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纽约东加勒比邮轮+特色纽约市区游 12 天 11 晚 

 
团号：NYEC12A    Norwegian Gem (珠宝号) 

U加勒比海简介 U:加勒比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是大西洋的附属海。由于这里的独
特地形和气候，加勒比海区分布着许多的珊瑚礁。这里盛产金枪鱼，海龟，沙丁鱼，
龙虾等丰富热带鱼类。这里也是交通，贸易航线的必经区域。加勒比海的沿岸国有

20个，各地区的民族文化都独具特色，搭乘邮轮来到这里是度假的不二之选。 

出团日期 
2017：   
11 月 10 
12 月 1 
 
2018： 
 1 月 2, 12 
 2 月 2, 23 
 
路线： 

 

行程介绍： 

第一天 
 

抵达纽约 New York （第一日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您的航班抵达

时间为准） 
9:00抵达纽约，国内航班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等侯 (除 JFK七号航站楼旅

客在出口处等待外) ，国际航班在乘客出口处等候，与导遊会合后，带到
集合点集中， 3PM 前到达 JFK和 LGA 集合点的团友-免费加送特色游，深
入游览纽约亚裔居民生活区。EWR 没有特色游。接機後回酒店休息，或自
費($10/人)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物。 

10:00抵达景点：法拉盛特色游， 
活动时间：根据您的航班抵达时间为准。 
特色游介绍：特色游览-法拉盛-纽约大苹果文化缩影。 

游客抵达法拉盛后，将免费寄存行李。我们将根据游客数量，分时段由导

遊带领您畅遊法拉盛皇后区：集购物，休闲，美食，文化于一体的亚裔生
活中心。如： 

法拉盛地铁站（MAIN STREET STATION）： 
第一条紐約地下铁路(NYC Subway)，于 1907年建成通车。现在的紐約地铁
线路总共有 31条，总长 443.2 千米，设车站 504座，居世界首位，特点是



24 小时运营，是美国紐約市的快速大众交通系统，也是全球最错综复杂，
且历史悠久的公共地下铁路系统之一。 

皇后区图书馆（QUEENS LIBRARY）： 
紐約市皇后区的公共图书馆，也是紐約市的三个独立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之
一。 
皇后图书馆成立于 1858年的法拉盛，总共有 63个分馆。图书馆服务约
220万的 
移民人口，所以有很大部分的藏书并不是英文书籍，是紐約移民文化的缩

影。 

天景豪苑（SKYVIEW）： 
法拉盛新最大购物中心，有各大知名卖场入住。如美国第一家提出打折概
念的 
Target, 以及北美地区经营消费类电子产品、个人电脑、娱乐软件和电器
产品的 
第一大零售商家 BEST BUY，以折扣名品服饰等著称的全国连锁店
Marshalls, 和 
天天特价的华人超市。之后您将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参观代表紐約
文化的各大商场（如 MACYS,OLD NAVY, MODELL’S），各种珍贵珠宝水晶
（如恒生珠宝，施华洛世奇），知名的药业集团（如 GNC, 华丰药业）或
是新世界美食广场品尝各种美食（如台北小圆环，小肥羊火锅），并选购
高性价比的手信礼品，包括花旗参，美国果仁特产，保健品，Zippo 打火
机，名牌香水，化妆品，手表，饰品等，还有名牌折扣商场，电子产品大
卖场，等百货商场。  
 

特色游结束后，我们将根据当日遊客数量，和您航班抵达的时间，安排您
回酒店休息。5:00 PM 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将有机会参加纽约市区的自费
夜游。    

晚上自費夜游 美金$25/人 。 
 
夜游行程： 
17:30  夜遊出发 
19:00  洛克菲勒中心；约 15 分钟 
洛克菲勒中心是一个包括十九幢大楼、占地二十二英亩的建筑群。全国电
视节目播送基地大都在这儿，国际许多公司的总部也设在这儿。 
19:45  时代广场 ；约 45分钟 
如果你不在晚上的时代广场走一下，根本无法体会到真正的紐約，此情此
景，你会感触良多。无数的霓虹灯，把你的心情带到最高处。讓你領會到
紐約這座不夜城的真正魅力。 
21:00  曼哈顿全景；约 15分钟 
我们会前往哈德逊河的对岸，在新泽西的公园欣赏美麗的曼哈頓全景。 

21:30  回往酒店休息。 
住宿：
Sheraton/Hilton/Doubletree/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Courtyard/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or 同级 

用餐：自理 

第二天 
下午起航 

曼哈頓码头登船 New York Pier  
请根据船票上的时间提前 4个小时抵达码头开始办理登船手续。登
船后就可以开始享受邮轮公司提供的免费自助餐和娱乐设施。 
温馨提示：建议客人中午 12:00前到达码头，搭乘航班的客人请安排



11:00am前的飞抵的航班，码头离机场 45分钟 

住宿：邮轮 用餐：午，晚 

第三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邮轮上有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及店铺：剧院，酒吧，雪茄俱乐部，游
泳池，健身房，赌场，儿童乐园，美容院，图书馆，迷你高尔夫球
场，教堂，免税店等等。及目蓝天大海，品饮美酒香茶，感受清新
的海风，欣赏旖旎的海景，正是此行的享受。邮轮上还精心安排了
大型百老汇歌舞表演节目，让您尽享顶级娱乐体验。免费餐厅包括
三间主餐厅，一个自助餐厅及多种休闲咖啡厅，烧烤餐厅和快餐餐
厅。各个主餐厅提供每日变更的菜单，厨师招牌菜肴和精选红酒推
荐，让每位客人体验到不同寻常的美食之旅。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四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先进的邮轮娱乐设施将使您感到其乐无穷。您可以参与标准篮球场，排球
场或乒乓球桌上的竞技，也可以在溜冰场展示风采，参加直排轮滑运动，
到 9 洞迷你高尔夫球场练习挥杆。或攀上高度超过 60 米的岩壁，将美景尽
收眼底….游轮上为您精心安排的节目，更让您不虚此行。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五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这么多的船上娱乐活动不防再玩多一天吧。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六天 
 

圣胡安 San Juan,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自費上岸观光） 
波多黎各是东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岛屿之一，波多黎各的景观包括高
山，地下洞穴，珊瑚礁，白沙滩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热带雨
林。圣胡安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繁华的度假村和赌场。 
圣胡安（西班牙语：San Juan）是美国自治领地波多黎各的首府和
最大城市，根据美国 200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该城人口为 43.4 万
（2003年），是美国管辖的第 42大城市波多黎各首府，经济、文
化中心。它位于波多黎各岛东北岸，圣胡安湾内，是岛上最大的港
口。多古老建筑，以圣何塞教堂（1532 年）、莫罗城堡（1539
年）、拉福尔塔莱萨宫（1533 年）、圣胡安大教堂（1540年）最著
名。有波多黎各大学等高等学校，多博物馆。旅游业甚盛。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七天 圣托马斯 St Thomas, 美属维京群岛 U.S. Virgin Islands（自費
上岸观光） 
圣托马斯被称为一个田园诗般的度假胜地，这个世界著名的加勒比
小岛有惊人的沙滩，大海和美丽的风景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免稅购
物。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八天 菲利普斯堡 Philipsburg, St Maarten（自費上岸观光） 
游轮抵达菲利浦堡港。在此地您可以同时欣赏到两个不同国家所呈
现的优美风景和文化，让您永难忘怀。对于热爱阳光的人，这里有
众多美丽的沙滩可供享受。您也可以选择参观圣马丁动物园，您可
看到独有的加勒比海品种。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九天 
 

托托拉岛 Tortola, 英属维京群岛 British Virgin Islands（自費
上岸观光） 
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本人在 1493 年发现的，这种异国情调，宁静
的海岛是红木和白色的沙滩的家园。该地区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
的徒步旅行，扩展 1780 英尺了塞奇山。在此处可以观赏到托托拉岛
的壮丽景。 

住宿：邮轮  用餐：早 

第十天 欢乐海上游 
尽情享受邮轮上的精彩节目和娱乐活动吧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十一天 欢乐海上游 
这里的赌场也是打发时间的好去处， 小赌怡情一下吧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十二天 
早上回港 

回到紐約 New York Pier 8:00am 
清晨，在享用过丰富的早餐后， 收拾好行李，我们将挥手告别给您带来无
限美好回忆的邮轮之旅，开始特色纽约一日游行程：（景点顺序会因天
气，政治，交通，人数和季节变化稍作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9:15  导游会与您在码头见面   
9:30  华尔街 ，世贸大厦；约 40分钟 
华尔街差不多已成了紐約金融区的同义语，这里呈现的是极其繁忙的生活
节奏和紧张的工作氛围。参观恐怖袭击中毁於一旦的原世贸大厦遗址。缅
怀已经逝去的人，展望正在重建的工程。 

10:00    帝国大厦 (入内参观)；约 60分钟 

帝国大厦作为紐約地标建筑，包括电视天线塔在内高度达 443.18米，是装

饰派艺术建造的办公大楼，于 1931年建成。参观者在第 86 层 (最佳观景
台)，俯瞰全城。 
12:00  大无畏号航空母舰 (入内参观 )；约 90分钟(含午餐时间) 
位于哈德逊河畔，主要用于安放美国退役的海军战舰、空军战机等军事装
备。 
致力展示二战时期与美国军事相关的历史、科学和服务，已成为国家历史
地标。 
14:30  大都会博物馆博物馆 (入内参观)；约 90 分钟 
展出自古代文明至当代的艺术作品，其中有成千上百件世界文明的杰作。 



16:00  时代广场；全程约 30 分钟 
这里是美国紐約市曼哈顿的心脏地带，又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行程
途径：洛克菲勒中心位于曼哈顿中城，是一个由 19栋大楼组成的建筑群。
联合国总部位于紐約曼哈顿东河，包括秘书处大楼、会议厅大楼、大会
厅。第五大道位于曼哈顿岛中心地带，已成为紐約的商业中心、居住中

心、文化中心、购物中心和旅遊中心。 
16:30  送往机场，返回家园。（送纽约三大机场，请预定 7：30pm后航
班） 
 

无住宿 用餐：早 

温馨提示及参团须知： 

 

◎团费包含：接机，送机，酒店，车费，邮轮船费，政府稅及码头税。 

 

◎团费不包含：护照及签证费，导游小费（$8/人/天）；机票，全程餐费（赠送除外）；a) 旅游保险，酒店

行李服务，旅馆保险箱费用，出入境个人物品海关征税，超重行李的托运费，保管费，酒店内洗衣、理发、电

话、传真、收费电视、饮品、烟酒等一切私人消费； 

b) 司机导游及交通工具超时工作费用；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

可抗力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机票加税费以及起始地到出发机场往返交通费； 

c) 全程单间差，旅途中的自费项目，邮轮公司收取的服务费$13.99/人/天，邮轮上参加的岸上游费用。 

  

◎ 导游（邮轮上不提供随团导游） 

 

◎特殊假期，费用可能会调整，请以本公司业务人员最后确认报价为准。此行程需要在下单前做价格的二次确

认。 

 

◎取消行程费用：出发前 30 天内（包括第 30 天）收取全额团费; 机票取消规则参照航空公司规定。 
 



◎本行程乃按一般旅游状况而定，本公司有权依特殊状况而改变行程价格或其他条件，恕不作另行通知 价格

以定票时间为準。 

 

◎行程中如发生意外以导致伤亡或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铁路等运营机构所规定之条例，

作为解决依据，概与本公司无涉。 

 

◎本公司强力推荐客人在外旅游阶段购买旅游保险。 

 

◎邮轮前客人需要提前 4个小时抵达码头， 邮轮结束后请预定 19:30PM以后航班（国内），21:30PM以后航

班（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