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選瘋紐約~紐約帝國大廈．自由女神遊船．時代廣場
第五大道．蘇活時尚．OUTLET 購物 8 日
出發日期：

2019/2/19、23
3/5

現金優惠價：36999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帶您一次逛好逛滿【紐約大蘋果】★☆★
紐約～是那樣的隨處可見，經典的電影場景、瘋狂的夜生活、美式美食、聞名全球的百老匯歌劇、爵士樂的
發源地．．．等，絕對值得您一起來探索，再度重遊。

☆【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
大蘋果紐約的代名詞之一，根據康乃爾大約的研究人員指出，帝國大廈是世界上出鏡率最高的地標性建築。
也是許多電影愛好的場景，例如著名的電影『金剛』、『西雅圖夜未眠』、『波西傑克森-火神之賊』都是在
這裡取景的，這裡也是鳥瞰曼哈頓市景最漂亮的地方。
來紐約怎能不到帝國大廈，到帝國大廈怎能不上景觀台鳥瞰紐約曼哈頓，登上帝國大廈觀景台，從高空欣賞
紐約最著名的都市水泥叢林，北自紐約人最愛的洋基球場，南至自由女神、東看布魯克林區，西望《薩利機
長：哈德遜奇蹟》飛機迫降的哈德遜河，獨一無二的紐約曼哈頓在你眼下一覽無遺。
☆【時代廣場、洛克斐勒中心、第五大道、中央公園】紐約最精采的市區觀光。
☆【華爾街、證券交易所、聯邦國家紀念堂、三一教堂、金牛銅雕】世界最有名的金融中心。
☆【自由女神港灣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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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您搭乘特殊的觀光

交通遊覽遊船，讓你們一覽自由女神像的各個視角，一次看得夠。
☆【高架鐵道公園(HIGH LINE PARK)】紐約人最愛去的私房花園ＴＯＰ１景點。
☆【翠兒喜市場(CHELSEA MARKET)】紐約客絕對會造訪的時尚廚房。
☆【名牌購物大賣場(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號稱美國東部最大的名牌大賣場，讓你一次
逛到腿軟。
☆【蘇活區(SOHO)】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紐約雅痞，號稱世界級的精品店都在這。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CI012

台北(桃園)

紐約甘乃迪

17:30

19:15

回程

CI011

紐約甘乃迪

台北(桃園)

00:20

05:5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紐約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專人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全美第一大都會－紐約。抵達後專車接
往住宿旅館休息，調整時差，準備迎接即將展開的精彩的紐約之旅。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紐澤西 COUNTRY INN NJ 或 WATT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LUS FAIRFIELD INN

或同級

第二天 大蘋果之旅～南街海港、水上計程車、自由女神、砲台公園、布魯克林橋、金牛銅
雕、華爾街、證券交易所、聯邦國家紀念堂、三一教堂、翠兒喜、高架公園
今日展開一場《大蘋果之旅》。
今早前往 ●【南街海港】 搭乘 ★【自由女神遊船】 觀賞 ◆【自由女神像】
此為 1876 年美國獨立建國一百週年時，是由法國作為友好所贈與的紀念禮物，代表著自由以及民主。而所在
之自由島也因此而出名，自由女神身穿古羅馬戰袍，頭戴皇冠，頭冠上的七道光代表七大洲，右手高舉火炬，
左手則抱著「美國獨立宣言」，而在女神的戰袍下，腳踝上遺留著已被掙脫的鎖鏈，意味著民主及自由時代
來臨。堪稱是美國最著名的地標之一
途經 ●【砲台公園】 、著名的 ●【金牛銅雕】、世界金融中心－ ●【華爾街】以及 ●【證券交易中心】
途經●砲台公園、著名的●金牛銅雕、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以及●證券交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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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前往
●聯邦國家紀念堂，1789 年紐約曾為美國的首都時，美國國父華盛頓就是在此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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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兒喜(Chelsea)，主要位於西村(West Village)這一帶，就區域而言，範圍雖不算大，但聚集了 2 百多家的藝
廊，主要集中在第 10 大道與第 11 大道間，從 17 街到 26 街，讓你花上一整天的時間也逛不完，比起光芒絢
爛的蘇活區而言，雀兒喜的畫廊更新潮，展出的作品都非常的超現實與另類，對於喜愛前衛藝術的人來說，
是另一個心靈尋寶勝地。
●HIGHLINE PARK 高架公園是現在的紐約人最愛的地方之一。過去運送肉品的高架鐵道，是如何搖身一變成為
簡單鮮明的綠色空中長廊，公園穿過紐約高聳的建築，對比鮮明。這裡就像是曼哈頓裡的一品清茶，輕鬆恬
靜。遠看哈德遜河景，讓人的心情都放鬆了。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 : 紐澤西 COUNTRY INN NJ 或 WATT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LUS FAIRFIELD INN

或同級

第三天 現代與流行之旅～帝國大廈、聯合國、公共圖書館、中央車站、中央公園、第五大
道、洛克斐勒中心、聖派翠克大教堂、時代廣場
今日展開一場『現代與流行之旅』：
★帝國大廈，是紐約的另一標誌，《西雅圖夜未眠》、《大金剛》等熱門電影都在這裡拍攝。在這棟大樓取
景的電影超過 100 部以上，它的名氣每年可以吸引將近 400 萬遊客，前來此地溫習扣人心弦的劇情畫面。在
20 至 30 年紐約摩天大樓狂飆的時代中，一度奪下「天下第一高」的頭銜，現在雖然已經拱手讓位，樓高達
381 公尺的身軀仍是十分耀眼奪目。
●聯合國總部大樓，是位於東河畔最耀眼的建築。有各國贈送以和平為主題的紀念物。
◆公共圖書館(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是美國最大的市立圖書館，被公認為世界五大著名公共圖書館之
一。因為電影《明天過後》及電視影集《慾望城市》都曾在此拍攝過，所以紐約公共圖書館變成到紐約務必
造訪的景點之一。
●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 Station)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車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空間，列車 500 個班次列車
進出及五、六十萬人出入使用，更使它成為世界最繁忙的建築空間。中央車站除了是紐約市最大的地鐵中心
樞紐之外，它更是紐約的重要歷史地標，雖然經過歲月的洗禮，看起來已經有些陳舊，但依然不失作為紐約
歷史的重要標誌，吸引著大批遊客前來參觀。
●中央公園號稱《紐約後花園》，位置在紐約市中心，介於第五十九街和第一百一十街間，隔百老匯街與赫
德遜河平行綿延，是曼哈頓島上唯一的大公園，長兩哩半，寬約半哩，呈長方形，有八百四十英畝峰巒起伏
的丘陵，幅員綿瓦的草地和枝茂葉盛的森林。看似天然的公園，其景觀實際上經過精心營造：內有數個人工
湖、漫長的步行徑、兩個滑冰場、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多處草地供各種體育愛好者使用，以及兒童遊樂場。
●第五大道，世界知名的流行地標之一。道路兩旁聚集著高級精品名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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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指標性的效應。
●洛克斐勒中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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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派翠克大教堂，是紐約最大、最華麗的教堂，位在第五大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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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前往世界馳名的●時代廣場，又稱為「世界十字路口，位於曼哈頓市的心臟地帶，附近聚集了近四十家
百老匯歌舞秀劇院，加上多間大型電影院，每天都吸引逾萬人前來欣賞，是繁盛的娛樂及購物中心。自 1904
年開始，紐約時報辦公室搬進這區後，便命名此區為「時代廣場」，當日是除夕，晚上有燃放煙花活動。此
後，每年都有午夜倒數計時儀式，使這一帶聚集數以萬計的民眾，共同參與此盛會。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 紐約牛排餐
住宿 : 紐澤西 COUNTRY INN NJ 或 WATT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LUS FAIRFIELD INN

或同級

第四天 另類之旅～格林威治村、東村、華盛頓廣場、紐約大學、蘇活區、小義大利區
今日展開一場『另類之旅』：
●格林威治村，十九世紀連棟式的住宅和大樹林立的街道，充滿的波西米亞風，使得此村散發著大城市中難
得的小鎮風味，此區也是紐約人文藝術的重鎮。知名影集 SEX AND THE CITY 慾望城市的女主角凱莉在片中的
家也是在這裡唷。
●東村是美國龐克搖滾樂發源地，走在東村的街道，到處可見髮色繽紛，臉上鼻環，耳環都環環相扣的龐克
族和波西米亞族，年輕野性，特立獨行，正是東村最好的寫照。
●華盛頓廣場，位於格林威治村與東村之間，廣場上最醒目的是大理石拱門，建於 1889 年，為美國國父喬治
華盛頓宣誓就職 100 年紀念。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簡稱 NYU)於 1831 年成立，大部分的校舍集中於曼哈頓下城具有歷史色彩的
華盛頓廣場附近，沒有一整體的校園和圍牆，而是分散的建築，建築上會有紫色旗幟寫著 NYU 或繪有紐約大

學的校徵(一把火炬)。紐約大學也是美國最大的私立大學，以藝術學院及電影學院最著名，國際知名導演李安
就是畢業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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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有一條街，卻有著與四周截然不同的風情。從許多讓人眼花繚亂，擺滿戶外桌椅的義
式餐廳，到義大利美國博物館。充滿義式風情的街頭酒吧、咖啡館、冰淇淋店等個性小店，和一旁的蘇活區，
一起成為遊客逛紐約不可不來的一站。
今日用完餐後，準備搭機返台。
晚餐 :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COUNTRY INN NJ 或 WATT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LUS FAIRFIELD INN

或同級

第五天 自由活動【或自費參加建議行程：紐約曼哈頓專車巴士接送(50 美金)】
今日自由活動，或您可自行前往探親訪友。或是您可自費曼哈頓專車之旅。
我們將專車接送至曼哈頓朝流聚集的洛克斐勒中心。不無論是逛街，用餐，或搭乘地鐵前往曼哈頓其他地區，
或是前往藝術博物館都十分方便。 ☑紐約地鐵相關資訊 請點此進
紐約市區漫遊建議路線：
☑搭乘羅斯福空中纜車（Roosevelt Island Tramway）：是一條橫跨紐約市東河，連接曼哈頓島和羅斯福島的
纜車系統，自曼哈頓至島上約 5 分鐘可到達。抵達後可前往羅斯福四大自由公園（FDR Four Freedoms Park），
1973 年紐約市政府為了紀念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及其所表彰的自由價值，選定羅斯福島南部建造了這座公
園，從公園看回曼哈頓，又是另外一番景緻《票價：單程 2.75，來回 5.5》。
☑品嘗紐約知名蛋糕店～LADY M：乘坐完纜車後，可前往 The Plaza 享用來自紐約的 LADY M 蛋糕，蛋糕店位
於飯店Ｂ1 美食街，The Plaza 曾是許多知名電視及電影的拍攝場景，也是政商名流，明星們到紐約指名入住
的飯店喔!許多電影《慾望城市》《小鬼當家》《新娘大作戰》《Gossip Girl》也都曾在這取景。
☑藍瓶子咖啡 Blue Bottle Coffee：有咖啡界的 Apple 稱號，藍青色 logo 瓶子印在卡其色的外帶紙杯上，走在
街道上，儼然是一種時尚配件。咖啡講求的不只是外表，現場煎焙、手沖的咖啡，常常吸引著長長的排隊人
潮，這杯「有靈魂的咖啡」，也值得您在紐約的旅程中，一探究竟。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紐澤西 COUNTRY INN NJ 或 WATT HOTEL 或 BEST WESTERN PLUS FAIRFIELD INN

或同級

第六天 名牌購物之旅～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
今日準備好摩拳擦掌，前往全世界觀光客最愛前往的 OUTLET 大賣場展開一場名牌服飾的瞎拼之旅。
◎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是美國東岸最大的 OUTLET，也是許多人心中到紐約必去的購物點。大
約有 220 家名店聚集在此，如 COACH 、DOLCE & GABBANA、 ESCADA 、FENDI、 GAP 、GIORGIO ARMANI 、
POLO RALPH LAUREN 、TOD`S 等，除了服飾之外，還有手錶、家具、碗盤各式各樣的東西一定讓你看到眼酸，
買到手軟。
※貼心小提醒：出發前記得先上網做好萬全的準備，才能買的盡興喲！→ ☑OUTLETS 品牌一覽表
《美食推薦：Shake Shack》
問問到過紐約的遊客，有什麼必吃的美食，Shake Shack 絕對是榜上有名，曾被雜誌評比為紐約最棒的漢堡。
逛街逛累了，可以一訪 Shake Shack，品嘗美味的漢堡，千萬別錯過！
晚餐 : 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七天 紐約／桃園
於今日凌晨登機準備返回台北，您可於回程的航機上享受殷勤的餐食服務與空中娛樂服務，航機越過國際換
日線於次日清晨抵達國門。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機上餐食
住宿 : 夜宿機上

第八天 台北
航班於今日返抵國門。在八天的旅途中，留下太多美好的回憶，意猶未盡的您，別忘了好好規劃下一趟旅遊。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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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