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纽约百慕大邮轮+特色纽约市区游 9天 8晚 

团号：NYU9A 

发团时间：4 月-9月 每星期六 

U百慕大简介：U百慕大距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917公里，北大西洋西部岛群，百慕大群岛由 7个主岛及 150余个

绿松石岛屿和礁群组成。是世界最北面的珊瑚岛群之一。气候温和宜人，拥有世界著名的粉红色沙滩，享受大
西洋沿岸温暖的海域。 
 

路线：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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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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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国王码头 Royal Naval Dockyard（自費上岸观光） 
国王码头 Kings Wharf Bermuda 位于百慕大，是英联邦成员国当中的小兄弟。在国
王码头，可以看到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那大块灰色条石建造的房子，庄重厚实。两
百多年前的炮 台，钟楼和英国人的监狱，静静地矗立在百慕大一尘不染的蓝天白云
下，好像在无言地诉说两个世纪前大英帝国的威严和奴隸制度的斑斑血泪。 
国王的码头是当地著名的美丽景点。海鲜丰富，是典型的海岛饮食。在这里您可以
尽情地逛商店和皇家海军船坞，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要塞博物馆於 1815 年 建
成。您还可以找到在百慕大艺术中心和宝石工艺品市场去淘你喜欢的宝贝。如果这
还不够，浮潜公园和水上运动的冒险活动设施将是你释放激情的好地方。 
推荐行程： 
*Horseshoe Bay (pink beach) 
马蹄湾海滩被评为“最性感的海滩”度假圣地。这个海滩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滩十大海滩之
一。延生好几里的白色细沙滩上聚集着许多的游人，其以拥有一段马蹄形粉红色沙滩而闻
名，设施齐全，比岛上任何小岛都充满了人气。在旺季（五月至十月）是参观海滩，游泳和
日光浴是最佳时间。粉红海滩长约三英里，水清沙幼。真正的粉色沙砾是其最大特点。海滩
沿岸有由 25 座色彩斑斓的小别墅组成的豪华度假地。这里还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潜水胜地。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六天 
 

国王码头 Royal Naval Dockyard（自費上岸观光） 
推荐行程： 
Crystal Caves  
百慕大岛上难得的一处壮观的在大自然妙斧神功之下雕刻成的石灰岩水晶洞穴，形成了千姿
百态的钟乳石，石笋和水晶般清澈的湖泊。中午到百慕大的首都汉密尔顿，品尝当地美食。
午餐后游览汉密尔顿和圣乔治的老城区。 
Hamilton 
百慕大的首都城市是亨利汉密尔顿爵士从 1786 年到 1793 年期间成为这里的总督后被命名
的，这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拥有丰富多彩的建筑特色和各种购物场所 
War Memorial  

纪念 1914-1918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荣誉，自由，生命的战士所立的碑墓。 
City Hall & Arts Centre  
市政厅是一座美丽的建筑，一个不寻常的风向标“时钟塔”。位置在汽车站附近。楼层中的
壁画蜿蜒而上，盘旋在楼梯边上重述着百慕大的整个历史。每个图标，建筑都代表着一段历
史记录着每段历史的发展。 
Supreme Court 
百慕大最高法院 
Gibb’s Hill Lighthouse  
由皇家工程师在 1844所建，吉布斯山灯塔据说是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铸铁灯塔之一，它首先
于 1846年 5 月一日起使用，使用煤油闪现其光， 40英里以外的船只可以看到。吉布斯山灯
塔离海平线只有 354英尺（108米）。在 1964年前大部灯塔光都是由人手来操作的，当年 6
月，整个系统升级为自动化运行。1985年有六十万人登上灯塔，到现在它依然是一个热门的
旅游景点。 
St. George 

圣乔治的老城区是百慕大的第一个首都城市和圣彼得教堂的所在，也是在西半球最古老的还
在使用中的教堂，以及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漂亮的城镇广场。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七天 
 

国王码头 Royal Naval Dockyard（自費上岸观光） 
今天你可以自由活动，国王的码头是当地著名的美丽景点。海鲜丰富，是典型的海
岛饮食。在这里您可以尽情地逛商店和皇家海军船坞。如果这还不够，浮潜公园和
水上运动的冒险活动设施将是你释放激情的好地方。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八天 欢乐海上遊 At Sea  
邮轮上的活动您都一一体验过了吗？水上乐园的海上最快的自由滑道，运动综合场
上可以延伸至船外 8 英尺的独木桥“The Plank”.或者到屡获殊荣的 Casinos at 
Sea娱乐场试试手气。如此多的刺激和乐趣，您一定会欲罢不能。  

住宿：邮轮  用餐：早，午，晚 

第九天 
早上回港 

回到紐約 New York 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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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