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Y4UD 美东创新 4 天深度游 (纽约出发)  

接送信息
 

上车地点
:  

【8:00AM】87 Bowery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顿–唐人街)  

【7:00AM】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法拉盛–敦城海鲜酒家门口)  

【7:00AM】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8th Ave *只接不送  

【7:00AM】160 Frontage Road (I–95 Exit 14 & Frontage Road) Newark, NJ 07114 (Ramada Plaza EWR 酒店大堂)  

产品介绍
 

独家特色： 

1. 【吃】吃货福音：有机会品尝 Lady M蛋糕。  

2. 【住】住出品味：全程豪华酒店。两天纽约王牌市区游，住 3晚纽约大都会地区，参观纽约时间

更长。  

3. 【行】不虚此行：专业司导团队，唯一一家 24小时地接服务热线，为每位贵宾无间断服务。  

4. 【游】游山玩水：深度畅游美国 3大名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两日深度游：大都会博物馆 150分

钟深度游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瞻仰<星空>与<睡莲>；入内导览联合国总部；世贸中心“归零地”3

小时完美体验：登顶新世贸大厦，独家入内参观 9/11国家博物馆。更有两天游玩华盛顿，玩出深度！ 

5. 【娱】逍遥自娱：最短时间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认知面面俱到，亲临并集齐美国通

用纸币背面的历史建筑，“娱”教于乐。  
 

畅游：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
  

 

 

参团须知
 

景点说明:  

（1）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需跟团上导游购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费用不含: 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导游和司机）每人每天$10，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行程表
 

日期
 

描述
 

酒店
 

用餐
 

D1 

全日纽约市区深度游览  

华尔街–自由女神环岛船–大无畏号航空母舰–时代广场–MoMA 

– 五大道（150分钟购物） – 中央公园（品尝 Lady M 蛋糕） 
早上从酒店出发前往世界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华尔街,与三一教堂,象

征牛市的铜牛雕塑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合影。乘坐观光环岛游轮游览哈

德逊河,与自由女神像和布鲁克林桥摄影留念。登上花费 1.2亿美元重 

新整修开放的国家历史文物–大无畏号航空母舰,并参观协和号超音速

客机和各种战机。稍后我们移步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城建造的世界上最

杰出的现代艺术收藏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馆藏有许多近

当代的先锋艺术展览,涉及美术、建筑、雕塑、电影、设计等方方面

面。其中最著名的馆藏品包括梵高的《星月夜》、毕加索的《亚维农

少女》、莫奈的《睡莲》、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爱德华?蒙克

Crowne(或 Ramada) 
Plaza/Sheraton/Hilton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级  

敬请自理  



《吶喊》等等。不仅如此,馆中的庭院也十分漂亮,从馆内巨大的透明

落地窗望出去,现代时尚的花园坐落在摩天大楼之间,是最适合小憩喝

一杯咖啡做做白日梦的地方。游览完博物馆后,前往第五大道购物区,

体验奢华的购物感觉。这里被称作“女人的天堂,男人的地狱”。当然如

果没有购物欲望的话,可以漫步游览中央公园和豪宅区。在享受中央公

园自然景色的同时,别忘记品尝一下传说中的 Lady M出品的蛋糕,绝对

物超所值。随后来到“世界十字路口”–时代广场,每年约有 2600多万人

来到这里旅游观光,不远处就是 42街,这是一条纪录纽约娱乐事业历史

的街道,星云汇集的百老汇就在这里。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奇趣

馆。（当晚可以欣赏 7:00PM后开场的百老汇舞台剧,交通和门票自费,

导游可以帮忙预订。)  

D2 

全日纽约市区深度游览  

新世贸观光塔–9/11国家纪念馆–新世贸购物中心（保证“归零

地”三小时完美体验）–联合国总部（导游带您进入联合国大

厅参观）–大都会博物馆（150分钟参观） 

早晨前往“归零地”漫步在世界贸易中心（登塔）。世界贸易

中心位于纽约曼哈顿岛西南端 ,西临哈德逊河 ,目前为美国与

纽约第一高楼、以及世界第四高楼, 是纽约市的标志性建

筑。世界贸易中心总楼层共地上 104层、地下 5层,楼高 1,776 

ft.,此高度是为纪念 1776年签署的《美国独立宣言》而定的。

宾客抵达时,大型视讯板会依序播放各种语言的欢迎致词,宾客

的家乡也会被特别标记在动态产生的世界地图上。体验名为

「心声」的活动,聆听建造世界贸易中心一号大楼工作人员叙

述各自背后的故事。接着「地基」活动将让宾客近距离观察

建筑物所屹立的岩床。再搭乘五个专用电梯的其中一个上升

至第 102层,仅花费不到 60 秒。继续我们的参观步伐,911恐

怖袭击中倒塌的世界贸易中心的遗址,现在是两个巨大的四方

形下沉式水池,水池名为“反思池”,水池的四壁上瀑布急泄落入

反思池中。反思池四周的矮墙由黑大理石雕砌,上面刻有近

3000名罹难者的姓名。在归零地的旁边,有着关于 911记忆的

9/11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提醒着人们那个令人恐惧的早晨,以及

曾经受到过伤害的城市,故而人们才更加爱它,更加珍惜它的美

丽。让我们收拾心情,走入与世贸中心相连的飞鸟车站

（Oculus）,这个位于全世界造价最贵车站内部的购物中心,纽

约下城最受欢迎的休闲娱乐与消费场所。接下来前往位于东

河畔最耀眼的建筑—联合国,导游带领大家进入联合国总部大

厅参观（入内需满 5周岁,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如果因为特

别原因关闭或者当天禁止参观,则在联合国总部门口拍照合

影）。深度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博物馆（保证

150分钟游览时间）,这里凝聚了世界五千年的绚烂文明,这里

汇集了人类最精华的艺术瑰宝。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主建筑

建成于 1880年,逐步发展到今天占地约 13万平方米。庞大的

面积为展览提供足够大的想象空间,造就了大都会博物馆的一

个特色——重现。它不仅仅是将展品一件件摆在橱窗里让人

远观,而是将它们集中在一起,重塑成原貌的神庙、厅堂、卧

室,参观者身在其中,身临其境,这种临场感犹如时空倒转,令人

印象深刻。馆内珍藏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珍品逾二百万件。

（当晚可以欣赏 7:00PM后开场的百老汇舞台剧,交通和门票

自费,导游可以帮忙预订。)  

Crowne(或 Ramada) 
Plaza/Sheraton/Hilton 
/Courtyard by Marriott 

或同级  

敬请自理  



D3 

普林斯顿 – 费城 – 华盛顿特区  

早晨,前往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在 1756年迁至普林斯顿,

是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也被誉为美东

最美校园之一。我们将在普林斯顿导游的带领下进行校园参

观,感受世界顶级学府之一的学术风情,体验美国的教育文化。

之后,我们会前往美国国家的诞生地 - 费城。漫步于独立公

园,与旧国会大厦、独立宫（100元纸币背面）、自由钟合影

留念。1776年 7月 4日,在独立宫内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

的文献—《独立宣言》：“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

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接下来前往费城自由观景台,站在美国

历史摇篮之巅,远眺费城的市政厅,宾州创建者威廉潘恩的凋像

屹立在顶端,彷佛诉说着贵格教建市的终极理想--兄弟有爱之

城。下午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DC,首先来到全世界唯一一个

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美国 44届总统的地方—总统蜡像馆。在

这里,我们有机会对白宫内部结构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与奥巴

马总统椭圆形办公桌前留影最为著名。我们将跟随时空的步

伐,穿越历史,与那些伟大的名字一起并肩而立。接下来前往美

国的权力中心—白宫（外观、20元纸币背面）。美国开国元

勋乔治华盛顿对美国总统官邸的建造曾发表过他的观点：它

决不能是一座宫殿,决不能豪华,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主人是国家

仆人。于是他提出了建造总统府的三点要求：宽敞、坚固、

典雅。同时,我们也将与美国财政部合影留念（外观、10元纸

币背面）。参观林肯纪念堂（5元纸币背面）、韩战纪念广

场、越战纪念墙。为缅怀伟大的林肯总统为美国人权做出的

努力,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便是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

前发出的时代的最强音。  

Doubletree by 
Hilton/Metro 

Points/Springhill by 
Marriott 或同级  

敬请自理  

D4 

华盛顿----家园  

（夏季：由华盛顿游船开启开始）  

出发前往美国最高民主机构—国会大厦（50元纸币背面）。如

果自由是一种信仰,美国的国会大厦便是自由的帕特农神庙。

我们将在国会里面专业导游的带领下,进入国会山庄,参观国

会内部（如遇国会山庄关闭,将改为参观外观）。与号称馆藏量

全球最大的国会图书馆（外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外观）

合影留念,至此“三权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全部去

到。乘坐华盛顿观光游船,沿着波多马克河岸观赏那些陆路不

易看到的美国政治中心的著名地标。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

们会前往华盛顿特区TripAdvisor排名前十的热门景点--新闻博

物馆。致力于言论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的五项自由,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具互动性的博物馆之一。新闻博物馆体验也包括追踪

电子通讯的发展,从电台的诞生,到现在和未来的科技发展。最

后经过 DCA机场,中午回程纽约。  

（冬季：由华盛顿游船关闭开始）  

出发前往美国最高民主机构—国会大厦（50元纸币背面）。如

果自由是一种信仰,美国的国会大厦便是自由的帕特农神庙。

我们将在国会里面专业导游的带领下,进入国会山庄,参观国

会内部（如遇国会山庄关闭,将改为参观外观）。与号称馆藏量

全球最大的国会图书馆（外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外观）

NA  
敬请自理  



合影留念,至此“三权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全部去

到。行程中我们也将前往国际间谍博物馆。该博物馆是美国独

一无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集间谍相关装备及物品的博物

馆。这里有詹姆斯.邦德电影中最大的道具陈列和邦德的两辆

座驾：捷豹和阿斯顿.马丁。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前往

华盛顿特区 TripAdvisor排名前十的热门景点--新闻博物馆。致

力于言论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的五项自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

互动性的博物馆之一。新闻博物馆体验也包括追踪电子通讯

的发展,从电台的诞生,到现在和未来的科技发展。  

最后经过 DCA机场,随后回程纽约。  

免费: 纽约 JFK, LGA  23:30后的航班。  

纽约 EWR 22:00后的航班。  

华盛顿 DCA 14:00后的航班。 

自费:华盛顿 IAD, BWI 15:00后的航班。  

 

补充信息
 

 
 

门票价格:  

门票项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65+)  

儿童

Children(3–12) 
纽约

New York     
大都会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免费(12岁以下)  

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Modern Art  $25.00  $18.00  Free Under 16  

世贸中心
 One World Observatory  $36.98  $34.80  $30.45(6-12) 

Free (5& Under)  

911
纪念馆

 911 Memorial Museum  $24.00  $18.00  $15.00 (7–17)  
Free Under 7  

自由女神环岛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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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趣馆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25.00  $25.00  $25.00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10.00  $10.00  $8.00  

费城
 Philadelphia     

费城自由观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14.50  $14.50  $9.50(3–11) 

Free(0–2)  
华盛顿首都

/
康宁

Washington DC/Corning     

首都游船
DC Cruise  $26.00  $23.00  $18.00  

华盛顿总统蜡像馆
President’s Gallery  $23.00  $23.00  $17.00  

新闻博物馆
 Newseum  $25.00  $21.00  $15.50(7-18)  

国际间谍博物馆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21.95  $15.95  $14.95  (7-11)  

*
门票价格和景点开放时间会因季节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