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爾+魁北克市 3 日遊
團號
出發日期
售價

QB3
5/25；6/14；7/4；7/19；8/9；8/23；8/31；9/20；10/12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215

$0

$108

$315

行程特色
1.

“東方小巴黎”蒙特利爾：參觀奧運斜塔、巴黎聖母院姊妹篇--聖母大教堂，老城區感受法國風情。

2.

參觀芳堤娜城堡，漫步于魁北克歷史區，感受 400 年的法蘭西芳香，古典、優雅。

3.

美東大峽領略岩壁間歲月痕跡，風景如畫。

上車地點和時間：請提前 15 分鐘抵達上車地點以便與工作人員登記。
出發時間

出發地點

地址

6:45AM

Flushing，NY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敦城海鮮酒家門前)

7:00AM

Brooklyn，NY

8:00AM

Manhattan

87 Bowery,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頓-唐人街)

8:15AM

Jersey City, NJ

125 Eighteen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Acme market 門前)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門前)
（只接不送）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Voi Salon & Spa門前)
7:00AM

East Brunswick, NJ

（接/送：5/25-9/3/2019 出發）
(4/1~5/24 & 9/4~10/31/2019 出發, 只接不送)

行程介紹
紐約 - 奧本尼 - 蒙特利爾

第一天

參考酒店：Best Western Plus Hotel Universal Drummondville/Hotel Gouverneur TroisRivieres 或 同級

早上驅車前往紐約北部,一路領略卡茨基爾山區的怡人風光，途徑紐約州府奧爾巴尼。隨後前往法裔加拿
大人自認的首都 – 蒙特利爾。這裡曾經舉辦過 1976 年的夏季奧運會，這個城市還有非常宏觀的建築，
聖母大教堂設計類似於聞名遐邇的巴黎聖母院,內部裝潢精細考究,都是在名貴稀罕的木材上雕刻而成。聖

約瑟大教堂是羅馬天主教徒朝聖膜拜的主要地方,屢有朝聖者拾級而上,亦步亦趨,一級階梯一次祈禱,虔誠
忠心。而老城區更是不容錯過。
行程安排：
紐約 → 蒙特利爾 → 蒙特利爾斜塔觀景台（自費，60 分鐘）→ 聖母大教堂 → 老城區 →蒙特利爾傳統法
式晚餐(自費，60 分鐘)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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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魁北克

第二天

參考酒店：Best Western Plus Hotel Universal Drummondville/Hotel Gouverneur TroisRivieres 或 同級

早上前往魁北克,遊覽老魁北克的歷史區。它可是被教科文組織收錄在歷史文化遺產名錄之中。作為歷史
文化名城,一路走來,名勝不鮮,歐式的聖路易士門,聖勞倫斯河畔的芳堤娜城堡。返回蒙特利爾, 於老城區或
鄰近中國城享用傳統法餐。
行程安排：
酒店 → 魁北克 → 魁北克古堡 (自費，90 分鐘) → 芳堤娜城堡 (90 分鐘, 包含自由活動和用餐時間) →
蒙特倫西水晶瀑布 (自費，60 分鐘) → 蒙特利爾 → 酒店
行程中途經：魁北克聖路易士門
魁北克古堡 La Citadelle
魁北克城堡是加拿大君主和加拿大總督的二級官邸。它位於 Cap Diamant 上，毗鄰魁北克省魁北克市的亞
伯拉罕平原，是加拿大最古老的軍事建築，也是魁北克城的防禦工事的一部分，魁北克城是北美僅有的仍

然被防禦工事包圍的兩個城市之一，另一個城市是墨西哥坎佩切。古堡是加拿大魁北克國家歷史遺址的一
部分。古堡位於舊魁北克歷史區內，該區於 1985 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每年接待約 200,000 名訪客。
芳堤娜古堡酒店 Chateau Frontenac
矗立在岬角峭壁上的巨大城堡－芳提納克城堡飯店，是上城中最醒目的地標。這座豪華的飯店，外觀十分
雄偉，有著青銅色的屋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拿大總理麥肯奇、英國首相邱吉爾及美國總統羅斯福等
盟國領袖，曾在此討論諾曼第登陸計畫，並召開聯軍會議。
蒙特倫西瀑布 Montmorency Falls
蒙特莫倫西瀑布素有水晶瀑布的美稱，瀑布的聲勢非常之浩大，因為它落差有 83 米，是尼亞加拉瀑布的
1.5 倍，大量的水從峭立的懸崖傾瀉直落聖羅倫斯河，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氣勢相當雄偉。

第三天

美東大峽谷 - 紐約

早上停留加拿大免稅店後過境返程美國，領略風景如畫的美東大峽，這裡經過 50 億年來風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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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結束返回紐約市。
行程安排：
停留加拿大免稅店後過境 → 美東大峽谷（自費，75 分鐘）→ 紐約
備註：
1.

冬季受寒冷天氣和路面結冰的影響，出於安全考慮，本公司有權取消該景點或改為神秘洞（自

費，60 分鐘）。
美東大峽谷 Ausable Chasm
風景如畫的美東大峽谷，峽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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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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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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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

兒童

（65 歲+）

（3-12 歲）

$32.75

$29.50

$16.25 (5-17)

$14.00

$14.00

$8.50

$19.60

$19.60

$11.00

魁北克古堡 La Citadelle

$16.00

$13.00

$6.00 (11-17)

神秘洞 Secret Caverns

$18.00

$18.00

$10.00 (6-10)

景點

成人

奧林匹克公園（含觀景台+體育館專業導
遊解說） Parc Olympique
(Observatory + Guided tour)
蒙特倫西瀑布（含停車費）
Montmorency Falls （Including
Parking fee）
東岸大峽谷（徒步步道） Ausable
Chasm （Trail Only）

Price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seasonal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