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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東豪華 8 日遊 （多倫多出發）
出發日期：週三，週日
團號：TR8C
价格目录：没有買二送一
第 1，2 人同房
第 3，4 人同房
1st&2nd Person
3rd&4th Person
$789
$589

單人房
Single
$1084

配房
Share
$854

獨家特色:
1.最短的時間，遊覽最多的城市，不走回頭路
2.特別安排，紐約夜遊
3.特色風味餐：觀瀑塔旋轉餐廳浪漫西餐，渥太華特色熱狗，魁北克地道法國餐，波士頓
龍蝦餐和新英格蘭蛤蜊巧達濃湯
暢遊：美加兩國 11 大名城
紐約，费城，華盛頓，康寧，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千島勝地，渥太華，蒙特利爾，魁
北克，波士頓
接送备注：
出發日期
週三、週日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免費：多倫多唐人街
可選擇自費前往機場 YZZ, YKZ, YTZ, 需
預定 22:00 後航班

週三、週日

第 1 天：家園 -- 多倫多
原居地飛往多倫多（YYZ，YKZ 或者 YTZ）機場，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計程車自費前往
酒店，還可以自行預約多倫多華人交通服務公司（車隊屬於單獨營運，與旅行社無關）：
168 車隊 416-258 -7168，銀河車隊 647-333-3361，及時接送 647-889-9236/416-835-7168，
接機送機 416-988-2615 送回酒店，客人自行用名字或者確認號入住酒店（由旅行社提供）。
酒店名字: CROWNE PLAZA TORONTO AIRPORT
酒店地址: 33 CARLSON COURT TORONTO ONTARIO M9W 6H5
酒店電話: 416-675-1234
第二天 5:30AM 在大堂和導遊碰面。
酒店: CROWNE PLAZA TORONTO AIRPORT (33 CARLSON COURT TORONTO ONTARIO
M9W 6H5)

第 2 天：多倫多 -- 千島 -- 渥太華 -- 蒙特利爾
（夏季：由千島遊船開啟開始） 早晨從酒店出發前往千島--位於美國和加拿大之間，分布
著 1864 個獨立的島嶼，乘船遊覽千島湖。隨後前往渥太華，是著名的政治和商業都市，
參觀敬穆肅立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氣派非凡的加拿大國會大廈和高度達 295 尺的自由鐘塔，
永不熄滅的和平火種。北上前往加拿大東部最大的法語城市，最具法國文化，素有“北美
小巴黎”之稱的蒙特利爾市。停留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參觀 45 度傾斜的斜塔，己成為蒙特
利爾的一個象征。隨後，漫步於舊城區，那石造的古色古香的建築、完全是歐洲風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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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典雅的建築都別有情致，不愧為加拿大的文化重鎮。途經建於 1829 年的聖母大教堂，
與巴黎的聖母院教堂為姊妹篇。最後來到唐人街，用過晚餐後，回酒店。
（冬季：由千島遊船關閉開始） 早晨從酒店前往渥太華，是著名的政治和商業都市，參
觀敬穆肅立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氣派非凡的加拿大國會大廈和高度達 295 尺的自由鐘塔，
永不熄滅的和平火種。北上前往加拿大東部最大的法語城市，最具法國文化，素有“北美
小巴黎”之稱的蒙特利爾市。停留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參觀 45 度傾斜的斜塔，己成為蒙特
利爾的一個象征。隨後，漫步於舊城區，那石造的古色古香的建築、完全是歐洲風味，造
型典雅的建築都別有情致，不愧為加拿大的文化重鎮。途經建於 1829 年的聖母大教堂，
與巴黎的聖母院教堂為姊妹篇。最後來到唐人街，用過晚餐後，回酒店。
酒店: Gouverneurs/des Seigneurs/le Dauphin/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3 天：蒙特利爾 -- 魁北克 -- 波士頓
（夏季：4 月到 12 月）前往充滿法國情懷的城市魁北克，英法對照的路標和招牌隨處可見，
路上行人穿著打扮也深具歐洲風格，露天咖啡座，浪漫溫馨，鵝卵石步行街，購買藝術品，
法皇路易斯廣場，仿若到了巴黎。沿著古城牆，跟著當地導遊欣賞各種法式建築，踩著由
石板鋪排的街道，聆聽這個城市古老的故事，經年的沈寂，讓這個城市顯得格外的優美寧
靜。參觀魁北克聖母聖殿主教堂，與地標建築-芳堤娜城堡酒店合影，國會大廈和品嚐特
式地道法國餐。停留免稅店，過境後，前往美國歷史文化之都波士頓，享受極富盛名的新
鮮龍蝦大餐。（*如果因為海關過境手續造成行程超時，當日將由其他餐取代龍蝦特色
餐。）
（冬季：1 月到 3 月）從酒店出發，停留免稅店，過境後，前往美國歷史文化之都波士頓，
享受極富盛名的新鮮龍蝦大餐。（*如果因為海關過境手續造成行程超時，當日將由其他
餐取代龍蝦特色餐。）
**期間由於天氣問題，冬季第 7 天行程將不會參觀魁北克。**
酒店：Sheraton/Double Tree/Radisson/Courtyard/Four Points/Wyndham/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4 天：波士頓 -- 紐約夜遊
離開酒店，迎著清晨，我們將前往北美最古老的城市——波士頓。進入麻省劍橋市，參觀
哈佛大學最古老的校園區，與聞名世界的謊言雕像－哈佛雕像合影。留影於麻省理工學院
主教學樓。波士頓市區觀光，途經古老的三一大教堂、漢考克摩天大樓、波士頓公園、天
鵝湖公園、普天壽大樓、波士頓圖書館，遠眺金色圓頂的州議會大樓。乘坐波士頓海港遊
船，盡情遊覽波士頓港灣。漫步於古老的昆西市場，感受波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還可以
選購各種商品和紀念品。幾十家餐廳供午餐選擇，品嘗各種地道美食，在導遊的介紹下，
當然不能夠錯過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湯。中午啟程回往紐約，可選擇自費參加紐約夜遊。
酒店：Sheraton/Hilton/Doubletree/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l/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 /Courtyard/ 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5 天：紐約市區遊覽
上到紐約市地標-帝國大廈嘹望觀景臺，欣賞中央公園和紐約全景。乘坐觀光環島遊輪遊
覽哈德遜河，與自由女神像和布魯克林橋攝影留念。登上花費 1.2 億美元重 新整修開放的
國家歷史文物-大無畏號航空母艦，並參觀協和號超音速客機和各種戰機。漫步世界金融、
證券交易中心華爾街，與三一教堂，象征牛市的銅牛雕塑和紐約股票交易所合影留念。參
觀大都會博物館，時代廣場，杜莎夫人蠟像館與總統奧巴馬等名人合影。途徑第五大道，
洛克菲勒中心，聯合國總部，世貿遺址„„
酒店：Sheraton/Hilton/Doubletree/Radisson/Hotel Somerset/Lafayette Yard Hotel/ Wyndham
Garden/Crowne Plaza /Courtyard/ Hilton Garden/Holiday in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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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費城 -- 華盛頓
前往費城參觀國家獨立歷史公園。沿著鵝卵石鋪就的街道前行，寂靜的自由鍾矗立在剛經
修葺的自由鍾中心，雖無聲卻仿彿歷史的鐘聲縈繞於耳。穿過年代久遠的獨立廳，瞻仰一
下國會廳，這兒見證了現代民主的建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誕生。
隨後乘車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於林肯紀念堂瞻仰這位受人愛戴的前總統；裝飾精美
的牆上鐫刻著出自這對傑出人物的名言警句，令人產生醍醐灌頂之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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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跟隨時空的步伐，穿越歷史，與那些偉
大的名字一起並肩而立。參觀美國航空航天博物館，博物館裡記載了航天事業的發展史，
從 1903 年萊特兄弟的飛行器到現在的外太空探索，林德伯格駕駛過的聖路易斯精神號，
還有真實的阿波羅 11 號的駕駛艙。這裡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天空發展史記載，陳列著數
以百計的太空飛機 模型。行程當中，我們還將乘坐華盛頓 DC 遊船，沿著東波多馬克河岸
觀賞華盛頓著名地標。隨後與美國國會大廈(外觀)——這座首都最高的大廈是美國國會、
參議 院、眾議院的所在地及美國總統府白宮(外觀)分別合影留念。我們還會驅車經過傑斐
遜紀念館，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等。
酒店：Sheraton/Hilton/Radisson/Wyndham/Shippen Place Hotel/BW Premier Harrisburg/Four
Points/Crowne Plaza/Courtyard/Metro Points/Tremont Plaza/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7 天：華盛頓 -- 康寧 -- 尼亞加拉
前往世界 500 強企業的總部-康寧玻璃中心，參觀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欣賞現場
製作玻璃表演技術。午餐後，參觀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覽瀑布國家公園，眺 望「美國瀑
布」，「馬蹄瀑布」及「新娘面紗瀑布」。水勢一瀉千里，雷霆萬鈞，親身體驗那份磅礡
的氣勢，尤如萬馬奔騰。搭乘著名的“霧中少女”號遊船，穿梭於波濤起伏的瀑布間，水
花迎面撲來，緊張刺激，更添加一份震撼力。（遊船冬季關閉，如時間允許將體驗一次難
忘的充滿刺激的尼亞加拉瀑布快艇 Jetboat 之行。*如遇惡劣天氣狀況 Jetboat 會暫停出航）
回到訪客中心觀看 IMAX 電影，投資一千五百萬的電影向您描述了尼亞加拉瀑布多姿多彩
的 傳奇故事。結束後，您可以選擇：A.繼續在尼亞加拉市，瀑布公園自由活動。B.自費深
度遊（$25/人，費用已含$13 古堡门票）：參觀澎湃的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戰爭古堡。尼
亞加拉漩渦深 125 英尺，它在 4200 年前被水侵蝕而形成的，在公園的角度看下去是非常
的壯觀；戰爭古堡是一個富有歷史價值的景點，它的背後就是一望無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
的安大略湖。傍晚，我們將體驗到一個真實的美國原住民舞蹈表演，又稱印第安人歌舞秀。
（受日落時間及交通規定的約束，觀賞夜景的完整性在某些夏夜會受到限制。）夜幕降臨
後，結束行程前往酒店。
酒店：Adam's Mark/Radisson/ RIT/ Rochester Plaza/Park Plaza//Holiday Inn/Clarion Hotel 或同級

第 8 天：尼亞加拉 -- 多倫多
（夏季：由安大略湖遊船開啟開始）早上酒店出發繼續遊覽尼亞加拉瀑布，車子經過象征
美國及加拿大兩國堅固友誼的“彩虹橋”，進入加拿大，看完 IMAX 電影，上到觀瀑塔，在
頂樓的旋轉餐廳享受浪漫西餐後，來到觀景臺從高空觀賞瀑布。下午抵達加拿大第一大城
及金融中心多倫多市，參觀 CN 塔，登上高塔俯瞰市景及一望無際的安大略湖，這是多倫
多市最公認的陸標和加拿大最高的建築也是我們此行的必經之處。站在塔頂，穿過巨大不
透明的玻璃地板欣賞全景，我們可以由此得知這建築近來命名當代七大奇跡之一的緣由了。
途中您會看到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省議會大廈，莊嚴肅穆﹔呈兩個半圓形設計的市政大廈天
眼，造形新穎奇特。隨後，乘船遊覽安大略湖，欣賞多倫多市和麗景灣湖中的小島。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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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美第三大唐人街用餐。用餐後，客人可在唐人街離團。如果時間允許，我們將加遊雷
普利水族館。
（冬季：由安大略湖遊船關閉開始） 早上酒店出發繼續遊覽尼亞加拉瀑布，車子經過象
征美國及加拿大兩國堅固友誼的“彩虹橋”，進入加拿大，看完 IMAX 電影，上到觀瀑塔，
在頂樓的旋轉餐廳享受浪漫西餐後，來到觀景臺從高空觀賞瀑布。下午抵達加拿大第一大
城及金融中心多倫多市，參觀 CN 塔，登上高塔俯瞰市景及一望無際的安大略湖，這是多
倫多市最公認的陸標和加拿大最高的建築也是我們此行的必經之處。站在塔頂，穿過巨大
不透明的玻璃地板欣賞全景，我們可以由此得知這建築近來命名當代七大奇跡之一的緣由
了。隨後將參觀加拿大雷普利水族館，裏面有超過 16000 種海洋生物，並以一條最長的 96
米的移動通道為特色，設在一段透明的觀光隧道中，上面即是包括鯊魚、大型的鰩與其棲
息的礁湖。在這裏，遊客們將在遊樂的同時受到啟發去更加關愛和保護我們的水世界。您
會看到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省議會大廈，莊嚴肅穆﹔呈兩個半圓形設計的市政大廈天眼，造
形新穎奇特。隨後，參觀國家文化遺產-西班牙式古堡 Casa Loma。晚上於北美第三大唐人
街用餐。用餐後，客人可在唐人街離團。
景點說明:
（1）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2）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
，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退費說明:
（1）如遇天氣、戰爭、罷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無法遊覽，本公司將有權更改行程，團費不退；
（2）遊客因個人原因臨時自願放棄遊覽，酒店住宿、交通等費用均不退還。
費用不含: 餐費，景點門票費，小費（每人每天$8）
，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項目 Attraction
Admission List
紐約 New York
*紐約夜遊 NYC Night Tour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Observatory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华盛顿首都/康寧 DC/Corning
首都遊船 DC Cruise
康寧中心+热玻璃秀 Corning
Glass Museum
瀑布 Niagara Fall
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根据实际情况，导游安排
美境或加境

大人
Adult

老人(65+)
Senior

兒童(3-12)
Children

$25.00

$25.00

$15.00

$25.00

$17.00

免費(11 歲以下)

$32.00

$29.00

$26.00

$29.00

$24.00

$17.00

$31.00
$25.00

$27.00
$25.00

$24.00
$23.00

$26.00

$23.00

$18.00

$18.00

$16.00

免費(17 歲以下)

$18.25

$18.25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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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電影 IMAX Movie
**根据实际情况，导游安排
美境或加境
印第安歌舞秀 Thundering
Water Cultural Show
瀑布深度遊 Niagara In-depth
tour
**尼亞加拉大瀑布快艇(季節
性)Niagara Jetboat Adventures
波士頓 Boston
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加拿大 Canada
瀑布電影-加境 IMAX MovieCanada **根据实际情况，导
游安排美境或加境
觀瀑船-加境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 Canada
**根据实际情况，导游安排
美境或加境

$12.00

$9.00

$8.00

$20.95

$20.95

$13.00(4-10)

$25.00

$22.00

$15.00

$61.00

$51.00

$51.00

$22.00

$20.00

$17.00

$14.75

$14.75

$11.00

$22.54
(19.75+Tax)

$22.54
(19.75+Tax)

$14.40
(12.25+Tax)

$13.99
($11.99+Tax)

$13.99
($11.99+Tax)

$8.11
($6.99+Tax)

安大略湖遊船 Lake Ontario
Cruise *夏季

$23.50
($20+Tax)

$21.60
($18.1+Tax)

$16.33
($13.33+Tax)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36.5
($32+Tax)

$28
($24+Tax)

$28
($24+Tax)

觀瀑塔 Skylon Tower

雷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冬季

$37.27
($29.98+Tax)

$25.97
($19.98+Tax)

$14.67
($9.98+Tax)/(3-5);
$25.97
($19.98+Tax)/(6-13)

加拿大-千島遊船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夏季

$26.68
($23.9+Tax)

$26.68
($23.9+Tax)

$18.95
($15.89+Tax)

奧運斜塔 Olympic Stadium

$22.50

$21.00

$11.25

$12.00

$12.00

$8.00

$24.00

$18.00

$14.00

波士頓龍蝦餐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觀瀑塔旋轉餐廳午餐（含登
塔費用）Skylon Tower Lunch

$44.75
($35.5+Tax+Tips)

$44.75
($35.5+Tax+Tips)

$39
($30.5+Tax+Tips)

$22
($17+Tax+Tips)

$22
($17+Tax+Tips)

$18
($11+Tax+Tips)

魁北克古城區遊覽 Old
Quebec Tour *夏季
卡薩羅馬皇家古堡 Casa
Loma *冬季
餐 Meal

多倫多海鮮晚餐 Toronto
Seafood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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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早餐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Breakfast
法國餐 Quebec French
Banquet
服務費 Gratuity
服務費每天每位 Service Fee
Per Day Per Person

$10.00

$10.00

$8.00

$37.00

$37.00

$30.00

$8.00

$8.00

$8.00

*門票價格和景點開放時間會因季節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