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明假期

暢游：紐約+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千島+渥太華+蒙特利爾+魁北克

CHARMING HOLIDAYS

8 天 APTR8
雙人房
Twin

第三位
3rd pax

第四位
4th pax

單人房
Single

$1240

$940

$540

$1640

出發日期：
08/06,
08/21,
09/11,
10/01,

08/07,
08/27,
09/17,
10/08,

08/13,
08/28
09/18,
10/09,

08/14
08/31,
09/24,
10/15,

08/20
09/10
09/25
10/16

行程特色：
 【安全出⾏】全程⾞輛定時消毒，專業司
導貼⼼服務，遊玩更放⼼。
 【五大名城】暢遊美加東五大名城：金融
中心多倫多、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著名法
語城市蒙特利爾、深具歐洲風格的魁北克
以及世界第一大都市紐約。
 【跨國賞瀑】欣賞美境瀑布五光十色的夜
景，搭乘加境「號角號」游船，多角度全
面欣賞瀑布的雄偉。
 【精緻美食】包含天龍塔門票及精緻午
餐，更可自費享用唐人街中餐風味、魁北
克法國餐，選擇多種多樣。
 【網紅紐約】打卡紐約超火網紅地、品嘗
特色網紅美食、全景視角帶您玩轉新紐約

重要提示:
 參團團友需全程佩戴口罩。
備註：
1. 上費用均以美金每位計算，機票另計。
2. 小童費用適用於 10 歲以下嬰兒/小孩不佔床
3. 酒店房間兩張床為主，第三、四人不另加床
4. 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之權利以便團體成行。

紐約兩⼤機場（JFK, LGA）提供免費接機，並在皇
后區法拉盛與曼哈頓唐⼈街提供集合上⾞點服
務！（法拉盛集合時間為9:30–17:00，曼哈頓集合
時間為18:30）
2. 美國國內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前往航班
⾏李轉盤→⾒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共乘
最近㇐班⾞輛離開機場。
3. 國際航班抵達後的程式是：下機→護照檢查→提取
⾏李→海關檢查→⾒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
員共乘最近㇐班⾞輛離開機場。
4. 參團貴賓如在上述時間外或需要專⾞接機服務費
⽤為$120 /單程（涵蓋第㇐第⼆⼈，第三⼈起每多
㇐位加多10美元）。
5. 紐⽡克國際機場（EWR），您可以⾃⾏乘坐酒店
提供的shuttle或⾃⾏打⾞前往酒店辦理入住，我司
提供付費接機服務，費⽤為$120 /單程（涵蓋第㇐
第⼆⼈，第三⼈起每多㇐位加多10美元）。
**第㇐⽇⾏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
間為准。當⽇免費接機/接送，未含服務費$12/每⼈。

行程安排：

抵達紐約，國內航班在該航班⾏李提取處等候 （除
JFK七號航站樓旅客在出口處等待外），國際航班在乘
客出口處等候。
酒店: 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Newark Airpor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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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網紅打卡一日遊
New York Instagrammable Day Tour

聽過了太多紐約的故事，而這些故事裡有步履匆忙的
紐約客，有聞名遐邇的藝術建築。也許你登頂了高聳
入雲的摩天建築，見過了高舉火炬的魅力女神，走進
了多金的金融街。但是你更想聽一聽那些你見過或者
聽過卻不知道怎麼去到的地方。所以不要猶豫，跟隨
我們的腳步，一起尋找另一面的紐約。

行程安排：

中央車站（入內，30 分鐘）→ 紐約公共圖書館（入
內）+布萊恩特公園+藍瓶咖啡（自費）+Lady M 蛋糕
（自費）（60 分鐘）→ 網紅懸浮公園（45 分鐘）→ 布
魯克林 DUMBO 藝術區（70 分鐘）→ 紐約 SOHO 區網
紅墻（30 分鐘）→ 星巴克烘焙體驗店+切爾西市場+高
線公園（60 分鐘）→ 哈德遜園區 Vessel （外觀，20
分鐘）
酒 店 : 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Newark
Airpor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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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沃特金斯峽谷－尼亞加拉瀑布
Corning Glass Ctr –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Niagara Falls US

今天，我們將從紐約出發，首先前往風景秀麗，峽谷
和瀑布美景並存的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隨後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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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安排：

5. 費用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

紐約出發 →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自費, 60 分鐘）
→ 酒店 →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遊（自費, 90 分鐘）

6. 旅遊細則，請參閱其它翠明假期彩色章程。

特別說明：

費用不包括：
機票費用，所有膳食、門票及船票，私人費用，個
人保險費用，及賞於華籍導遊及司機小費，建議每
位團友每日 U$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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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紐約
Home City - New York

接機信息：
1. 免費接機時間：9:00-21:00（此時間為客⼈拿到⾏
李後在取⾏李處和我司⼯作⼈員匯合時間），在

1. 由於巴士進入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需要停車費與
許可證，因此需額外收取$15/人費用。如遇暴風雨天
氣，出於安全考慮，本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該景點。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Buffalo Downtown
或同級

4

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
Niagara Falls – Toronto

在尼亞加拉瀑布進行一系列活動後，我們將前往多倫
多，這是北美洲國家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加拿大的
最大城市，目前多倫多的低犯罪率、潔淨的環境、高
生活水準、以及對多樣文化的包容性，令該市被多個
經濟學智囊團列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行程安排：

尼亞加拉瀑布（加境）→ 加境號角號觀瀑船（自費，
30 分鐘）→ 天龍塔觀瀑，午餐（包含天龍塔午餐，
120 分鐘）→ 多倫多 → 卡薩羅馬皇家古堡（自費，60
分鐘）→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自費，60 分鐘）→ 雷
普利水族館（自費，60 分鐘）→ 多倫多唐人街（60
分鐘，您可自費享用傳統中餐）
酒店: Holiday Inn Express Oshawa Downtow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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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渥太華－蒙特利爾
Thousand Islands–Ottawa–Montreal

早上從多倫多出發前往加拿大境內的千島，它位於加
拿大與美國之間的聖勞倫斯河上，星羅棋佈著 1864
座獨立島嶼。登上遊艇，途徑千島最出名最有魅力的
風景名勝。前往著名的政治和商業都市-渥太華，這裡
有永不熄滅的和平火種。隨後北上前往加拿大東部最
大的法語城市，最具法國文化特色，素有“北美小巴
黎”之稱的蒙特利爾市。

行程安排：

多倫多 → 千島 → 加拿大千島島遊船（自費，60 分
鐘）→ 渥太華 → 蒙特利爾 → 翠湖山莊（45 分鐘）
→ 蒙特利爾舊城區（90 分鐘）→ 酒店
酒店: Sandman Hotel Montreal-Longueui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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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爾－魁北克
Montreal – Quebec

今天我們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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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皇劉易斯廣場，仿若到了巴黎。

行程安排：

蒙特利爾 → 魁北克古堡（自費，60 分鐘）→ 魁北克
法式餐（自費，75 分鐘）→ 魁北克古城區遊覽（自
費，60 分鐘。含外觀法皇路易士廣場，芳堤娜城堡酒
店，議會大樓，外觀魁北克聖母聖殿主教堂）→ 舊城
區小香普蘭街（60 分鐘）→ 蒙特倫西瀑布+纜車（自
費，60 分鐘）→ 酒店
酒店: Sandman Hotel Montreal-Longueui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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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美東大峽谷－紐約
Quebec–Ausable Chasm –New York

上午我們將經過 50 億年形成的美東大峽谷，穿梭崖
壁間恍若另一個世界。約傍晚時分返回紐約。

行程安排：

酒店 → 美東大峽谷（自費，60 分鐘）→ 紐約
酒店: Fairfield Inn & Suites by Marriott Newark Airpor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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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區遊－原居地
New York City Tour – Home City

“如果你愛他，請帶他去紐約，因為那是天堂；如果你
恨他，請帶他去紐約，因為那是地獄。”電視劇《北京
人在紐約》中的這句臺詞，勾起了每個人對紐約的無
限遐想。我們將穿過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細細品味
紐約這座世界第一大城市的繁榮與滄桑。

行程安排：

紐約三一教堂（外觀）→ 華爾街（25 分鐘）→ 華爾
街銅牛（拍照留念）→ 世貿中心觀景台（自費，70 分
鐘）→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自費，60 分鐘）→ 無畏
號航空母艦（自費，60 分鐘）→ 時代廣場（20 分
鐘）→ 大都會博物館（自費，100 分鐘） → 紐約杜莎
夫人蠟像館（自費，60 分鐘）→ 紐約送機
行程中途經：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等

特別說明：
1. 實際參團當日世貿中心觀景台關閉，行程將前往
帝國大廈（自費，70分鐘）代替。
2. 實際參團當日大都會博物館閉關，行程將前往紐
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自費，100分鐘）代替。
 【送機】肯尼迪國際機場 JFK / 拉瓜迪亞機場
LGA ； 請預定19:00 後起⾶的航班
 【付費送機】紐 ⽡克國際機場 EWR； 收费标
准：前两⼈$120 /趟，第三⼈起每多㇐位加多
$10。請預定19:00以後起⾶的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