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明假期

〔紐約〕

CHARMING HOLIDAYS [NEW YORK]
明報集團有限公司附屬機構

www.CharmingHolidays.us

精彩旅程 y 盡在翠明
6 天 EC6D
雙人房
Twin

第三/四位
3rd & 4th pax

單人房
Single

$530

Free

$740

行程特色：
p 濃縮美東6大名城精華。
p 紐約暢遊時代廣場、世貿中心一
號大廈、華爾街、聯合國大廈、
自由女神像、洛克菲勒廣場。
p 入住瀑布景區酒店, 近距離體驗磅
礴尼加拉瀑布絢爛夜色。

星期二/三/五/六出發
Depart Tue,Wed,Fri,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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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園到達世界聞名的紐約市，享受免費接機服務
**，而為了不浪費較早到達訪客的時間，如訪客在美
國東岸時間 1:00PM 之前到達“JFK”(肯尼迪國際機
場)或“LGA”(拉瓜迪亞機場)，將會送至紐約市位于
QUEENS 的法拉盛免費參加“半天自由行”，沒有導遊及
團隊的束縛。自由行後，訪客可選乘 3:00PM 从法拉盛
返回酒店的接駁巴士服務。除免費贈送“半天自由行”
外，所有於美東時間 5:00PM 之前到達的訪客更可參
加非常受歡迎付費項目$25 紐約夜遊*(名額有限，額滿
即止，建議預先購買) 紐約夜遊將於約 7:00PM 從酒店
出發，首先會直接前往紐約心臟地帶時報廣場，感受
來自世界各地的巨型廣告，液晶顯示屏燈光閃爍下最
燦爛時刻，之後參觀洛克斐勒中心，聖誕時份，更可
欣賞到超過十米高代表紐約的聖誕樹，最後來到哈德
遜河畔眺望曼哈頓天際線，拍下一張張仿如明信片的
照片！
住宿： Crowne Plaza EWR/Renaissance Woodbridg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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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上費用均以美金每位計算，機票另計。
2. 小童費用適用於 10 歲以下嬰兒/小孩不佔床
3. 酒店房間兩張床為主，第三、四人不另加床
4. 航班於 9am–11pm 抵達 JFK, LGA, EWR 接機服務免
費，其他時間需另收費。
5. 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之權利以便團體成行。
6. 費用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
7. 旅遊細則，請參閱其它翠明假期彩色章程。
8. 美東及美加東團，凡享買二送二優惠的免費者，
如要取消需提前 7 天通知，否則按小童價收費

費用不包括：
機票費用，所有膳食、門票及船票，私人費用，個
人保險費用，及賞於華籍導遊及司機小費，建議每
位團友每日 U$8。

特 約 旅 行 社 Your Trave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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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紐約 / 半天法拉盛自由行
Home City - New York

紐約市區遊
New York City Tour

今天整天參觀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蘋果紐約市，在紐約
市曼哈頓區用早餐後，開始暢遊紐約，首先參觀全世
界最繁忙金融地區華爾街，亦是紐約証卷交易所及聯
邦大樓的所在地，而在其不遠處，更可找到華爾街象
徵銅牛雕像；隨後前往南街碼頭， 登上自由女神環島
游船*，在船上不單可清楚觀賞自由女神，更可清楚觀
賞新世界貿易中心及曼哈頓下城全景，；下一站沿著
哈德遜河岸，大家登上花費了超過一億美元重新修整
的無畏號航空母艦*，航空母艦上有著各式各樣已退役
的戰鬥機及直升機，更可進入冷戰時代的潛水艇及參
觀退役穿梭機；之後帶大家從海上玩到天上，帶大家
登上紐約最高摩天大樓全新的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廈*
（One World Trade Center），高速電梯在 82 秒內到達西
半球最高的觀光層。之後會再經過另一大廈聯合國總
部大樓，之後到達紐約市心臟地帶時報廣場，感受紐
約燈光最燦爛時刻，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巨型廣告液晶
顯示屏的燈光閃爍下，真正感受到置身世界中心，亦
是每年世界有名的元旦倒數地點，來到紐約，千萬不
能錯過在時報廣場中心拍照留念！之後參觀洛克斐勒
中心，由十八棟商業大廈圍塑出來的洛克斐勒中心，
同時亦是 NBC 電視台總部；最後一站會到達位於中央
公園旁的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館內共十九個館部，藏著超過二百萬件藝術品，是紐
約數十個博物館最大的一個，到紐約非參觀不可！豪
華團晚餐後入住費城地區酒店。
住宿：Crowne Plaza Cherryhill , The Hotel M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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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華盛頓（約 253.4 英里）
Philadelphia – Washington D.C.

美國歷史之旅的一天，首先參觀賓夕凡尼亞州最大最
繁忙城市費城，在費城早餐後可漫步獨立廣場，參觀
費城地標獨立宮及自由鐘，多位世界民權領袖亦曾特
別參觀此鐘，意義重大，之後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D.C.，來到美國首都，參觀美國總統官邸白宮，在白
宮專門接待外賓的花園可清晰看到她的全貌，之後更
參觀杜莎夫人總統蠟像館*(獨家行程)，該蠟像館是全
世界唯一收藏著美國歷任四十四任總統的一比一蠟
像，仿如走進時光隧道，與所有美國總統合照，親歷
1865 年林肯總統遇刺之地-福特戲院(獨家行程)。不遠
處，您可以看到 FBI 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再到史密
森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該博物館收藏超一億件有關
動物、植物、化石、礦物和人類文物等標本；參觀兩
大展館後，會到達美國最高權力象徵的國會山莊，白
色圓頂的國會山莊正是美國參眾兩院議政、同時亦是
每位總統宣誓就職的地方；最後參觀莊嚴的林肯紀念
堂、越戰紀念碑和朝鮮戰爭紀念碑，向在歷史及戰爭
上犧牲的前人作最崇高致敬。
住宿：Marriott Gaithersburg, Marriott Bethesda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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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中心－尼加拉大瀑布(約527英里)
Corning Glass Center – Niagara Falls

早上一直向北面的尼加拉大瀑布出發，途經康寧市，
參觀康寧玻璃博物館*，館內藏著超過四萬五千件從三
千五百年前到現今的玻璃藝術品，更可欣賞熱玻璃表
演，現場觀看玻璃製作過程；之後繼續北上，前往尼
加拉堡*，位于尼加拉河口与安大略湖东岸，在早期的
美国历史中控制了五大湖以及深入美国内陆的通道。
1679 年，法国军队率先建立了该堡，并于 1726 年兴建
了“和平屋”或交易站，19 世纪改名为“法国城堡”并沿用
至今。伴随这安大略湖的涛声，游客可远眺加拿大最
大的城市多伦多以及加拿大最高的建筑 CN 塔。尼加
拉堡先后被法国，英国及美国军队占领，在历次重要
战争中扮演了不同的作用。深入古堡，你可参观堡内
早期建筑，了解印第安，法国，英国以及美国士兵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生活及战斗细节，如同身临美国历次
战争情境之中，包括法印战争，独立战争，英美战
争，美国内战，美西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以及
韩战。1963 年，美国陆军正式撤离尼加拉堡。现在堡
内驻有美国海岸警卫队，从 1726 开始驻扎军队以来，
尼加拉堡成为美国历史最悠久并仍在使用的军事基地
之一。由于其在美国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尼加
拉堡在 1963 年被美国政府首批认定为国家历史古迹。
继续向美東第一大壯觀自然景點尼加拉大瀑布出發，
到達大瀑布後，可以乘坐霧中少女號瀑布船*(4 月-10
月) ，穿上由船公司提供的雨衣，與宏偉的美國瀑
布、新娘面紗瀑布及馬蹄瀑布(加拿大瀑布)作超近距
離接觸，之後更可欣賞當地印第安人現場真人表現的
印第安人民族表演*，感受原住民的舞蹈與熱情，欣賞
表演後更可與印第安人一對一合照；入夜繼續留在大
瀑布等待瀑布夜景，七彩繽紛的燈光效果影照著澎湃
的大瀑布，份外壯觀！
住宿：Sheraton at the Falls, Hyatt Regency Buffalo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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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瀑布－波士頓(約 485.3 英里)
Niagara Falls – Boston

早上繼續尼加拉大瀑布之旅，坐上“水中法拉利”
JETBOAT 跟隨船長飛馳在尼加拉瀑布之上，接受來自
瀑布的親吻。再一次前往位於尼加拉河上的公羊島
（政策性开放），欣賞白天的大瀑布及與馬蹄瀑布
(加拿大瀑布)，更有機會看到掛在瀑布上的彩虹，之
後到位於美國瀑布旁的電影院欣賞大瀑布 IMAX 電影，
在 IMAX 電影院內感受震撼的音響及超大銀幕，作為遊
覽尼加拉大瀑布的完美結局；之後前往波士頓繼續我
們的行程。
住宿：Doubletree Boston/Four Points by Sherato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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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 / 紐約－原居地 (約 210 英里)
Boston / New York – Home City

首先到達世界一等學府哈佛大學的所在地哈佛廣場，
早餐後進入哈佛大學主校園參觀，漫步在這人才輩出
的世界級學府，體驗校園氣息，之後到訪另一世界級
學府麻省理工大學，正是當年二次大戰原子彈研製的
地方，亦是很多科學及物理學名人的母校；參觀兩大
名校後將近入波士頓市中心，途經聖三一教堂及新英
格蘭地區最高大廈約翰漢考克大廈，最後到達波士頓
海港碼頭，乘坐波士頓海港遊船，波士頓的全景盡收
眼底，更會經過當年獨立戰爭的源頭傾茶事件的碼
頭；遊船後會到達波士頓最後一站昆西市場享用午
餐，市場內有著大大小小來自美國各省的美食攤擋可
供選擇，特別推薦一定要品嚐波士頓特產新英格蘭蛤
蜊濃湯及龍蝦卷，多個旅遊節目亦爭相到訪，市場內
外更可找到各式各樣有關波士頓的紀念品，是到波士
頓必到之地；午餐後訪客將送往波士頓及紐約機場返
回原居地，祝大家旅途愉快。（爲了減輕回程旅途勞
累，強烈建議離開機場定於波士頓）（送機: BOS 波士
頓機場 1:30PM 後航班，JFK/LGA/EWR 紐約三大機場
7PM 後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