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葡萄岛 5 天游
团号: AP5MV
出发日期：逢周日，四（6 月 1 日---8 月 31 日)
9/1/2016; 9/8/2016; 9/15/2016; 9/22/2016; 9/29/2016
畅游:紐約，玛莎葡萄岛，普利茅斯
行程特色:
1.接机当天送特色遊*+自由购物（独家）
2.深度遊览美国自然风光。
3. 体验奥巴马总统度假胜地。
接送機信息：
出发日期：(接机)
日，四

送机备注

结束日期

紐約 JFK, LGA, EWR 19:00 后的航班。

四，一

(团体免费接机：9:00AM-10:00PM，需要在机场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个人自费接机：24 小时，随接随走，第 1，2 人收美金 $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 $10)

价格目录：(没有買二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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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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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瑪莎葡萄島環島遊
迎着东升的太阳北上，行驶在东海岸最负盛名的景观大道，穿过风光旖旎的紐約州、
康州、罗德岛州，进入麻州。再沐浴着清凉的 海风沿海岸到达木洞码头，乘坐特
色轮渡（45 分钟）来到美国著名的度假胜地——玛莎葡萄岛。在岛上漫步于充满
诗情画意的海港，领略新英格兰独特的渔人码头，在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店
和餐厅。在岛上穿梭 遊览充满欧洲风情的六个小镇，浏览各具特色的富豪别墅。
登临著名景点天涯海角，亲睹天之涯、海之角的瑰丽景色.。在高出海平面 150 英
尺的海边峭壁，可远眺伊丽莎白岛，罗曼岛。其雄伟、秀丽的景色每年都吸引着数
以十万计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遊客。这里还是美国总统夏季度假指定目地的，奥巴

马总统每年都要来这里度假一个星期。参观爱德加镇，此处是瑪莎葡萄岛的第一个
殖民领地，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
酒店：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级
第 3 天 瑪莎葡萄島 -- 鱈魚角 -- 普利茅斯
徜徉在美国東海岸大西洋的起点, 第一个迎接太阳的海岸小镇——普罗旺斯。极富
变化而拥有不同寻常的魅力——暖风和煦，海风狂野。小镇无拘无束的岁月，自由
的色彩激发着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小城充满浪漫的色彩，吸引了无数美国的艺术家
们远离城市的繁华, 来到这里继续他们的梦，展开艺术生命的新阶段。我们要做一
次海上生态之旅—海上观鲸，乘坐具有数十年领航经验的 观鲸船前出海湾进入大
西洋，近距离地欣赏巨鲸群自由自在浮遊于海上、翻滚、喷出水柱。极具亲人潜质
的鲸鱼会在观景船边表演。之后，我们将会前往参观清教徒纪念塔，为了纪念
1620 年 11 月 21 日首次登入普罗旺斯镇的清教徒。
酒店：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级
第 4 天 普利茅斯 -- 五月花號 -- 紐約
今天，我们将继续了解北美文化的开端，前往参观五月花号。五月花号船是四百年
前首批清教徒只凭借极其有限的信息与航海经验，勇敢地横穿大西洋，来到这片充
满希望的土地的探险船。它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牌的意义。登船参观，体验当年
102 位无畏的探险者如何承受着未知的恐惧、大海的狰狞、疾病的折磨，来到这片
充满希望的土地，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辉煌顶峰的时代。之后，我们将如同做了一
次时空的穿越，回到了四百年前。参观印第安人原生态部落，由印第安人后裔做田
地劳作表演，独特民族服装，制作特色独木舟，人工编织衣物与织物，烧烤食物。
您或与印第安人一起载歌载舞，把过去印地安人整个生 活场景真实地呈现在大家
的眼前。参观完印第安人部落，我们来到首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建立的种植园。并
有当地人表演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种植园生活、劳作场景。参观全手工制作欧式家具
表演，光顾纯天然农产品——蜂蜜、糖果、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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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中央公園和紐約全景。乘坐觀光环岛
遊輪遊览哈德遜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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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無畏號航空母舰，并参观協和號超音速客機和各种
战机。漫步世界金融、证券交易中心華爾街，三一教堂，象征牛市的铜牛雕塑和紐
約股票交易所。途徑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聯合國總部，世貿遺址……
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将加遊大都会博物馆，杜莎夫人蜡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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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表格:
2016 门票费用 attraction fee

成人

儿童

老人

玛莎葡萄岛渡轮 Martha’s Vineyard Island Ferry

$20.00

$10.00
(2-12yr)

$20.00

$33.00

$22.00

$33.00

$10.00

$8.00

$10.00

清教徒纪念塔 Puritan Monument

$12.00

$12.00

大西洋观鲸 Altantic Ocean Whale Watch

$47.00

$7.00
$32.00
(5-12yrs)

$28.00

$16.00

$26.00

$12.50

$8.50

$11.50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2.00

$26.00

$29.00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29.00

$17.00

$24.00

航空母舰 U.S.S. Intrepid

$26.00

$21.00

$22.00

*蠟像館 Wax Museum

$25.00

$25.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紐約夜遊 NYC Night Tour

$25.00

$23.00
免费
FREE
$15.00
$ 8 / DAY

玛莎葡萄岛环岛遊+天涯海角
Martha’s Vineyard Island Narrated Tour (Circle Island
Tour)
海盗博物馆 The Pirate Museum

普利茅斯種植園與印第安人部落
Plymouth Plantation
五月花號 Mayflower

Service Fee / 服务费：

$47.00

$17.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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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