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新年倒數芝加哥美東 7 天遊 
 

出發日期：週三 (12/27/2017)  

團號：CN27-7        

價格目錄：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689/位 $499 $499 $959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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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服務: 倒數當日每位元客人都會收到免費贈送的“暖寶寶”。 

3. 六大歷史名城、兩天遊覽紐約，三晚住大紐約地 

 

暢遊：芝加哥， 紐約  

上、下車地點： 

出發地點 地址 出發時間 

Chicago, IL 
207 W Cermak Rd. Chicago, IL 60616 

(芝加哥唐人街) 
8:00AM 

 

行程資訊 

 

第一天：芝加哥—底特律 （12/27 週三） 
 
早上參觀汽車城底特律，通用汽車總部和福特汽車博物館。福特是美國第二大汽車製造商，美國

俗話說世界上有汽車賓士的地方就有福特。其博物館占地 9 英畝, 展品反映福特汽車對美國運輸史

的影響，包含福特車廠最早期的古董老爺車，甘迺迪總統座駕、美國工業發明家愛迪生等人的作

品等。博物館還有邁克爾傑克遜唱片展覽，內容豐富精采，令您大開眼界。 

酒店：Quality Inn & Suites North Youngstown 或同級 

第二天：底特律—匹茲堡—華盛頓特區 （12/28 週四） 

早上前往鋼鐵之都-匹茲堡(Point State Park)，位於市中心的三條河流交匯的三角形區域，飽覽匹茲

堡城市美景。下午到達華盛頓特區，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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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和最高權力機構-國會大廈分別合影留念，乘坐遊船沿著波多馬克河和太斗

湖飽覽首都美景。傍晚前往酒店。 

酒店：Comfort Inn Capital Beltway或同級 

第三天：巴爾的摩—阿米什—費城—新澤西 （12/29 週五） 

巴爾的摩有著不朽城市之稱，它是美國國歌的誕生地。參觀明珠海港，拍照留念。前往蘭卡斯特，

造訪阿米什西人村莊。阿米西人簡樸的農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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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費城

參觀國家獨立歷史公園。沿著鵝卵石鋪就的街道前行，寂寂的自由鐘矗立在剛經修葺的自由鐘中

心，雖無聲卻彷佛歷史的鐘聲縈繞於耳。穿過年代久遠的獨立廳，瞻仰一下國會廳，這兒見證了

現代民主的建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誕生。與美國國父-華盛頓雕像，舊國會大廈和獨立

宮合影留念，參觀自由鐘或者自由活動。 

酒店：Hotel Somerset, Holiday Inn Somerset 或同級 

第四天：紐約市區遊—百老匯表演 （12/30 週六） 

我們的紐約市區遊之旅將會帶您如同紐約客般穿梭在城市中，領略到紐約最獨特的歷史文化！上

到紐約市地標-帝國大廈嘹望觀景台，欣賞中央公園和紐約全景。帝國大廈的名字取自紐約州的別

稱——帝國之州，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樓長達 40 年，直到 1970 年才被超越。直到今天，帝國大廈

始終作為紐約市最著名的地標建築在鬧市中心巍峨矗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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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三一

教堂，與像征牛市的銅牛雕塑和紐約股票交易所合影。參觀時代廣場，杜莎夫人蠟像館與各位名

人明星合影。當然我們不能錯過大都會博物館，位於中央公園旁，是美國最大的藝術博物館，館

藏超過 2 百萬件來自世界各地文化的藝術品。途經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及全新的

世貿大廈等。當然，來到紐約，最具特色的城市符號當屬百老匯表演，晚上可安排 7:00PM後開

場的百老匯歌劇觀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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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Hotel Somerset, Holiday Inn Somerset 或同級 

第五天：紐約時代廣場倒數（12/31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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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上的新年夜景遊輪觀光（New Year City Sightseeing Coun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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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包含碼頭往返交通，需要 21 歲以上才可參加)  

酒店：Hotel Somerset, Holiday Inn Somerset 或同級 
                                    
倒數團獨家細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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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紐約—尼亞加拉大瀑布（1/1/ 2018 週一） 

早上前往尼加拉瀑布，途徑賓夕法尼亞州，飽覽田園風光。下午抵達瀑布國家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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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您可以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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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澎湃的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軍事要塞古堡。傍晚，我們

將體驗到一個真實的美國原住民舞蹈表演，印第安人歌舞秀。夜幕降臨後，結束行程前往酒店。 

酒店：Days Inn Erie, Comfort Inn Erie 或同級 
 
第七天：克利夫蘭—芝加哥—家園（1/2/ 2018 週二） 

世界搖滾之都-克利夫蘭，也是俄亥俄州伊利湖邊最大的城市。參觀全美知名的搖滾樂名人堂

博物館 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博物館由著名建築設計師貝聿銘設計。他是全

球第一個搖滾音樂的博物館。也是全球樂迷朝聖的搖滾樂殿堂。傍晚回到芝加哥。 
 
參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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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列表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ren 
(3-12) 

福特博物館 Henry Ford Museum $22.00 $20.00 $16.50(3-11) 

阿米西 Amish Village Tour $20.00 $20.00 $13.00 

華盛頓遊船 DC Cruise $26.00 $23.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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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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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25.00 $25.00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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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歌舞秀 Native American Show  $21.00 $21.00 $14.00 

瀑布深度遊 Niagara In-depth Tour   $25.00 $22.00 $15.00 

搖滾樂名人堂 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23.50 $21.25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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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