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東 7/8 日深度遊
成人/小童

嬰兒（兩歲以下）

7日

8日

一人房

CAD$1070 起

CAD$1290 起

全免（不佔座位）

雙人房

CAD$690 起

CAD$810 起

全免（不佔座位）

三人房

CAD$550 起

CAD$650 起

全免（不佔座位）

四人房

CAD$460 起

CAD$560 起

全免（不佔座位）

出發日期
七日團

八日團

5月19日—9月15日

星期五出發

6月16日—8月28日

星期五、日出發

5月19日—9月15日

星期五出發

6月19日—8月28日

星期六、日出發

行 程 亮 点：
* 乘搭豪華遊輪欣賞波士頓海港和品嚐波士頓龍蝦大餐
* 前往美國長青藤高學等府: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耶魯大學
* 參觀耗資 38 億美元的 911 世貿大樓原址(全新行程)
* 充裕時間讓您暢遊紐約曼哈頓及第五大道名店街
* 乘搭客輪觀看紐約市中心及自由女神島，洛克菲勒廣場觀景台
* 紐約城市觀光:航空母艦博物館、金融中心華爾街、聯合國總部大廈等等
* 暢遊美國華盛頓首都、白宮官邸、國會山莊、及華盛頓國家博物館
* 參觀著名華盛頓杜莎夫人蠟像館
* 前往世界聞名的鐘乳石洞
* 乘搭“霍恩布洛爾號”穿越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尼加拉大瀑布
* 參觀北美享負盛名的葡萄酒產區著名釀酒廠
* 多倫多市深度遊 (只限 8 日團)

DAY 1: 出發地 -多倫多
是日，團友乘搭飛機抵達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多倫多素有金融中心之美稱。團友抵達後可探訪親友，或自
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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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多倫多 — 波士頓
迎著清新的晨風，從多倫多乘坐豪華巨無霸旅遊巴士出發，途經景色迷人的紐約上州風景區，前往美國文化中心
古城波士頓。該市為麻省首府，亦被稱為“自由的搖籃”。城內商業繁榮，新舊建築物相輝映，令您目不暇給，
不難想象 19 世紀中期波士頓市雍容華貴的風韻。傍晚，著名精品和品牌時裝匯集的昆西市場絕對是造訪波士頓
必經之處,讓您享用各地美食及名店購物。夜宿豪華大酒店。

DAY 3: 波士頓 –哈佛 – 麻省理工 – 紐黑文 – 耶魯大學 –紐約
晨曦下，乘搭豪華遊輪欣賞波士頓海港。座落於大西洋岸邊上的波士頓擁有迷人的海岸線，點點白帆、延綿不斷，
襯托著英式的建築物，令您嘆為觀止。之後繼續遊覽波士頓市區。城內聞名的金頂麻省州議會大樓，康芒公園和
自由徑都對美國獨立有重要意義。參觀美國第一古老學府哈佛大學。孕育世界政治領袖與時下科技業界眾多創建
者的哈佛大學內，可與哈佛雕像合影留念。随後前往國際著名理工學府麻省理工學院,簡稱 M.I.T，在航空電學和
電腦方面的研究頗富盛名，為世界頂尖大學。波士頓龍蝦大餐更是聞名暇遠，大快朵頤！前往美國紐黑文大學鎮，
並參觀長青藤高學等府之一的耶魯大學。校舍設計非常宏偉，每座大樓都有著獨特的新英格蘭風韵，古色古香。
古朴的小鎮令寧靜的校園更增添書卷氣息。隨後到達世界第一大名城，素有“美國大蘋果”之稱的紐約曼哈頓市
區。夜幕下的時報廣場，五光十色的商業大厦，都令您目不暇及。夜宿於新澤西州豪華酒店。

DAY 4: 紐約曼哈頓深度遊 – 911 世貿大樓原址 “倒影虚空纪念碑”- 紐約第五大道名店街
早餐後，前往曼哈頓市區作城市觀光活動。第五大道名店街，金融中心華爾街、九一一世貿一號大樓遺址等等…
都在我們的觀光之列。展示美國軍備實力的航空母艦博物館，近距離觀看企業號航天飛機，嘆為觀止！登上氣度
非凡的洛克菲勒廣場觀景台，讓您可鳥覽佔地廣闊的中央公園，恬靜的哈遜河道，以及繁華的金融中心。並可悠
閑地漫步於聞名暇遠，名牌粉絲朝聖地之紐約第五大道名店街，感受繁華盛世，各名牌旗艦店都爭研斗麗，撩人
眼目，令你忍不住佇足欣賞。下午前往翹首金融界的華爾街公牛等標誌性建築物，一睹 20 世紀早期紐約的霸主
盛況，參觀命名為“倒影虚空纪念碑”耗資 38 億美元的 911 世貿大樓原址，原址水池深度為 30 英尺方形，是北
美最大的人工瀑布。意義深長的設計規劃,用流入中央虚空水池的池水,象徵過往的失去，亦用橡樹預示今天的新生。
美國國樹橡樹錯落有致地環繞於廣場、大廈、博物館中，其中一棵幸存於 911 事件中的梨樹依然怒放,預示我們新
的未來開明祥和。之後乘搭客輪暢遊紐約市中心的全景及代表美國國魂標誌的自由女神島，盡興而歸。夜宿於新
澤西州豪華酒店。

DAY 5: 紐約 – 費城 – 華盛頓首都
清晨前往美國獨立革命誕生地費城。其中耳熟能詳的獨立宮、舊國會大廈、國家獨立公園……均將呈現在您眼前。
仿佛蕩舟在美國歷史長河，令您肅然起敬。然後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並暢遊華府各名勝：巍然屹立的華
盛頓紀念碑、風格獨特的美國總統白宮官邸、宏偉壯觀的國會山莊、神聖的林肯紀念堂、多才多藝的偉人杰佛遜
紀念堂等。参觀獨一無二的杜莎夫人蠟像館。讓您可以穿梭時空般與美國歷任總統合照，更可效仿總統在白宮的
橢圓辦公室內施法號令。栩栩如生、星光閃閃的好萊塢名人更可讓您随意拍攝。華盛頓首都內種類繁多的國家博
物館，和博物館群區的佈局構思，都令人讚不絕口！您可随意流覽於博物館區內著名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太空博
物館，藝術博物館，等…。探索首都奧妙是無窮無盡的，令您逍閒遊覽，悠遊自在。夜宿豪華大酒店

DAY 6: 華盛頓 – 鐘乳石洞 – 多倫多
早上，啟程前往世界聞名的鐘乳石洞。這個被美國自然學者列為珍貴奇景的鐘乳洞內七彩繽紛、小徑迂迴曲折、
神秘萬千。千奇百怪的岩石引發起遊人的無限聯想。團友亦可運用您的想像力為各岩石命名。回程時，團友還可
在邊境免稅店選購免稅煙、酒、香水等。傍晚，專車抵達多倫多市，全部活動至此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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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多倫多 -尼亞加拉瀑布 –多倫多
上午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尼亞加拉大瀑布風景區。尼加拉大瀑布名如其實，如雷的水聲震耳欲聾，雄壯
之處令人嘆為觀止。峰頂之水一瀉五十米直入谷底，洶湧激湍猶如萬馬奔騰。乘搭霍恩布洛爾號觀光遊船穿越瀑
布(季節性行程),傾聽瀑布狂訴其神秘之自傳，盡享古人聽濤之樂。登上瀑布雲霄塔,俯瞰尼亞加拉大瀑布，更可欣
賞著名的 Imax 大電影，探索神秘大瀑布。稍後更前往全北美州最盛產葡萄的葡萄園釀酒廠品嘗當地名釀，除可
購買由釀酒廠獨家秘制的葡萄汁外，更可到葡萄園觀賞種植葡萄過程及拍照留念。
(7 日團)團友乘搭飛機返回出發地/原居地(8 日團) 團友返回酒店休息。

DAY 8: 多倫多一日游–出發地
清晨出發，途徑多倫多市區景點包括市議會, 古典維多利亞時期建築的多倫多大學，唐人街 等等。之後前往參觀
加拿大里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水族館, 擁有北美最長的海底觀賞隧道，超過 570 億升水和
超過 100 個互動的設備, 走在窗前，恍如被整片海洋所包圍，感覺置身於海底，沿途還可看到巨型魔鬼魚、鎚頭
鯊等珍奇的海洋生物，非常壯觀，是新一處引人注目的景點。 位於近旁的多倫多地標-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CN
Tower）, 現在是世界上第五高的「自立式建築物」。(MAY-SEPT) 其後再到安大略湖畔, 乘搭觀光船遨遊觀賞多
倫多市區摩天大樓的壯觀及風光旖旎的小島景觀(季節性行程)。最後參觀卡薩羅馬城堡，這座屹立在小山上的中
世紀古堡給人以既高貴又古樸的神秘感，獨特的建築風格吸引了多部好萊塢電影在此取景。全部活動圓滿結束。
【送機注意事項】* 加拿大境內航班請訂購 20:30 以後從多倫多起飛的航班，國際航班請訂購 21:30 以後從多倫多起飛的航班。

費用包括
乘坐豪華遊覽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團體接送觀光。
住宿酒店，必設有私人浴室及空氣調節設備。
由經驗豐富的華人領隊隨團服務，並帶領作遊覽觀光。

費用不包括
行程中所有膳食。司機、導遊及各項小費。（司機、導遊小費每日 USD$12/人）。
旅遊觀光活動時全部的入場費、和渡船費。
各種旅遊，及相關保險(如醫療、取消旅程、行李、及個人平安保險)。一切純屬個人性質之費用，例如電話費、洗衣費、選台電視費等。

自費門票/膳食收費
*
*

膳食:
成人每人 US$110
自費門票

2 天自助午餐, 1 天波士頓龍蝦午餐及 2 天自助晚餐

(七日團)
成人每人 US$170 + CAD$70
(八日團)
成人每人 US$170 + CAD$160
波士頓海港遊輪 + 自由神像觀光遊輪 + Rockefeller Centre 觀景台 + 航空母艦博物館 + Madame Tussauds Washington 蠟像館 + 鐘乳石洞
Penn Cave Imax 電影 + 瀑布雲霄塔 Skylon Tower + 霍恩布洛爾號觀光遊船( Including interpretation head set) + 葡萄園釀酒廠名釀品嘗
(八日團) 多加 ： CN TOWER/Ripley’s Aquarium,安大略湖觀光遊船, Casa Loma Castle 卡薩羅馬古堡

價格(已包括各類稅項), 是以成人門票費用為標準, 價格僅供參考可能有所浮動,恕不另行通知
報名須知:
* 該行程的上車地點默認為下車地點，若您想要在其他下車點下車，請提前告知我們，我們將幫您確認是否可行。
* 該行程謝絕自帶景點門票，自費項目請直接在團上諮詢導遊購買。
參團事項:
如需酒店延住，請與我們聯繫取得報價。
提前到達上車地點候車。上、下車時間均為參考時間，如因特別情形(如天氣、修路、罷工、封山、旅遊車特殊狀況)造成車輛晚點，敬請見諒。
行程的先後順序和行程內容，將根據具體情況隨機調整，請以參團當天導遊的安排為準。
聖誕節、新年、國慶節、勞動節、紀念日、感恩節或其他長周末假期，團費如有適當的調整，敬請見諒。
行程先後次序可能會因出發日期而作調整。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如遇特別情形, (天氣, 修路, 罷工, 封山, 旅遊車特殊狀況) 為保障旅客權益, 本公司保留調整取消行程的最終解釋權。
由於貴賓個人原因離團, 公司不做任何退款
溫馨提示：建議貴賓購買額外旅遊、醫療保險、詳情可向本公司查詢。
為保障您的個人財產安全，我們建議您在旅行期間隨身攜帶個人貴重物品，不要將貴重物品遺留在大巴/酒店/景點/餐館等地點；
在任何情況及任何地點下失竊，造成個人財產損失，地接社及司機、領隊導遊等均不負任何責任，請您悉知。
所有酒店室內均不允許吸煙，違者罰款$300-350 並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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