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神祕洞/沃特金斯峽谷+尼亞加拉瀑布（入住景區酒店） 2 日遊
参团信息：
团号
出发日期
售价

NF2J
天天出发（2019 全年）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138/人

$98

$98

$188

行程特色
I.

独家入住瀑布景区酒店，徒步即可抵达“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II.

更多自由支配时间，如有加境签证更可步行过境，同时领略尼亚加拉在美加两国不同魅力。

III.

搭乘著名“雾中少女号”游船，走“进”尼亚加拉大瀑布。

IV.

首创瀑布下游深度体验：漩涡公园、战争军事古堡、安大略湖等。

V.
VI.

欣赏五光十色、美轮美奂的大瀑布夜景。
神秘五指湖区域州立公园—沃特金斯大峡谷。

上车地点和时间：请提前 15 分钟抵达上车地点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记。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地址

6:45AM

Flushing，NY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敦城海鲜酒家门前)

7:00AM

Brooklyn，NY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门前) （只接不送）

8:00AM

Manhattan

75 Chrystie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顿-唐人街)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Voi Salon & Spa门前)

7:00AM

East Brunswick, NJ

（接/送：5/25-9/3/2019 出发）
（4/1~5/24 & 9/4~10/31/2019 出发, 只接不送）

8:15AM

Jersey City, NJ

125 Eighteen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Acme market 门前)

8:45AM

Parsippany, NJ

828 US-46, Parsippany, NJ 07054 (Top Quality Food market 门前)

特殊说明：
East Brunswick, NJ 7:00AM 上车点 (5/25~9/3/2019 期间) 接/送安排:
接人安排：接驳巴士 7:00AM 从“253 NJ-18, East Brunswick , NJ 08816”接客人送至 Jersey City-Acme Market.
回程安排：行程结束当天，East Brunswick 下车的客人将先送到曼哈顿-唐人街（87 Bowery , New York )集合，在那
里等待接驳车辆返回 East Brunswick。由于各行程返程时间有所不同，接驳车出发前往 East Brunswick 的时间需视乎

当日所有行程返程情况而定， 请于接驳点耐心等候。(*备注：由于 East Brunswick 接驳巴士位置有限，East
Brunswick 下车只限于该上车点 6:30AM & 7:00AM 时段参团的客人。)

行程介绍
第一天

纽约 – 沃特金斯峡谷/康寧 – 尼亚加拉瀑布 （入住瀑布景区酒店）
参考酒店：Wyndham garden Niagara falls NY 或 同级

前往世界 500 强企业康宁的总部，参观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馆，欣赏现场制作玻璃表演技术。午餐
后，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瀑布国家公园，眺望「美国瀑布」，「马蹄瀑布」及「新娘面纱瀑布」。
水势一泻千里，雷霆万钧，亲身体验那份磅礡的气势，尤如万马奔腾。入住瀑布景区酒店，徒步即可抵达
尼亚加拉瀑布公园。夜景将不再受到限制。

（夏季行程：以沃特金斯峡谷开放开始）
出发 → 康宁玻璃中心（自费，75 分钟）→ 沃特金斯峡谷（自费，60 分钟）→尼亚加拉瀑布灯光夜景 →
入住瀑布酒店 → 有机会看到瀑布美丽的烟火表演或可以到赌场小试手气，也可自行步行至加拿大欣赏不同
角度的瀑布风光(无导游陪同)
备注：
1. 沃特金斯峡谷通常开放时间为 4 月底至 11 月初。
2. 由于巴士进入沃特金斯峡谷州立公园需要停车费与许可证，因此需额外收取$10/人费用。如遇暴风
雨天气，出于安全考虑，本公司有权更改或取消该景点。

（冬季行程：以沃特金斯峡谷关闭开始）
出发 →神秘洞（自费，60 分钟）→ 尼亚加拉 IMAX 电影（自费，30 分钟。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尼
亚加拉瀑布灯光夜景 → 入住瀑布酒店 → 有机会看到瀑布美丽的烟火表演或可以到赌场小试手气，也可自
行步行至加拿大欣赏不同角度的瀑布风光
备注：
1. 冬季由于寒冷天气和路面结冰的影响，神秘洞有可能于个别出发日期关闭。

❖ 沃特金斯峡谷州立公园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沃特金斯峡谷位于美国的纽约州五指湖地区，这里属于层积岩地质，受冰川和溪流的侵蚀，形成了奇特的
地貌。沿着约两英里的峡谷小径共有 19 挂瀑布。这里有优良的爬山步道，可以近距离欣赏的瀑布，令人赏
心悦目的自然风景，为游客提供了绝佳的拍照胜地，被誉为“千年幽谷”。
❖ 康宁玻璃中心 Corning Glass Museum

享誉中外的康宁玻璃中心位于纽约上州的一个别具格调、古色古香的小城康宁。别看它城市规模不大，却
是美国玻璃工业的中心。康宁的玻璃丶瓷器在美国的地位就像景德镇瓷器在中国的地位一样，在世界上也
是闻名遐迩的。康宁玻璃中心可以说是魔幻的玻璃世界。康宁玻璃中心约有 10 万件左右的玻璃精品及艺术
雕刻玻璃展示，这些精致的玻璃制品，或七彩灿烂，或晶莹剔透，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玻璃中心既
是一所玻璃博物馆，又是玻璃强化和玻璃器皿、工艺品的制作工厂,还是一所商店，出售玻璃，水晶制品，
如太阳镜、项链、别针等。
❖ 神秘洞 Secret Caverns
神秘洞形成于 38000 年前最后的冰河时期，由当时巨大的瀑布倾泄以及冰川融化而成。每当具有微酸性的
融水侵蚀岩石，坑洞就此慢慢形成。神秘洞穴里的岩石种类大致属于 Coeymans 石灰石，与 Silurian 时期
的 Manlius 石灰石。游客可以通过 85 英尺的洞穴观赏到两个不同时期石灰石的过渡与演变。从演变过后
的石灰石中看出被淹没和干燥了 4 千年的古海底景观。经过千百年的矿产运载，溶洞水已经沉淀在洞穴的
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上形成巨大的黄金沉淀石。当然，还有悬挂在墙壁和天花板的钟乳石条，以及在地上
的石笋。游客在这里观赏唯美的地下瀑布，别有一番景致。
❖ 尼亚加拉瀑布灯光夜景 Niagara Falls Illumination
夜晚的尼亞加拉瀑布以另一種姿態展現在人們面前，七種不同顏色的燈光照映在尼加拉瀑布，猶如一道亮
麗的彩虹劃過夜空，所以尼加拉瀑布的夜景也被喻為“黑夜的彩虹”，讓我們一起見証此刻。

第二天

尼亚加拉瀑布 – 纽约

今天我们将在瀑布进行一系列活动，驱车沿着尼亚加拉瀑布直至下游的战争古堡，了解瀑布的前世今生。
行程安排：

（夏季：由雾中少女号观瀑船开启开始）
尼亚加拉深度游（自费，120 分钟，包含漩涡公园和尼亚加拉战争古堡）→ 尼亚加拉 IMAX 电影（自费，
30 分钟）→ 雾中少女号瀑布观瀑船（自费，20 分钟）
备注：
1. 雾中少女号，4 月底-11 月初对外开放（视河面冰冻情况而定）。

（冬季：由雾中少女号观瀑船关闭开始）
尼亚加拉深度游（自费，120 分钟，包含漩涡公园和尼亚加拉战争古堡）→ 尼亚加拉瀑布快艇（自费，45
分钟）→ 康宁玻璃中心（自费， 60 分钟）
备注：
1. 尼亚加拉喷气快艇的出航会根据具体天气情况作出调整，如遇暴风雨雪、尼亚加拉河水面结冰以及

各种恶劣天气状况会暂停出航。出于安全考虑，儿童须 4 周岁以上，身高 40 英呎以上才可以参加
此项目。

❖ 尼亚加拉瀑布深度游 Niagara Falls In-Depth Tour
这个既壮观又有历史价值的升级行程包括了两个景点：澎湃的漩涡公园和美国的历史地标—战争古堡。尼
亚加拉漩涡深 125 英尺，它在 7500 年前被水侵蚀而形成的，在公园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的壮观；战争古
堡是一个富有历史价值的景点，在美国独立以前已经存在于安大略湖通往伊利湖的尼亚加拉河河口，所以
它在当时的印第安和法国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和英美战争中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背后就是
一望无际的美国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
❖ 瀑布 IMAX 電影 （美境）IMAX Movie (U.S. side)
電影講述瀑布的雄偉，壯觀，身臨其境，你會聽到尼亞加拉大瀑布電閃雷鳴的刺激效果，仿佛身臨其境，
而且絕對不會“濕身”，電影將場景拉回到歐洲人初登上美洲大陸時發現的自然奇跡。瞭解那些挑戰了大
瀑布的冒險者，看過本片才算是真正到過了尼加拉瀑布。
❖ 雾中少女号瀑布观瀑船 Maid of the Mist
雾中少女号瀑布游船始终是尼加拉瀑布最有名的玩乐方式，穿上薄薄的蓝色雨衣，搭上那艘白色的双层游
船，最刺激的瀑布之旅便展开了。看起来颇有历史却很坚固的雾中少女号，会从河岸一路勇猛地驶向瀑布，
并进入瀑布的马蹄形中转圈，丰沛的河水有如万马奔腾向你扑来，顿时船上的陌生人似乎都变成同船共渡
的沦落人，就在一片朦胧水花中，你可以亲身感受瀑布的气势和威力。脱离暴风圈之后的雾中少女号，有
如历劫归来的小船，摇摇晃晃地飘向美国瀑布，天气晴朗时，太阳光和水气交织出又长又美的彩虹，投射
在名副其实的“彩虹大桥”前。
❖ 尼亚加拉喷气快艇 Niagara Jetboat
这趟快艇之旅将带领游客进入尼亚加拉大瀑布底部，近距离感受雄伟壮观振奋人心的瀑布之景，在水流湍
急的尼亚加拉河上逆流飞驰。即使在冬天也风雨无阻，全程又刺激又平稳，适合所有年龄段人士乘坐，保
证了气温低条件下游玩的舒适性、安全性以及观赏性、娱乐性，让参与此项目的游客对此赞不绝口。

参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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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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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说明：
1. 费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费用以及住宿;
2. 费用不含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巴士团自费项目一览表
景点
康宁玻璃中心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神秘洞
Secret Caverns

老人

儿童

（65 岁+）

（3-12 岁）

$20.00

(55+) $17.00

(17 岁以下) 免费

$18

$18

$10.00

$10.00

$8.00

$19.25

$19.25

11.20 (6-12)

$25.00

$22.00

$15.00

$12.00

$12.00

$8.00(6-12)

成人

$10
（6-12 岁）

沃特金斯峡谷州立公园 （季节性）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Seasonal）
雾中少女号观瀑船(季节性）
Maid of The Mist （Seasonal）
尼亚加拉深度游
Niagara In-Depth Tour (Old Fort
Niagara Ticket Included)
瀑布 IMAX 电影（美境）
IMAX Movie (U.S. side)

$56.00
尼亚加拉喷气快艇
Niagara Jetboat

$66.00

$56.00(55+)

(12&under,
minimum of 40
inches tall)

* 上例门票价钱只供参考，门票价钱会因季节而作出变动，并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