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士頓出發紐約華盛頓特區三日遊 
 

參團信息： 

團號 BND3 

出發日期 
週一，週五（1 月 1 日 – 10 月 31 日）； 

周五 （11 月 1 日 – 12 月 31 日） 

售價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188/人 free $158 $258 

行程特色          

1. 美国文化历史之旅，造访美国曾经与现任首都 

2. 登上费城之巅：费城自由观光塔 

3. 免費入内参观国会山庄、与国会图书馆、最高法院拍照留念 

4. 独家波多马克河首都游船，饱览华盛顿全景 

5. 登頂帝國之州標誌 – 世貿大廈，俯瞰曼哈頓全景 

 

 

上车地点和时间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地址 

6:30AM 昆西市 237 Quincy Ave, Quincy, MA 02169（龙凤大酒楼门口） 

7:10AM 波士頓唐人街 88 Beach St, Boston, MA 02111 （喜臨門餐廳） 

 

行程介绍 
 

第一天 
波士頓 – 費城 – 華盛頓特區 

参考酒店： Comfort Inn & Suites BWI Airport 或同級 

 

波士頓出發 → 費城 →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35 分鐘）→ 獨立宮（外觀）→ 自由鐘（外觀） → 費城自由觀

景台（自費，50 分鐘） 

 

 國家獨立歷史公園 



在國家獨立歷史公園裡，你可以看到綠樹環抱的獨立廣場，高高聳立的乳白色鐘塔，還有著站立在草坪

上開國群英的銅像，這裡的整體氛圍使人感到莊嚴肅穆。 

 

 獨立宮 

獨立宮位於費城城區，是一座兩層舊式紅磚樓房，乳白色的門窗和乳白色的尖塔，正屋和塔樓之間鑲嵌

著一座大時鐘。就是在這座樸實無華的樓房裡，誕生了《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還曾是美國獨立戰爭

的指揮中心，故而成為美國歷史文物建築，被命名為“獨立宮”。可以稱之為“美國誕生的地方”。 

 

 自由鐘 

費城獨立宮外的草坪西面矗立著一座小紀念館，舉世聞名的自由鐘就安放在其中。它是費城市的象徵，

更是美國自由精神的象徵，也是美國人的驕傲。自由鐘在美國歷史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費城自由觀景台 

"費城自由觀景台位於費城的市中心地帶。上升到 57 層樓的高度, 站在美國歷史搖籃之巔。以 360 度

的視角來盡情探索觀看城市和郊區全景。遠眺費城的市政廳，賓州創建者威廉潘恩的凋像屹立在頂端，

彷佛訴說著貴格教建市的終極理想——兄弟有愛之城。 

 

第二天 
華盛頓特區 – 紐約  

参考酒店：Days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by Wyndham East Brunswick 或同級 

 



夏季行程 

華盛頓特區 → 國會大廈（免費入內參觀，90 分鐘）→首都觀光遊船（自費，45 分鐘）→ 白宮（外觀，

20 分鐘）→ 林肯紀念堂、朝鮮戰爭紀念碑、越戰紀念碑（40 分鐘）→ 紐約夜遊（自費，$35/人，四人

成團） 

 

冬季行程 

華盛頓特區 → 國會大廈（免費入內參觀，90 分鐘）→ 間諜博物館（自費，60 分鐘）→ 白宮（外觀，

20 分鐘）→ 林肯紀念堂、朝鮮戰爭紀念碑、越戰紀念碑（40 分鐘）→ 紐約夜遊（自費，$35/人，四人

成團） 

 

備註： 

1. 行程中會途徑傑弗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美國農業部，教育部等。 

2. 如遇節假日或特殊情況國會大廈關閉將改為外觀。國會大廈入內參觀：全年星期一到星期六開

放，星期日關閉。其他已知將會關閉的日期：美國感恩節（11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聖誕節

（12 月 25 日），新年元旦（1 月 1 日），美國總統就職典禮日。 

3. 紐約夜遊視當日交通和天氣情況而定。如遇取消將退還夜遊費用。 

 

 國會大廈 

美國國會大廈是美國國會所在地，1793 年 9 月 18 日由華盛頓總統親自奠基，不僅是美國三權分立的立法

機構—眾參兩院的辦公大樓，更是美國民有、民治、民享政權的最高民主象徵，彰顯了美利堅合眾國“合

眾為一”的立國之本。 

 

 首都觀光遊船 

沿著東波多馬克河岸觀賞華盛頓著名地標， 如:甘迺迪中心，水門，華盛頓紀念碑，美國國會大廈，傑佛遜

紀念堂等。華盛頓遊船是讓你放鬆並且欣賞這個城市的一種很好的途徑。 

 

 間諜博物館 

毗鄰美國 FBI 聯邦調查局，有這麼一座博物館，它和世界上最神秘的職業有關，它可以為你揭開很多疑惑，

展現給你一個真實的間諜世界，這就是國際間諜博物館。在此，你可以參觀到真實的間諜使用過的奇特物

品，比如口紅形狀的手槍和鞋底發報機，這裡有大大小小 6000 多件間諜展品，陳列著從 1775 年到伊拉克

戰爭以來的各色高科技諜報設備工具。 

 

 白宮 



白宮是歷任美國總統的辦公和居住之地，也是美國政府的代名詞，新古典建築風格的白色建築，滿足了首

任美國總統華盛頓對美國總統官邸的殷殷期望，寬敞、堅固、典雅，無需高大奢華，卻巍巍屹立，坐南朝

北注視著整個國家廣場，仿若注視著整個美國的發展壯大。 

 

 林肯紀念堂 

林肯紀念堂是一座通體潔白的古希臘神殿式建築，為紀念美國第 16 屆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而建，被視為美

國永恆的塑像和華盛頓的標誌。這裡也是追求和平民主的最著名集會地，馬丁·路德·金就在這裡發表了演說

《我有一個夢想》。於越戰，朝鮮戰爭紀念碑緬懷逝去的先烈;由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上刻著烈士的名字，

簡單而感人，朝鮮戰爭紀念碑上則描繪了戰爭的緊張和壯烈。 

 

 紐約夜遊 

我們首先前往洛克菲勒中心，然後停留在時代廣場，感受紐約夜晚的繁華，最後停留在紐約對岸的新澤西

觀景台，從哈德遜河另一側欣賞浪漫迷人的曼哈頓全景。 

 

 

第三天 
紐約市區游 – 波士頓 
 

 

行程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自費，60 分鐘）→ 無畏號航空母艦 （自費，90 分鐘）→ 時代廣場

（20 分鐘） →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自費，60 分鐘） → 帝國大廈（自費，70 分鐘）→ 聯

合國（外觀）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 

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位於美國紐約州紐約市哈德遜河口附近，是美國重要的觀光景點。對成千上萬個來美

國的移民來說，自由女神是擺脫舊世界的貧困和壓迫的保證，自由女神像成了美國的象徵。 

 

 無畏號航空母艦 

無畏號海、空暨太空博物館展出包括無畏號航空母艦、USS Growler 號潛水艇以及各種軍用戰鬥機、

武裝直升機、海岸保衛救援直升機、高射炮和魚雷。巨大的航母停靠在岸邊，成為哈德遜河邊的一道亮

麗風景 

 

 時代廣場 

是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一塊街區，又稱為“世界的十字路口”。因出色的景點、商店、酒店和娛樂場所

而聞名世界。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 

從托尼班尼特和夏奇拉到本傑明富蘭克林和瑪麗安托瓦內特，杜莎夫人蠟像館為遊客提供一個和歷史上

的著名人士還有現金當紅明星會面的機會。 

 

 帝國大廈 

總高度達 444 米的帝國大廈矗立於紐約市內的曼哈頓島，是紐約乃至整個美國的標誌和象徵。作為紐

約的地標性建築，帝國大廈以其獨特的景觀而聞名，遊客站在 86 層的觀景臺上可以看到曼哈頓的地平

線，領略紐約城 360 度的美景，一直以來都是世界各國遊客所嚮往的旅遊勝地。 

 

 聯合國 

位於紐約曼哈頓東河沿岸，包括秘書處大樓、會議廳大樓、大會廳和哈馬舍爾德圖書館 4 棟建築。其

中秘書處大樓位於中心，是聯合國總部的核心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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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包含行程中交通费用以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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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 
老人 

（65 岁+） 

儿童 

（3-12 岁） 

費城自由塔觀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14.50  $14.50  $9.50 (3-11) 

首都觀光遊船 

DC Sightseeing Cruise 
$26.00  $23.00  $18.00  

國際間諜博物館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21.95  $15.95  $14.95（7-11） 

紐約夜遊  

NYC Night Tour 
$35.00  $35.00  $25.00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無畏號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 (5-12)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New York  
$25.00  $25.00  $23.00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7.00  $35.00 (62+) 

$31.00 (6-12) 

Free(5&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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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