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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邁阿密 8 天 

出發日期：周二，周五，周日 

 

團號：AP8LK  

 

價格目錄：買二送一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943/人 $0 $423 $1283 

邁阿密段可升級海灘度假酒店： 

邁阿密海灘酒店（升級後）Newport Beachside Hotel Resort （不含早） / Days Hotel-

Thunderbird Beach Resort 或同級海灘度假酒店（含早） 

日期 兩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5/1/17 ~ 12/18/17 +$219/人 +$149/人 +$109/人 +$389/人 

 

獨家特色: 

1. 接機當天送法拉盛自由行(JFK, LGA)+自由購物(EWR) 

2. 五大接團地點：紐約三大機場 (JFK, LGA, EWR)+唐人街+法拉盛 

3. 拜訪世外桃源阿米什村落，體驗原生態田園生活 

4. 入內參觀美國國會山莊，深度瞭解美國參眾兩院 

5. 欣賞美南最大港口城市邁阿密的迷人風光，遊覽南部第一街“DECO Street” 

6. 在沼澤河流中，“草上飛”風力船帶您體驗與“鱷魚親密接觸”的驚險之旅 

7. 遊覽 32 個不同島嶼，穿越 42 座橋，帶您領略佛羅里達最南端西礁島美奐絕倫的獨特

風景 

 

紐約(JFK/LGA/EWR)接機資訊： 

為更好的服務各位代理及客人，自2017年1月1日起，縱橫旅遊把免費接機時間延長到午夜十二時！

具體操作如下： 

一.每日早上8:30到午夜淩晨12點之間，在紐約三大機場（JFK, EWR和LGA）提供免費接機！                 

二. 參團貴賓只要在上述時間範圍內出了海關並領取好行李（建議選擇晚11點前抵達的航班），   

就可以享受免費接機。參團貴賓如搭乘美國國內航班，在該航班行李提取處等候（除JFK七號

航站樓旅客在出口處等待外），搭乘國際航班的貴賓則在乘客出口處等候導遊碰面，即可與其

他團員共乘下一班車輛離開機場。（接機服務費每位元貴賓$8美元。） 

       三. 參團貴賓如在上述時間外拿到行李，縱橫可以安排專車接機。費用為$120 （涵蓋第一第二 

       人，第三人起每多一位加多10美元）。 

       四．自行前往機場集合：客人如不能按照已約定時間集合，請提前一天聯繫我們或者您定團 

       代理；如在約定時間外到達的客人，我們只能安排您與最近到達的航班旅客一同離開機場。 

送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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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週五，日 

免費：華盛頓 IAD 機場 12:00PM 後航班 

自費：DCA, BWI機場 12:00PM 後航班 

週二，四 

   (美東行程結束，飛往邁阿密) 

免費：羅德岱爾堡機場(FLL) 6:00PM 後航班 

           或邁阿密機場 (MIA) 7:00PM 後航班 

（*備註：如離團航班為 3:00PM-6:00PM 期間將不會

前往雄獅野生動物王國和西棕櫚灘。） 

週五，日 

 (8 天行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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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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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的自由前往法拉盛中心點：附近步行範圍即有梅西百貨(Macy's)、大型超市、美食廣場、

飛越皇后購物中心等等，周邊特色美食眾多，距離川粵等八大名菜餐廳僅有數步之遙。您

將在短暫的時間內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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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PM 前抵達 EWR 機場的客人，可享受免費送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

物，或接機後回酒店休息。4:30 PM 前抵達機場并與導遊匯合的旅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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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aton/Hilton/Doubletree /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l/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 Courtyard/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2 天 紐約市區遊覽 

上到紐約市地標-帝國大廈瞭望觀景台，欣賞中央公園和紐約全景。乘坐觀光環島游輪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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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牛市的銅牛雕塑和紐約股票交易所合影留念。參

觀大都會博物館，時代廣場，杜莎夫人蠟像館與總統奧巴馬等名人合影。途經第五大道，

洛克菲勒中心，聯合國總部，世貿遺址……如果紐約市區當日交通受到影響，我們將更改

行程，前往華盛頓蠟像館替代杜莎夫人蠟像館。 

酒店：Sheraton/Hilton /Doubletree/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l/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 Courtyard/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3 天 紐約市 – 費城 - 阿米什村 – 華盛頓 

上午，參觀美國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頓大學，濃濃的歐式風情與文化氛圍，令人嚮

往。費城，被昵稱為「友愛之市」，是美國的誕生地，參觀自由鐘、舊國會 大廈、獨立公

園、獨立廳等。（視當日交通、政治、天氣等情況，如果時間許可，獨家參觀費城自由觀

景台，是費城唯一全新觀光塔，讓人們站在費城“巨人”佛蘭克林的肩膀上，享有 360 度全

視角俯瞰這座擁有 200 年歷史的名城）游畢，前往蘭卡斯特，造訪阿米什人的村莊。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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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人簡樸的農舍，點點散佈在廣闊田野上，在這二十一世紀超科技的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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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完阿米什人、市集、

馬車、農舍後，繼續往南行，進入馬里蘭州，停留於馬里蘭州美食廣場晚餐。有多家不同

風味餐廳選擇。豐儉由人。晚餐後，入住酒店。 

酒店：Sheraton/Hilton /Radisson/Wyndham/Shippen Place Hotel/ BW Premier Harrisburg/Four 

Points/Crowne Plaza/ Courtyard/Metro Points/ Tremont Plaza/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4 天 華盛頓一日游(全天) 

從酒店出發，前去參觀宏偉壯觀的國會山莊（入內參觀，如遇國會關閉將只參觀國會外觀。

【星期天為國會關閉日】）。之後前往林肯紀念堂和倒影湖，越戰紀念碑，朝鮮戰爭紀念

碑，並與美國總統府-白宮合影留念，乘坐遊船沿著波多馬克河和太斗湖飽覽首都美景。

如遇冬季首都遊船關閉，將前往國際間諜博物館。該博物館是美國獨一無二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收集間諜相關裝備及物品的博物館。這裡有詹姆斯.邦德電影中最大的道具陳列和邦德

的兩輛座駕：捷豹和阿斯頓.馬丁。遊覽華盛頓期間還會途經傑弗遜總統紀念堂，華盛頓紀

念碑，二戰紀念碑，等。隨後您將按照自己的興趣步行到附近的史密斯國家博物館群自由

免費參觀，包括自然歷史博物館及航太航空博物館，印第安人博物館，雕像館，美國歷史

博物館，非洲博物館，植物館等。傍晚，導遊會在航太航空博物館接團友去晚餐，然後回

酒店休息。 

酒店: Hilton 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Holiday Inn Dulles Airport VA/Wyndham Garden 

Manassas/Holiday Inn Dulles Airport/ Metro Points Hotel/Sheraton DC North 或同級 

 

 第 5 天 華盛頓 – 邁阿密（機票自理） 

  清晨從酒店出發，前往 IAD 機場 (請訂 華盛頓(IAD) 12:00PM 後航班)。抵達後，請保持

您的電話在開機狀態並可以接聽電話，導遊在出口處等候送往酒店休息。6pm前到達的航

班可選擇邁阿密南海灘風情夜遊(自費$35/人，兩人成團)*，露天酒吧、比基尼誘惑讓您體

驗全新的南部夜生活。 

(邁阿密團體免費接機：10:00AM-10:00PM。) 

(其他時間：從邁阿密機場(MIA) 或勞德岱堡機場(FLL)前往經濟型酒店/前往升級海灘酒店，

1-4 人共收美金$80/程，每加一人加$10。) 

邁阿密夜遊介紹：主要包括漫步時尚的林肯路和夜遊南海灘。林肯大道（Lincoln Road）

是一條有趣的步行街，也是邁阿密的著名街道，綠樹成排，到處是電影院、商店、酒吧、

水煙店、街頭攤販和熱辣的比基尼。位於邁阿密南端的南海灘(South Beach)則是北美最好

最著名的海灘之一，面朝大西洋的海濱大道上聚集了上百家的酒吧、餐館、夜總會、豪華

酒店以及各式精品店。這裡豐富的夜生活吸引無數 Party党前來聚會，是邁阿密當之無愧

的“派對海灘”。夜風吹拂椰樹林，我們將帶您一覽南海灘夜晚風情。 

酒店: 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 或同級（提供

免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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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沼澤公園 – 邁阿密市區 

（週五出發 AP8LK，第 6 天行程跟第 7 天對調） 

前往美國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大沼澤國家公園，乘“草上飛”風力船, 穿梭在鱷魚密佈的沼澤

河流，深入沼澤地體驗自然奇景。同時您可以欣賞精彩的珍稀動物表演，工作人員還會現

場示範如何捕捉活鱷魚。珊瑚閣，這裡的建築群均是由珊瑚和貝殼來做牆面，故被譽為

“萬國住宅建築博物館”。鬱鬱蔥蔥的林蔭道上，欣賞盡是異國風情的豪華宅邸以及美國地

標建築——“比爾提莫酒店”（外觀）。其憑藉的十八洞高爾夫球場和獨具古羅馬風格的超

大游泳池，讓貴胄名流們無不傾倒陶醉在這詩意後花園裡。小哈瓦那，這裡是著名的古巴

區，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必來這裡參觀古巴雪茄手工作坊，品嘗古巴特色咖啡，感受

中南美洲的異域風情。 

邁阿密的海濱市場乘坐遊輪，遊覽邁阿密海灣，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外還可以近距離欣賞

明星島，飽覽世界巨星們所擁有的億萬豪宅，遠眺邁阿密下城區的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

邁阿密最著名的南沙灘和號稱美國南部第一街的裝飾藝術風格街-ART DECO 街，欣賞色

彩斑斕的西班牙建築和著名的義大利服裝設計師范思哲的故居（外觀）。 

酒店: 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 或同級（提供

免費早餐） 

 

第 7 天 西礁島（又名基維斯特） 

（週五出發 AP8LK，第 6 天行程跟第 7 天對調） 

由於受艾瑪颶風影響，目前去往西礁島(Key West)和七英裏長橋的道路和設施仍然保持封

閉並處於安全評估中。因此，西礁島當天的行程，我們將改為前往邁阿密設計區（Miami 

Design District）、TripAdvisor 上邁阿密景點中排名第二的溫伍德墻（Wynwood Walls）和

著名的林肯路（Lincoln Road）。（以上提及的景點均沒有門票費用。）從酒店往南驅車

180 英里，駛向佛羅里達群島島鏈的最末端——被譽為 “美國天涯海角”的西礁島。一路上

五彩斑斕的海面和湛藍的天空構成獨一無二的美景，在約 4.5 小時車程中（路況良好情況

下）， 您將途經一條宏偉的“跨海大橋”，它是由長短不一的 42 座橋和 32 個島嶼串連而起，

也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觀”的美國 1 號公路。中途將會停留阿諾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

的拍攝地，著名的“七英里橋”。到達西礁島之後，您可以在“美國大陸最南端”的地標前合

影留念，探尋美國國家一號公路的南起點，還可以自行參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故

居，大文豪海明威也曾經在這片美麗的島嶼上居住。在西礁島，島上逗留約 3 小時，導遊

會在車上先帶您前往以上景點並告知景點具體位置，集合地點以及時間，也會介紹島上方

位等，隨後便是您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自由享用午餐和安排太每個景點的遊覽時間。您

還可以在著名的白頭街和海濱碼頭自由遊覽，選購紀念品。回程時，您在車上將欣賞到壯

麗的日落。  

酒店: Ramada Plaza Fort Lauderdale/ Sawgrass Grand Hotel / Quality Inn/ Days Inn 或同級（提供

免費早餐） 

 

第 8 天  （可根據航班時間早晚而選擇不同行程） 

 

羅德岱堡–布魯明戴爾 Bloomingdale’s 高檔購物中心–家園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爾堡機場 (FLL)  15:00 – 18:00 的航班 & 邁阿密機

場 (MIA) 15:00 – 19:00 的航班；或去往郵輪碼頭乘坐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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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您將遊覽“美國

的威尼斯”,欣賞兩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檣。河道縱橫，密如蛛網，同時您還

可以漫步在美國十大海灘之一的羅德岱爾堡海灘。我們的導遊將會帶您前往美國高

檔購物中心 Bloomingdale’s 購物，同時您可以獲得九折購物卡以及獨家滿額贈送活

動，總消費滿$7500 時(稅前)，即可獲贈價值$400 的蘋果店禮品卡。備註：購物後

請到訪客中心兌換贈品（導遊協助客人兌換贈品），如指定禮品兌換完畢，會換成

其他等價的禮品。購物結束後，我們將送您前往機場或碼頭。 

 

特別提示：Bloomingdale's 購物中心每週日的開門時間是中午 12 點，如果您離開邁

阿密的時間恰逢周日，您將無法前往 Bloomingdale's 進行購物。我們會直接送您去

機場或者碼頭。 

 

（15:00-18:00 之間的航班或是最後一天下午繼續乘坐郵輪旅行，您將沒有機會去

往西棕櫚灘。我們會按排專人送至機場，碼頭。羅德岱爾堡碼頭（POE）12:00 以

後；邁阿密碼頭（POM）13:00-15:00 ，請登船前準備好您的船票，以便將您送至

正確碼頭地點。建議繼續參加郵輪行程的客人在郵輪上享受豐富午餐。） 

 

或 

 
羅德岱堡–雄獅野生動物世界–棕櫚灘–家園 

 

（離團航班為羅德岱爾堡機場 (FLL)  18:00 後的航班 & 邁阿密機場 (MIA) 19:00

後的航班） 

 

前往邁阿密以北，負有盛名的“世界遊艇之都”—羅德岱爾堡，您將遊覽“美國的威

尼斯”,欣賞兩岸的豪宅和河道上林立的桅檣。河道縱橫，密如蛛網，同時您還可以

漫步在美國十大海灘之一的羅德岱爾堡海灘。接著前往美國南部唯一一座集駕車以

及步行體驗於一體的野生動物王國，與近千頭野獸近距離接觸，猶如身處非洲草原。

隨後我們將經過西棕櫚灘市去往棕櫚灘島，西棕櫚灘位於邁阿密 70 英里的北部，

與東側的棕櫚灘隔沃斯湖相望，由跨海大橋連結。棕櫚灘有“美國的裡維艾拉”之稱，

坐擁 47 英里大西洋海岸線，天價海景豪宅遊艇，頂級奢華酒店，幾十家大大小小

的博物館，百家高級餐廳，頂級高爾夫球會所，極具浪漫歐式情調。作為“佛羅里

達的文化之都”，棕櫚灘早在 100 多年前就成為首個為美國富豪們度身定制的冬日

避寒度假勝地。前往棕櫚海灘，領略大西洋的美景，海邊的天價別墅不勝枚舉。參

觀建於 1902 年的亨利•弗拉格勒博物館（外觀），這棟鐵路大王的豪宅比任何私人

豪宅都更富麗堂皇。您還可以漫步百年歷史的沃斯大道(Worth Avenue)，欣賞威尼

斯風格歷史建築精品，世界超級品牌均彙聚在這大道兩旁，當然您也可以來到沃斯

大道盡頭的迷人海灘上欣賞唯美的海景。感受美國上流社會的富人生活非棕櫚灘莫

屬。傍晚您的行程將畫上圓滿的句號，我們會由專人送至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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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定勞德岱堡機場（FLL）18:00 以後的航班；邁阿密機場（MIA）19:00 以後

的航班。如果您需要預定推薦預定從羅德岱爾堡機場（FLL）離開的航班，更省時

更省錢，價格通常也比 MIA 機票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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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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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每人每天$8），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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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大人 

Adult 

老人 

Senior(65+) 

兒童 

Children (3-12) 

紐約/新澤西 New York/New Jersey       

紐約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5-12） 

杜 莎 夫 人 蠟 像 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25.00 $25.00 $23.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FREE(under 12)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4.00 $31.00(62+) $27.00                       

（ 5 歲及以下免

費）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10.00 $10.00 $8.00 

費城/蘭卡斯特 Philadelphia/Lancaster       

費城自由觀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19.00 $19.00 
$14.00(3-11) 

Free(0-2) 

阿米什 Amish Village Tour 
$20.00 $20.00 $13.00（0-12） 

阿米什餐 Amish Meal $18.00  $18.00  $18.00  

華盛頓首都 DC       

首都遊船 DC Cruise $26.00  $23.00  $18.00  

國際間諜博物館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21.95 $15.95 $14.95 

*華盛頓總統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 

President Gallery 
$23.00  $23.00  $17.00  

邁阿密 Miami       

大沼澤公園“草上飛” Everglades Airboat $28.00 $28.00 $16.00(6-11)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Lion Country Safari $37.45(10-64) $33.71(65+) $27.82(3-9) 

邁阿密港灣富人島遊船 Miami Bay Cruise $28.00 $28.00 $20.00(4-12) 

海明威 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13.00 $13.00 $6.00 

邁阿密夜遊 Miami Night Tour $35.00 $35.00 $25.00 

服務費每天每位元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8.00  $8.00  $8.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