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加拉瀑布三天兩夜深度遊
團號：DNF3
出發日期：逢週一 ，五 (05/13/2019 – 11/0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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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

$223/人

$0

$183

$335

週五

$273/人

$0

$183

$410

行程特色：
1. 瀑布一整日觀光遊覽，住宿瀑布景區特色酒店，漫步於瀑布景區。
2. 瀑布乘坐霧之少女號、前往風之洞，走近大瀑布。
3. 進入好時巧克力世界來一場巧克力工廠探險，為您的愛人親手製作一份甜蜜的禮物。
暢遊： 沃特金斯峽穀， 尼加拉瀑布，好時巧克力世界
上下車信息：
出發地點
維州

地址
780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22043
(威斯汀酒店)
610 F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華盛頓
馬洲洛城

(莎士比亞劇院門口)
460 Hungerford Drive Rockville MD 20850

出發時間
7:00AM
7:45AM
8:30AM

下車地點先後次序是根據導遊安排及交通狀況而定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出發地—沃特金斯峽穀
参考酒店：Comfort inn/Days inn/Holiday inn Batavia 或同級

一路向北前往紐約五指湖區的紐約州立公園－沃特金斯峽穀，在這裡您將會拍出絕佳的照片。隨後沿途欣
賞五指湖的優美景色。入住酒店。
行程安排：

華盛頓地區出發 → 沃特金斯峽谷（自費，120 分鐘）
備註：
•

由於巴士進入沃特金斯峽穀州立公園需要停車費與許可證，因此需額外收取$10/人費用。

•

如遇暴風雨天氣，出於安全考慮，本公司有權更改行程，將以康寧玻璃博物館（自費，120 分鐘）
代替。

沃特金斯峽谷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沃特金斯峽穀位於美國的紐約州五指湖地區，這裡屬於層積岩地質，受冰川和溪流的侵蝕，形成了奇特的
地貌。沿著約兩英里的峽穀小徑共有 19 掛瀑布。這裡有優良的爬山步道，可以近距離欣賞的瀑布，令人賞
心悅目的自然風景，為遊客提供了絕佳的拍照勝地，被譽為“千年幽谷”。
尼亞加拉瀑布一日遊

第二天

参考酒店：Quality Inn & Suites at the Falls/Days Inn at the Falls/Holiday Inn at Niagara Falls

或同級
離開酒店，抵達達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覽瀑布國家公園，眺望「美國瀑布」，「馬蹄瀑布」及「新娘面紗
瀑布」。水勢一瀉千裏，雷霆萬鈞，親身體驗那份磅礡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今天我們將在瀑布進行一
系列活動，搭乘霧中少女號遊船，驅車沿著尼亞加拉瀑布直至下游的戰爭古堡，瞭解瀑布的前世今生。入
住瀑布景區酒店，夜幕降臨後，遊客可以自由活動，既可以參觀瀑布美麗的夜景，又可以到瀑布的賭場小
試手氣。如果您運氣好， 很有可能看到夜晚瀑布的煙火， 為您的旅行增添一份別樣的風采。
行程安排：
尼亞加拉瀑布公園 →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自費，30 分鐘）→ 瀑布 IMAX 電影（美境）（自費，30 分
鐘）→風之洞（自費， 120 分鐘） 尼亞加拉深度遊（自費，120 分鐘，包含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戰爭古
堡）→ 入住瀑布景區酒店 → 尼亞加拉瀑布燈光夜景
備註：
•

不參加尼亞加拉深度遊的朋友，可以選擇在瀑布公園自由活動。

•

有機會看到瀑布美麗的煙火表演或可以到賭場小試手氣，

•

也可自行步行至加拿大欣賞不同角度的瀑布風光，如想要前往加拿大，需攜帶美國護照或本國護照
及綠卡。無美國護照及綠卡者，需持本國有效護照、美國及加拿大有效簽證。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霧中少女號瀑布遊船始終是尼加拉瀑布最有名的玩樂方式，穿上薄薄的藍色雨衣，搭上那艘白色的雙層遊
船，最刺激的瀑布之旅便展開了。看起來頗有歷史卻很堅固的霧中少女號，會從河岸一路勇猛地駛向瀑布，
並進入瀑布的馬蹄形中轉圈，豐沛的河水有如萬馬奔騰向你撲來，頓時船上的陌生人似乎都變成同船共渡

的淪落人，就在一片朦朧水花中，你可以親身感受瀑布的氣勢和威力。脫離暴風圈之後的霧中少女號，有
如歷劫歸來的小船，搖搖晃晃地飄向美國瀑布，天氣晴朗時，太陽光和水氣交織出又長又美的彩虹，投射
在名副其實的“彩虹大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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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之洞 Cave of the Winds
風之洞的入口在公羊島，裡面會有一個小型博物館和一個小電影院，隨後可以搭乘電梯在尼亞加拉峽穀岩
洞中向下 53 米就到達穀底。站在了大瀑布的腳下，翹首仰望，便會看見大瀑布以鋪天蓋地的磅礴氣勢飛流
直下，不禁使人心裡湧起一股激情，與大自然產生共鳴。

尼亞加拉深度遊 Niagara In-Depth Tour
這個既壯觀又有歷史價值的升級行程包括了兩個景點：澎湃的漩渦公園和美國的歷史地標—戰爭古堡。尼
亞加拉漩渦深 125 英尺，它在 7500 年前被水侵蝕而形成的，在公園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的壯觀；戰爭古
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在美國獨立以前已經存在於安大略湖通往伊利湖的尼亞加拉河河口，所以
它在當時的印第安和法國的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和英美戰爭中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背後就是
一望無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

第三天

好時巧克力世界--華盛頓特區

前往世界最甜蜜的地方，北美最大的巧克力類糖果製造商好時巧克力世界。在這裡，您能坐上一部觀光小
火車遊覽巧克力製作的全過程。小火車沿著高度自動化生產的流程前行，在解說和音樂中瞭解巧克力生產
的一道道工序，還可以在出口處免費品嘗一小包巧克力新產品。除此之外，你還可以根據自己口味設計並
製作心怡的巧克力產品，讓您的出行增添另一番趣味。
行程安排：
好時巧克力世界（90 分鐘）→ 華盛頓地區

好時巧克力世界 Hershey Chocolate World
北美地區最大的巧克力和巧克力類糖果製造商，被譽為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好時鎮擁有 3 家現代化的巧
克力工廠，是世界最大的巧克力產地。還有遊樂園、商店、3D 影院多種遊覽方式等著您。在這個巧克力工

廠裡，您會學到怎樣品嘗巧克力的美味，其中包括聽巧克力的聲音，品嘗巧克力，親手自製巧克力。這裡
成了夏天賓州著名的旅遊勝地。

参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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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Price

成人 Adult

老人 Senior

兒童 Children

(65+)

(3-12)

好時巧克力世界和沃特金斯峽穀 Hershey’s Chocolate World and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自行設計巧克力 Make your own

$21.95

$21.95

$21.95

$10.00

$10.00

$8.00

$20

$17 (55+)

FREE (Under 17)

瀑布電影 IMAX Movie

$12.00

$12.00

$8.00 (6-12)

風之洞 Cave of the Winds

$19.00

$19.00

$16.00 (6-12)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19.25

$19.25

$11.20 (6-12)

瀑布深度遊 In-depth Niagara Tour

$25.00

$22.00

$15.00

Hershey’s chocolate bar
沃特金斯峽穀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尼亞加拉瀑布&康寧 Niagara Falls & Corning
康寧玻璃藝術中心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替代景點)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