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加東 5 天遊 

團號：AP5C 

出發日期： 二，四，日 （4/30/2018-10/30/2018）  

節日加開：5/25/2018; 8/30/2018 

 

價格目錄：(沒有買一送一/買二送二) 

兩人一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配房 

$475/人 $250 $250 $713 $605 

 

 

紐約(JFK/LGA/EWR)接機信息： 

一.獨家接機至午夜 12 點！每日早上 8:30 到午夜 12 點之間（以導遊在取行李處接到客人的時間為

准），在紐約三大機場（JFK, EW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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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AM-5PM，曼哈頓集合時間為 9:30AM-6PM）                

二. 美國國內航班抵達後的程序是：下機→前往航班行李轉盤→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其他團員

共乘最近一班車輛離開機場。 

三. 國際航班抵達後的程序是：下機→護照檢查→提取行李→海關檢查→見到導遊→導遊安排您與

其他團員共乘最近一班車輛離開機場。 

四．參團貴賓如在上述時間外或需要專車接機服務費用為$120 （涵蓋第一第二人，第三人起每多

一位加多 10 美元）。 

 

送機信息： 

出發日期：(接機) 送機備註 結束日期 

二、四、日             JFK / LGA / EWR 19:00 後航班 六、一、四 

 

獨家特色: 

1.接機當天送法拉盛自由行(JFK / LGA)，或自由購物(EWR) 

2. 紐約市區一日遊，短時間參訪紐約重要景區。 

3. 特色風味餐：觀瀑塔旋轉餐廳浪漫西餐。 

4. 五大接團點：大紐約三大機場+唐人街+法拉盛 

 

暢遊：美加兩國 5 大名城 ：紐約，康寧，尼加拉瀑布，多倫多，*千島勝地 

 

第 1 天 家園 – 紐約市（法拉盛自由行） 

第一日行程僅供參考，具體安排以您的航班抵達時間為准。 抵達紐約，國內航班在該航班

行李提取處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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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7 時前抵達 JFK 和 LGA 的貴賓，將會先被接到車水馬龍的法拉盛，這裡是紐約第四

大商業區，也是三十多年來在美華人奮力打造出的文化中心。您可以親眼目睹美國移民政

策的成就，體驗各方道地美食，京滬川粵江浙雲貴湘魯東北等風味應有盡有，超市和商店



裡更是琳琅滿目。縱橫旅遊在其中心地帶設立了貴賓接待中心，提供免費行李寄存和

WIFI。我們將根據當日遊客數量和航班抵達的時間，適時安排大家回酒店休息。 

12:00PM前抵達 EWR 機場的客人，可享受免費送到 Jersey Gardens Outlet Mall 購物。下午

17 點後抵達 JFK 或 LGA 的客人以及中午 12 點後抵達 EWR 的客人， 將直接送往酒店。 

無論您抵達哪個機場，只要在下午 16:30 前拿到行李見到導遊，就可以選擇參加物超所值

的曼哈頓夜遊：前往洛克菲勒中心、時代廣場、新澤西觀景點，領略北美第一大都市夜晚

的繽紛多彩（每人收費$25、12 歲以下小童$15）。（當日接機、接送服務未含服務費$10/

每人。） 

酒店：E Hotel Banquet & Conference Center, 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級 

 

第 2 天 紐約 –沃特金斯峽穀– 尼亞加拉瀑布夜景 

朝北前往紐約五指湖區的沃特金斯峽州立公園。在這裡，客人可以欣賞大自然塑造奇異風

景，瀏覽色彩繽紛的花草樹木，令人賞心悅目。（注意：由於巴士進入州立公園需要停車

費與許可證，因此需額外收取$10/人費用） 

隨後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晚上觀看尼亞加拉瀑布燈光照明夜景，當尼亞加拉瀑布會被照

明燈光染上彩虹般的顏色，光彩絢爛，定會讓你終身難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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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Universal Inn/Day Inn 或同等 

 

第 3 天 尼亞加拉 – 多倫多 

繼續尼亞加拉瀑布之行，乘著霧中少女號遊船領略大瀑布萬馬奔騰、春雷乍響之壯勢，然後前

往 IMAX 影院（自費）感受尼亞加拉瀑布傳奇故事，接著穿過美加邊界線（彩虹橋），從另一

個角度欣賞大瀑布。登上天龍塔（雲霄塔），將有機會在著名的 360 度旋轉餐廳或頂部自助西

餐廳享受美餐。美景盡收眼底，在距尼亞加拉瀑布 775 英尺之上，無論是兩人的浪漫午餐，還

是一家人出來度假，放鬆全身，盡情享受豪華優越的就餐環境和世界一流的烹飪美食吧。就餐

期間 Ride-to-the-Top 和 Indoor/Outdoor 觀景台尼亞加拉大瀑布可免費進入。 

之後啟程去多倫多市，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之一，前往加拿大國家電視塔和裡普利水族館。加拿

大國家電視塔，又名 CN 塔，高 553.33 米。這是多倫多市最公認的地標，也是西半球最高、世

界第三高的自立式結構建築，也是我們此行的必經之處。搭乘高速觀光電梯 58 秒就迅速登上

高塔觀景台，俯瞰市景和一望無際的安大略湖，亦或通過可以直接望到腳下街道的透明的玻璃

地板感受令人心跳的觀景體驗。尋求極限挑戰的遊客還可以自費體驗更加驚心刺激的世界最高

的全環狀、無扶手的邊緣漫步。站在塔頂，穿過巨大不透明的玻璃地板欣賞全景。下午途徑多

倫多市政廳，獨特的現代弧形結構無論是在建築上還是在重要性上都是獨一無二的。遊客還將

有機會乘坐安大略湖遊輪，從另一個角度遊覽多倫多及周邊的景色和迷人的安大略湖景。到了

晚上，前往歷史悠久的唐人街享用晚餐。位於多倫多市下城區，是北美最大、最好的唐人街之

一，擁有悠久的歷史，可追溯至 1878 年。大量的餐廳、有軌電車、異國情調的商品為這裡增

添了無與倫比的情調。 

酒店：Travelodge Toronto East/Quality Hotel & Suites Airport East 或同級 

 

第 4 天 多倫多–千島-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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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



的浪漫景點博爾特城堡，由百萬富翁喬治.博爾特在 19 世紀 90 年代為其愛妻—露易絲建造。

而後遊覽―世界上最短的國際橋‖(一座小型人行橋)連接美加之間的兩座島嶼。 

在返程之前，可購買免稅商品。 

酒店：Comfort Inn, Days Inn, Sleep Inn 或同級 

 

 第 5 天 紐約市区遊览 - 家园 

您知道開國元勳華盛頓是在華爾街上紐約股票交易所對面的聯邦大廳宣誓就職的嗎？首先

我們將會來到世界金融區—華爾街 。途經紐約三一教堂，與華爾街銅牛拍照留念。您知道

紐約人當年用一年零 45天就建造起來的帝國大廈，把―世界第一高‖的頭銜足足保持了 42

個年頭嗎？接下來前往紐約的地標建築，雄踞世界最高樓歷史紀錄近 40 年之久的帝國大

廈。登頂帝國大廈，漫步觀景台，仿佛置身於眾多著名電影場景裡，將整個曼哈頓全景盡

收眼底。我們的市區遊，不但要徜徉華爾街，攀登大帝國，還要在哈德遜河遊船上與自由

女神面對面！乘坐自由女神觀光遊船，自由女神高舉火炬，將光明帶給七大洲、四大洋，

象徵著美國人民爭取自由的崇高理想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追求。與自由女神合影，同時

欣賞哈德遜河兩岸的風光。我們也會來到時代廣場，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體驗 ―世界的

十字路口‖的喧囂與繁華。入內探索可承載七十多架戰機的無畏號航空母艦，並參觀人類

里程碑協和號超音速客機。途經第五大道，洛克菲勒中心，世貿遺址…… 如果時間允許，

我們將加遊大都會博物館、杜莎夫人蠟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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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 Cit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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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每人每天$10），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門票費用 Attraction Admission Price 成人 
老人 

(65+) 

兒童 

(3-12) 

康寧中心+熱 玻 璃 秀 Corning Glass 

Museum 
$19.50  $16.60(55+)  免費(17 歲以下) 

沃特金斯峽穀 Watkins Glen *夏季 $10.00 $10.00 $8.00 

觀瀑船-美境 Maid of the Mist $18.25 $18.25 

$10.65(6–12) 

FREE  

(5 and Under) 

瀑布電影-加境 IMAX Movie-Canada **根據

實際情況，導遊安排美境或加境 

$15.00 $15.00 $11.00(6-12) 

觀瀑船-加境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 

Canada 

**根據實際情況，導遊安排美境或加境 

$29.32 

($25.95+Tax) 

$29.32 

($25.95+Tax) 

$18.02(5-12) 

($15.95+Tax)  

觀瀑塔  Skylon Tower $14.63 $14.63 $9.00 

安大略湖遊船 Mariposa Toronto Harbour 

Cruise *夏季 

$27.00 

 
$27.00 $17.00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40.68 $35.03 $29.00 

雷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冬季 

$35.00 

($30.98+Tax) 

$23.50 

($20.98+Tax) 

$11.00/(3-5) 

($9.98+Tax)； 

$23.50/(6-13) 

($19.98+Tax) 

加拿大-千島遊船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夏季 
$27 $24.75 $13.25 

卡薩羅馬皇家古堡 Casa Loma *冬季 $30.00 $25.00 
$20.00(4-13) 

Free(3 and Under) 

觀瀑塔旋轉餐廳午餐（含登塔費用）Skylon 

Tower Lunch  

$44.75 

($35.5+Tax+T

ips)  

$44.75 

($35.5+Tax+T

ips)  

$39 

($30.5+Tax+Tips)  

多倫多海鮮晚餐 Toronto Seafood Dinner $30..00 $30.00 $30.00 

千島早餐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Breakfast $11.50 $11.50 $9.50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4.00  
$31.00

（62+）  

$27.00                       

（5 歲及以下免

費）  

自由女神環島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5-12）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25.00 $25.00 $23.00 

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25.00  $17.00  FREE(under 12) 

**紐約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1. 上例門票價錢只供參考, 門票價錢會因季節而作出變動, 並不另行通知。如有更改，以當時實地價格為准。 

2. 帶*的景點季節性開放 

3. 帶**為如時間允許參觀的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