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羅德島+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蒙特利爾+千島 7 日遊
（波士頓接機）
團號
出發日期

BAPTR7R
周六，周日，周二，周三（5/25 - 9/12）
周二，周三（9/13 - 10/17）

售價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650/人

$0

$465

$975

行程特色
1. 走進世界頂尖學府：哈佛，麻省理工，耶魯大學。
2. 瀑布當晚入住瀑布景區酒店，與瀑布“比鄰而居”。無憂欣賞無敵瀑布日景與夜景。
3. 從美境和加境兩個角度觀賞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尼亞加拉大瀑布。
4. 天龍塔上享用西餐的同時欣賞瀑布美境。
5. 登上多倫多地標建築 -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6. 安大略湖遊船感受多倫多迷人景色。
7. 乘坐千島湖開啟浪漫千島之旅。
8. 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參觀宏偉的議會大廈。
9. 邂逅浪漫法語之城“東方小巴黎”蒙特利爾。
周三，周日出发行程顺序有所调整，如下：
第一天：家園 - 波士頓
第二天：波士頓 - 神秘洞 - 尼亞加拉瀑布
第三天：尼亞加拉瀑布 - 多倫多
第四天：多倫多 - 千島 - 渥太華 - 蒙特利爾
第五天：蒙特利爾 -波士頓
第六天：羅德島 - 耶魯大學
第七天：波士顿 – 家园

參團信息：
1. 團體免費接機波士頓羅根機場 （BOS）：9:00AM-10:00PM，可能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2.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第 2 人共收美金$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3. 唐人街上車點（88 Beach St, Boston, MA 02111）：波士頓參團客人需提供上車時間（9am - 10pm
之間），我司將安排免費接駁。

離團信息：
下車地點

下車備註

波士頓羅根機場 （BOS）

請預定 13:30 p.m.以後航班

行程介紹
家園 - 波士頓

第一天

參考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oston North Shore，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Wakefield
Boston Hotel，或 Radisson Hotel & Suites Chelmsford-Lowel 或 同級

接機信息：
1.

團體免費波士頓接機：9:00AM-10:00PM，可能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2.

個人自費接機：24 小時，隨接隨走。第 1、第 2 人共收美金$120，每增加 1 人，加美金$10。

3.

唐人街上車點（88 Beach St, Boston, MA 02111）：波士頓參團客人需提供上車時間（9am —

10pm 之間），我司將安排免費接駁。
由原居地飛往波士頓機場(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導遊在機場行李出口處（baggage claim）等候，
或在波士頓唐人街上車，然後前往酒店休息。

羅德島 - 耶魯大學

第二天

參考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oston North Shore，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Wakefield
Boston Hotel，或 Radisson Hotel & Suites Chelmsford-Lowel 或 同級

清晨前往羅德島新港市，參觀億萬富豪度假別墅 - 聽濤山莊。隨後我們將前往紐黑文市，在耶魯大學專
業本地導遊帶領下參觀耶魯大學校園。
行程安排：
羅德島 → 聽濤山莊（自費，90 分鐘）→ 紐黑文→ 耶魯大學校園（自費，60 分鐘）
備註：如因耶魯大學考試期間，只能安排導遊帶領參觀耶魯校園公開區域。
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Mansion

聽濤山莊是美國著名鐵路大亨范德比爾特的避暑山莊，山莊背靠大海，大海拍擊崖壁的浪濤聲不絕於耳，
故此得名。在這裡，可以親身感受到美國淘金時期的財富榮耀。不管是整個屋子裡的特色建築，還是那些
仿照文藝復興時期的優秀作品都是在歐洲手工製作成後由船裝運到這裡來的。
耶魯大學校 Yale University
耶魯大學始創於 1701 年，美國著名的私立大學之一，也是全美最具觀賞性校園之一，耶魯大學是憑藉其
優秀的學子創造了一個個政壇奇跡，因此耶魯大學素有“總統搖籃”之稱，如福特和克林頓都畢業於此。
我們可以在這所古老大學校園裡悠然漫步，充滿懷舊情懷的哥德式教學樓，學生的宿舍和日常生活區，舉
世聞名的耶魯圖書館。

波士頓 - 神秘洞 - 尼亞加拉瀑布

第三天

參考酒店：Econo Lodge By the Falls 或 同級
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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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安排：
波士頓 →神秘洞（自費，60 分鐘）→ 尼亞加拉瀑布燈光夜景
備註：
受日落時間及交通規定的約束，觀賞尼亞加拉瀑布夜景的完整性在某些夏夜會受到限制。

神秘洞 Secret Caverns
神秘洞形成於 38000 年前最後的冰河時期，由當時巨大的瀑布傾洩以及冰川融化而成。每當具有微酸性的
融水侵蝕岩石，坑洞就此慢慢形成。神秘洞穴裡的岩石種類大致屬於 Coeymans 石灰石，與 Silurian 時期
的 Manlius 石灰石。遊客可以通過 85 英尺的洞穴觀賞到兩個不同時期石灰石的過渡與演變。從演變過後的
石灰石中看出被淹沒和乾燥了 4 千年的古海底景觀。經過千百年的礦產運載，溶洞水已經沉澱在洞穴的牆
壁，天花板和地板上形成巨大的黃金沉澱石。當然，還有懸掛在墻壁和天花板的鐘乳石條，以及在地上的
石筍。遊客在這裡觀賞唯美的地下瀑布，別有一番景致。
尼亞加拉瀑布燈光照明夜景 Niagara Falls Illumination
夜晚的尼亞加拉瀑布以另一種姿態展現在人們面前，七種不同顏色的燈光照映在尼加拉瀑布，猶如一道亮
麗的彩虹劃過夜空，所以尼加拉瀑布的夜景也被喻為“黑夜的彩虹”，讓我們一起見証此刻。

第四天

尼亞加拉瀑布 - 多倫多

參考酒店：Travelodge by Wyndham Toronto East 或 Quality Hotel & Suites Airport East 或 同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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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X 電影（自費，45 分鐘）→ 加境號角號觀瀑船（自費，20 分鐘）→
天龍塔觀瀑，午餐（自費，100 分鐘）→ 多倫多 → 加拿大電視塔（自費，60 分鐘）→ 安大略湖遊船
（自費，45 分鐘）→ 多倫多唐人街傳統中餐（自費，60 分鐘）
行程中途經：彩虹橋（美加邊界線），多倫多市政廳
備註：
1.

天龍塔就餐期間 Ride–to–the–Top 和 Indoor/Outdoor 瀑布觀景台可免費進入。

2.

如果時間允許，我們將在多倫多加游雷普利水族館（自費，60 分鐘）。

瀑布 IMAX 電影（加境）IMAX Movie (Canada side)
電影講述瀑布的雄偉，壯觀，身臨其境，你會聽到尼亞加拉大瀑布電閃雷鳴的刺激效果，仿佛身臨其境，
而且絕對不會“濕身”，電影將場景拉回到歐洲人初登上美洲大陸時發現的自然奇跡。瞭解那些挑戰了大
瀑布的冒險者，看過本片才算是真正到過了尼加拉瀑布。
號角號觀瀑船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號角號瀑布遊船始終是尼加拉瀑布最有名的玩樂方式，穿上薄薄的藍色雨衣，搭上那艘白色的雙層遊船，
最刺激的瀑布之旅便展開了。看起來頗有歷史卻很堅固的霧中少女號，會從河岸一路勇猛地駛向瀑布，並
進入瀑布的馬蹄形中轉圈，豐沛的河水有如萬馬奔騰向你撲來，頓時船上的陌生人似乎都變成同船共渡的
淪落人，就在一片朦朧水花中，你可以親身感受瀑布的氣勢和威力。脫離暴風圈之後的霧中少女號，有如
歷劫歸來的小船，搖搖晃晃地飄向美國瀑布，天氣晴朗時，太陽光和水氣交織出又長又美的彩虹，投射在
名副其實的“彩虹大橋”前。
觀瀑天龍塔 Skylon Tower
觀瀑天龍塔可以讓遊客更好地觀看尼亞加拉瀑布的全景，是距離馬裡瀑布最近的一座塔。高達百余米。通
往塔頂瞭望台的電梯一半鑲著玻璃，可以在電梯升降的同時欣賞風景。塔里設有劇院和遊戲場所，最上層
是旋轉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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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兩人的浪漫一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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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是多倫多的標誌，也是遊客到多倫多市必看的景點。自上而下由基座、觀景台、“天空
之蓋”和天線塔 4 部分組成。電視塔最獨特之處是在觀景台所建的玻璃地面，這塊呈扇形的玻璃地面有
342 米高，幾乎讓每個嘗試踏月這塊地面的遊客都是躍躍欲試，帶著“冒險”的心情走上去挑戰自己。
安大略湖遊輪 Mariposa Toronto Harbour Cruise
多倫多的沿湖地帶視野開闊、景致迷人，沿著湖邊修建了步行道和休息場所，你可以乘坐遊船遊覽，感受
多倫多島的公共綠地和水路碼頭，皇后碼頭，多倫多島機場，海中心，CN 塔，羅傑斯中心，HTO 公園，
糖海灘，羅傑斯中心，及傳說中的直布羅陀點燈塔。
多倫多雷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加拿大雷普利水族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中心，就在著名的 CN 塔的東南方，為加拿大最大水族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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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上
即是包括鯊魚、大型的鰩與其棲息的礁湖。遊客們將在遊樂的同時受到啟發去關愛和保護珍貴的水世界。

第五天

多倫多 - 千島 - 渥太華 - 蒙特利爾
參考酒店：Travelodge by Wyndham Montreal Airport 或 同級

可前往千島，搭乘千島遊船遊覽當地風光。隨後前往加拿大的首都渥太華。在這裡我們將參觀宏偉的議
會大廈以及附近的鐘塔。然後到達蒙特利爾，它是巴黎以外的世界最大的法語城市。
行程安排：
多倫多 → 千島 →加拿大千島船 & 千島遊船早餐（自費，75 分鐘）→ 渥太華 → 加拿大國會大廈，自由
鐘塔（50 分鐘）→ 蒙特利爾 → 奧林匹克體育館 → 蒙特利爾斜塔觀景臺（自費，60 分鐘）→蒙特利爾
舊城區 & 法式晚餐（自費，90 分鐘）
備註：
1.

如果時間允許我們將搭乘雙層巴士，去遊覽美麗都市蒙特利爾更多的獨特建築，一定會讓您大飽

眼福。
加拿大千島船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安大略湖的湖水流出注入聖羅倫斯河，在聖羅倫斯河河灣有大小天然島嶼 1865 個,人工島嶼 1 個，被稱作
千島湖，又叫聖勞倫斯群島國家公園。千島湖遊船讓你領略無限的風光， 在島嶼邊上你將看到歷史遺留下
來的各種痕跡。客人可以乘坐公共的遊輪在群島間悠遊和欣賞大小不同、姿態各異、漂浮在水面的島嶼。
加拿大國會山 Parliament Hill

國會山是指以國會大廈為中心的一片區域。也是渥太華乃至整個加拿大的象徵。鐘樓上迎風飄揚的楓樹葉
國旗，渥太華河畔一系列石砌銅頂的哥德式建築物毅然矗立，象徵著加拿大民族不屈的精神。在和平塔上
還有展望台，臺上可眺望渥太華全景，塔上會於國會大樓開會期間燃起油燈。
蒙特利爾奧運斜塔 The Montreal Olympic Stadium and Tower
蒙特利爾奧林匹克公園是 1976 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的主會場，這座露天運動場以及其傾斜的塔臺己成為蒙特
利爾的一個象徵，塔高約 50 公尺(163 英寸)，是世界上第一高的斜塔，在天氣好的時候，可以遠眺 80 公里
(50 英里)開外，遊客可以搭乘纜車到塔臺的頂端，一覽無遺地欣賞市區風光和聖羅倫斯河的迷人風景。
蒙特利爾舊城區 Old Montreal
蒙特利爾古城指聖羅倫斯河北岸的舊港及其附近的一片城區，是蒙特利爾最古老的街區。透露著一股濃濃
歐洲味的蒙特利爾古城是旅客必游之景點。古城內的教堂、富歐洲特色的古老石砌房屋，似乎借季節的轉
化，在續續細說它這幾百年來所見到的人事變遷。空氣中蕩漾的是文化氣息和小資情調！
蒙特利爾 -波士頓

第六天

參考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Boston North Shore，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Wakefield
Boston Hotel，或 Radisson Hotel & Suites Chelmsford-Lowel 或 同級

清晨停留加拿大免稅店後過境回到美國，上午我們將經過 50 億年形成的美東大峽穀。穿梭崖壁間恍若
另一個世界。約傍晚時分返回波士頓。
行程安排：
加拿大免稅店 → 美境 → 美東大峽穀（自費，75 分鐘）→ 波士頓
美東大峽穀 Ausable Chasm
風景如畫的美東大峽穀，峽穀於 50 億年前開始被風蝕，水沖，積澱，才打磨 出今天的曠世奇景。幾百英
尺之下的 谷底天然石塊鋪就，漫步其上，穿梭崖壁間，恍若另一世界。它到目前為止吸引了 1000 萬餘遊
客。

第七天

波士頓 – 家園

劍橋市是世界知名學府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所在地，留影於聞名世界的謊言雕像－哈佛雕像和麻省理工
學院主教學樓。而與之接讓的波士頓是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最大城
市。乘坐觀港船，從水上瀏覽不一樣的波士頓港。並在昆西市場感受波士頓古老的文化遺產，購買紀念
品與品嘗地道美食。當日不能錯過著名的波士頓蛤蜊濃湯。

行程安排：
劍橋市 → 哈佛大學校園遊覽（50 分鐘）→ 麻省理工學院（外觀，15 分鐘）→ 波士頓市區觀光 → 波
士頓觀港船（自費，60 分鐘）→ 昆西市場（50 分鐘）→ 送機
行程中途經：波士頓三一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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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學校園 Harvard Campus
坐落在波士頓劍橋鎮的哈佛大學是美國歷史上最悠久的高等學府，也是一所在世界上最富有影響力的學校
之一。建校至今，哈佛大學已培養出八位美國總統和數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全球諾貝爾獎得主最多的
學校。此外，中國近代的作家和學者林語堂、梁思成也畢業於此。
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麻省理工學院位於劍橋市的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是全
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驅領導大學。領略全美頂尖理工院校的魅力。
波士頓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從水上遊覽波士頓，見證這裡的歷史，人物，遺址，故事以及其他的許許多多 - 波士頓擁有著這一切。波
士頓港是西半球最古老的不斷活躍的海港。在歐洲人到達四千年之前，土著人民將麻塞諸塞州灣作為繁忙
的交易區域。歐洲麻塞諸塞灣殖民地建成後，海港成為主要的商業中心。波士頓港郵船向乘客展現了這樣
一個迷人的城市。徜徉于平靜的港灣, 極目遠眺，城市的建築物在天空的映襯下挺拔壯闊。
波士頓昆西市場 Quincy Market
昆西市場是波士頓著名的旅遊景點和購物景點。1822 年波士頓的商業活動超出了法納爾大廳所能負荷的極
限，向外擴張進而形成了如今昆西市場。昆西市場的特色在於其獨特的羅馬式建築風格，大型圓柱和標誌
性的三角式的屋頂、前後門的經典羅馬雕刻大門以及花崗岩建材與現代美式風格的矩形玻璃，成功地將古
典美與現代美合二為一。市場旁邊兩座建築分別叫南市和北市，薈萃了各種小商店，在這裡絕對可以淘到
各種波士頓小紀念品。

參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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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買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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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行程中巴士費用以及住宿;
2. 費用不含餐費，景點門票費，服務費 ($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質費用（如酒店電話費，洗衣費等）。
巴士團自費項目一覽表
景點
波士頓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哈佛大學校園遊 Harvard Campus
Tour
耶魯大學校園遊 Yale University InDepth Campus Tour
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Mansion
神秘洞 Secret Caverns
號角號觀瀑船+公園許可證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加境瀑布 IMAX 電影 IMAX Movie
(Canada side)
天龍觀瀑塔 Skylon Tower
觀瀑塔旋轉餐廳（登塔+午餐） Skylon
Tower+Lunch
多倫多雷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安大略湖遊船 Mariposa Toronto
Harbour Cruise
多倫多海鮮晚餐 (TR3&TR4) Toronto
Seafood Dinner
加境千島遊船早餐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Breakfast
加境千島遊船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老人

兒童

（65 歲+）

（3-12 歲）

$22.00

$20.00

$17.00(3-11)

$12.00

$12.00

$12.00

$11.00

$11.00

$7.00

$24.00

$24.00

$8.00 (6-17)

$18.00

$18.00

$30.00

$30.00

$19.00(5-12)

$15.00

$15.00

$11.00 (6-12)

$16.00

$16.00

$10.20(4-12)

$45.00

$45.00

$39.00

$39.55

$27.40

$43.00

$38.50

$31.50（4-12）

$28.00

$28.00

$18.00(5-15)

$30

$30

$27

($25+Tax+Tips)

($25+Tax+Tips)

($22+Tax+Tips)

$11.50

$11.50

$9.50

$28.00

$24.75

$13.25（3-11）

成人

$10
(6-10)

$27.4/(6-13)
$13.56/(3-5)

蒙特利爾奧運斜塔觀景台 The Montreal
Tower Observatory
蒙特利爾雙層觀光巴士 Double Decker
Montreal
東岸大峽谷（徒步步道） Ausable
Chasm （Trail Only）
蒙特利爾法國餐 French Dinner

$23.25

$21.00

$11.50 (5-17)

$30.00

$30.00

$25.00

$19.60

$19.60

$11.00

$37.00

$37.00

$30.00

Price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seasonal change without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