並不另行通知。如有更改，以當時實地價格為準。

2. 帶*的景點季節性開放
3. 带**为如时间允许参观的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