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揪好康～紐約幸運星、慾望城市遊、
OUTLET 購物趣七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9/1/22
現金優惠價：348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本行程費用不含美簽 ESTA$14 美金(約台幣$500)，需額外支付。
行程介紹

★特別安排港灣遊船，讓您近距離欣賞紐約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地標自由女神像。
★漫步上海舊租界的文藝復興～外灘百年建築巡禮。
★電影場景巡禮～大蘋果處處拍過電影，重現您熟悉的電影拍攝場景。
§帝國大廈《金剛、西雅圖夜未眠、ID4 星際終結者、明天過後、超人 2》
§時代廣場《曼哈頓奇緣、蜘蛛人 3、金剛、香草天空、101 次新年快樂》
§自由女神像《明天過後、哥吉拉、X 戰警》
§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奇緣、變形金剛 2、穿越時空愛上你、驚奇四超人、哥吉拉》
§華爾街《華爾街之狼、華爾街：金錢萬歲》
§蘇活區《穿著 Parda 的惡魔》
★紐約最新地標～世界貿易中心及參觀 911 世貿遺址。
★紐約跨年倒數計時的地點～時代廣場，也被稱為《世界十字路口》。
★有《紐約後花園》之稱的中央公園，也是全美最多人拜訪的城市公園。
★第一座以鋼材建造的橋樑、也曾是全世界最長的橋樑～布魯克林大橋。
★造訪有《紐約廚房》之稱的雀兒喜市場。
★來紐約一定要逛逛雅痞個性藝術小區～蘇活區。
★充滿義式風情、且是《教父》電影取景地～小義大利區。
★美東最大的名牌大賣場～Woodbury Premium Outlets。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9/01/22
〔星期二〕
2019/01/27
〔星期日〕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012

台北(桃園)

甘迺迪(紐約)

17:30

19:15

CI011

甘迺迪(紐約)

台北(桃園)

00:20

05:50+1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紐約
今日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腳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機飛往美國第
一大城～紐約，這個舉世熱愛的世界之都，融合各種種族，是經濟中心亦是人文薈萃的藝術殿堂。
這個俗稱《大蘋果》的紐約市，它的精彩，若非置身其中，是無法想像的！這個擁有自由女神像、奢華光鮮
的第五大道、影響全球金融走勢的華爾街、華麗的百老匯、爭奇鬥豔的摩天大樓，都能夠讓您感受到這個城
市所為您帶來多采多姿的魅力。今晚夜宿於紐澤西州。
【貼心贈送】
★本團贈送行李束帶每人乙個。
★本團配備租借導覽耳機每人乙機，主機體及隨身收納袋請於返國時交還給領隊人員。
註：以上物品將另行於機場集合出發時發送予各位貴賓。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機上簡餐
住宿 : 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FAIRBRIDGE 或 WYNDHAM GARDEN 或 APA HOTEL WOODBRIDGE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紐約(南街海港、港灣遊船、自由女神像、華爾街、三一教堂、金牛銅雕、布魯克
林大橋、蘇活區、小義大利區)
今日安排前往南街海港搭乘港灣遊船近距離觀賞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從一八八六年開始，就一直駐守在
紐約市的海口，迎接並守護著來自世界各地、懷著美夢踏上新大陸的移民，是美國自由民主立國精神的最佳
象徵，也是紐約給世人的第一個印象地標。
隨後步行途經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您還可於高聳的現代建築中發現建於 1697 年的三一教堂，高達 26 公
尺的尖塔、玫瑰色砂岩的外觀，感覺十分顯眼！最後您可以和著名的金牛銅雕合照留影。
布魯克林大橋：紐約市最富盛名的吊橋，此橋建造於 1883 年，橋頭堡被設計成典雅的歌德式尖頂，造型壯麗
的吊橋豎立在東河上。規劃良好的布魯克林橋公園和木棧步道，乃是欣賞和拍攝曼哈頓摩天建築群的另一個
極佳角度。
蘇活區：位於曼哈頓的這塊小小的蘇活區，曾經是落寞的工廠區，現在則是當紅的世界精品店才有資格進駐
的地點，是舊街區改造再生的最佳典範。在蘇活區每一個轉角、每一個街口都有讓你眼睛一亮的店舖，這個
彈丸之地，競爭異常激烈，在此能欣賞到極具巧思、創意的商品與櫥窗設計。SOHO 如今也幾乎成了自由、藝
術、前衛的代名詞。
小義大利區：雖然離蘇活區只有一街之隔，卻有著不同的風情，到處是讓人眼花繚亂和擺滿戶外桌椅的義式
餐廳、街頭酒吧、咖啡館、冰淇淋店等個性小店，小義大利區連接華埠和毗鄰蘇活區的獨特優勢，成為遊客
逛紐約不可不來的特別一站。註：今日晚餐自理，建議您可於小義大利區自費享用。
【美食推薦】建議自費享用：小義大利區百年老店～Lombardi's Pizza
百年老店 Lombardi's 每年都被餐飲評鑑權威 ZAGAT 評鑑為《星球上最好吃的披薩店》
，因此被譽為是美國披薩

的始祖，同時創造了紐約風格的披薩，號稱是全紐約最好、最美味的披薩。這裡最有名的是蛤蠣披薩派(Clam
Pie)，許多人是為了這個招牌披薩而來。在小義大利區建議您來嚐嚐這紐約最好吃的 Pizza，但務必要早一點
來排隊喔！
餐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FAIRBRIDGE 或 WYNDHAM GARDEN 或 APA HOTEL WOODBRIDGE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紐約(911 世貿遺址、世界貿易中心、帝國大廈、高架鐵道公園、雀兒喜市場、中央
公園、聖派翠克大教堂、洛克斐勒中心、第五大道、時代廣場)
911 世貿遺址(911 Memorial)的地表上，各有一個方型紀念水池，從四周如瀑布一般引水緩緩流入中央，與刻
在四周牆上 2,982 位罹難者的姓名，令人深思。在此您可看到紐約最新地標～世界貿易中心(One World Trade
Center)，位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紐約市曼哈頓區恐怖攻擊事件遺址區。在此您可遠眺紐約的另一標誌～帝國
大廈，《西雅圖夜未眠》、《大金剛》等熱門電影都在這裡拍攝。
2009 年六月才開放的高架鐵道公園(High Line Park)成為紐約市民最新休閒去處之ㄧ。位於曼哈頓西邊，是一座
保持簡單，鮮明的原始之美的綠色空中長廊公園，公園的設計規劃中刻意保留了原始鐵道上的鐵軌及枕木，
鬱鬱蔥蔥的灌木，蘆葦草和水彩色調的鮮花環繞著銹紅色軌道，搭配出一種刻意的自然。順著蜿蜒的路徑走，
處處可見精心設計的木製休閒座椅，或躺或坐，讓來此放鬆漫行的市民隨時可停留休憩片刻。
雀兒喜市場：完全顛覆了傳統市場給人的刻板印象，不僅在空間設計上保存了歷史文化，也實現了現代設計
的創意巧思，而且在這裡，無論是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應有盡有，一應俱全。雀兒喜市場裡面的商店
都是人氣一等一的，例如早午餐的霸主 Sarabeth's、號稱紐約最好吃的麵包 Amy's Bread、餅乾遠近馳名的 Eleni's
Cookies、不可錯過 Fat Witch 的布朗尼....，還有最受遊客歡迎的 The Lobster Place，新鮮又便宜的大龍蝦值得
您來細細品嚐！註：今日午餐自理，建議您可於雀兒喜市場自費享用。
【美食推薦】建議自費享用：雀兒喜市場的超人氣餐廳～The Lobster Place
雀兒喜市場各式美食應有盡有，特別推薦 The Lobster Place，讓您品嘗現蒸龍蝦 ，那種美味會讓人一輩子都
忘不了！The Lobster Place 是個年近 30 的海鮮專賣老店，提供新鮮的魚類，螃蟹，生蠔，壽司以及招牌龍蝦，
但龍蝦的新鮮美味最贏得旅人的青睞，也是讓許多遊客再三回味、念念不忘。
中央公園：號稱《紐約後花園》
，不只是紐約市民的休閑地，更是世界各地旅遊者喜愛的旅遊勝地。中央公園
坐落在摩天大樓聳立的曼哈頓正中，南北長 4 公裏，東西寬 800 米，占地面積達 340 萬平方米。園內有茂密
的樹林、湖泊和草坪、農場和牧場，是紐約最大的都市公園，也是紐約第一個完全以園林學為設計準則建立
的公園。
聖派翠克大教堂：紐約最大、最華麗的教堂，位在第五大道上，和洛克斐勒中心的亞特拉斯大力神雕像相對
而望。在一片摩天高樓的環伺下，這棟古老哥德式建築的大教堂依舊站穩在紐約最繁華的第五大道上。
洛克斐勒中心：20 世紀最偉大的都市計劃之一，除了傲人的高度以外，這座由 19 棟建築圍塑出來的活動區
域，對於公共空間的運用也開啟了城市規劃的新風貌，完整的商場與辦公大樓讓中城繼華爾街之後，成為紐
約第二個市中心；而位於下層廣場上那座橫躺的金黃色神祇－希臘英雄普羅米休斯雕塑，是洛克斐勒中心的
著名標誌。
第五大道：紐約聚集著高級精品名店、世界知名的流行地標，這裡的建築物都是紐約曼哈頓的菁華，每一個
店家或大樓都以旗艦店的方式呈現再第五大道兩側，具有指標性的效應。即使買不起，也可以在此感受到紐
約的魅力，這就是紐約。
時代廣場：又被稱為《世界十字路口》
，位於曼哈頓境內的中心地帶，附近盡集聚了戲劇院、音樂廳、電影院、
特色餐廳酒吧，以及五花八門的商店，是紐約的娛樂、藝術、商業區域，這裡也是一個人們喜愛相約、聚集、
等待，和慶祝大事的地方。時代廣場的街道上充斥著誇張炫麗、造型奇特的電子廣告招牌、數位牆，還有令
人目不暇給、變化萬千的霓虹燈飾，總是讓來紐約旅遊的觀光客驚呼連連、眼花撩亂！
晚餐安排於紐約連鎖 Dallas BBQ 餐廳享用道地的美式碳烤豬肋排+烤雞。
【美食安排～Dallas BBQ 美式碳烤豬肋排+烤雞】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 美式碳烤豬肋排+烤雞

住宿 : 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FAIRBRIDGE 或 WYNDHAM GARDEN 或 APA HOTEL WOODBRIDGE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紐約(全日自由活動：建議您可自費參加博物館深度一日遊 或可自費市區專車接送)
今日全日自由活動。建議您可自費參加博物館深度一日遊或您可自費市區專車接送。
建議您可自費($100 美金)展開一趟文化饗宴～博物館深度之旅：首先前往被喻為《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
大都會博物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是美國最大的博物館，也是與大英博物館及巴黎羅浮宮齊名的世界三大
博物館之一，已經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它座落在紐約市中心第五大道與東邊第八十街之間，由於靠近中央
公園，所以它的四周全是樹林，無形中使它增添了一種非常不平凡的氣質。
無畏號航空母艦博物館，主要服役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後因民間捐款投資保留便轉為博物館，供民眾參
觀了解海軍及空軍歷史。此博物館展示了美軍經典的各式戰機，空軍迷的您絕對不可錯過。登上甲板上欣賞
並找尋適合的角度拍照並納入紐約的天際線。還可參觀航母控制中心、塔台視野及艦長室。體驗電影當中的
拍攝場景。
註：自費$100 美金，包含大都會博物館門票及無畏號博物館、整天車資、領隊及司機費用。(16 人以上方可
成行)
或是您也可自費參加市區專車來回接送($50 美金)，專車接送至曼哈頓潮流聚集的第五大道，不無論是逛街，
用餐，或搭乘地鐵前往曼哈頓其他地區都很方便。(16 人以上方可成行)
晚餐 : 自由活動,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自由活動,敬請自理
住宿 : Holiday Inn 或 RADISSON 或 APA HOTEL WOODBRIDGE 或 CROWNE PLAZA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紐約～名牌大賣場(Woodbury Premium Outlets)～機場
今日就來個瘋狂血拼之旅，當個 Shopping Queen 或 Shopping King 吧！
Woodbury Premium Outlets：位於紐約州的 Woodbury Premium Outlets，隸屬於雀兒喜精品集團(Chelsea
Premium)，是美國東岸最具規模的大型 OUTLET，旗下有超過 220 間的品牌進駐，都是高設計與高質感的一線
之選。Woodbury Premium Outlets 最迷人的地方便是一線精品相當齊全，BURBERRY、DIOR、GUCCI、PRADA、
FENDI、TOD'S...等應有盡有，220 家名店保證讓你看到眼酸，買到手軟。註：今日午餐自理，建議您可於 OUTLET
內自費享用。
【美食推薦】建議自費享用：排隊才吃得到的超美味漢堡～Shake Shack
Shake Shack 被 New York 雜誌評比為紐約最棒的漢堡，是任何作過功課的紐約遊客，必定要朝聖的熱狗店。在
紐約的中央車站，建議您一定要來品嚐這紐約爆好吃的漢堡。在加州一定要吃 In & Out，在紐約您當然不能錯
過 Shake Shack。
滿足完購物慾後，帶著滿滿的戰利品，傍晚驅車返回世界第一大城～紐約。晚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並為這美麗的回憶畫上句點。
晚餐 : 中式七菜一湯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機上

第六天 紐約／桃園
因為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彩的電影，更可以呼呼
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住宿 : 機上

第七天 桃園機場
其實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一年的辛勞都
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記得，再忙也要去旅行喔！好好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