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千島 3 日遊 
 

參團信息： 

團號 TR3 

出發日期 

1) 週五 (1/1-2/28/2019) 

2) 週一，週五 (3/1-4/30/2019; 11/1-12/31/2019) 

3) 週一，週三，週五 (5/1-10/31/2019) 

4) 2019 節日加開：5/25；7/4；8/31；10/5 

售價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單人房 

 $188/人 $0 $138 $288 

**溫馨提示：由於涉及加拿大行程，需攜帶美國護照或本國護照及綠卡。無美國護照及綠卡者，需持本國有效

護照及美國加拿大有效簽證。 

 

行程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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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龍塔上享用西餐的同時欣賞瀑布美境。 

• 登上多倫多地標建築--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 安大略湖遊船感受多倫多迷人景色。 

 

 

出發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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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HSBC Bank 門前)  

（只接不送） 

8:00AM Manhattan, NY 69 Chrystie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頓-唐人街) 

7:00AM East Brunswick, NJ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Voi Salon & Spa門前) 

（接/送：5/25-9/3/2019 出發） 

（4/1~5/24 & 9/4~10/31/2019 出發, 只接不送） 

8:15AM Jersey City, NJ 125 Eighteen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Acme market 門前) 

8:45AM Parsippany, NJ 828 US-46, Parsippany, NJ 07054 (Top Quality Food market 門前) 

 



特殊說明：       

East Brunswick, NJ 7:00AM 上車點 (5/25~9/3/2019 期間) 接/送安排: 

接人安排：接駁巴士 7:00AM 從“253 NJ-18, East  Brunswick , NJ 08816”接客人送至 Jersey City-

Acme Market. 

回程安排：行程結束當天，East Brunswick 下車的客人將先送到曼哈頓-唐人街（87 Bowery , New 

York )集合，在那裡等待接駁車輛返回 East Brunswick。由於各行程返程時間有所不同，接駁車出發前往

East Brunswick 的時間需視乎當日所有行程返程情況而定， 請於接駁點耐心等候。(*備註：由於 East 

Brunswick 接駁巴士位置有限，East Brunswick 下車只限于該上車點 6:30AM & 7:00AM 時段參團的客

人。)         

 

行程介紹 
 

第一天 
(冬季) 紐約–神秘洞穴-尼亞加拉瀑布夜景 / (夏季) 紐約-沃特金斯峽谷-尼亞加拉瀑布夜景 

參考酒店：Universal Inn/Day Inn 或同級 

 

從紐約出發，在前往尼亞加拉大瀑布途中會安排活動，之後抵達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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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以沃特金斯峽谷開放開始） 

紐約出發 →沃特金斯峽谷（自費，60 分鐘）→ 尼亞加拉瀑布燈光夜景 

備註： 

1. 沃特金斯峽谷開放開始，一般為 4 月底至 11 月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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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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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沃特金斯遊覽可能受天氣情況的限制。如遇天氣影響，將前往康寧玻璃中心（自費，75 分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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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 1 天可能住多倫多地區酒店，視行程具體情況而定。 

 

（冬季：以沃特金斯峽谷關閉開始） 

紐約出發 → 神秘洞 （自費，60 分鐘）→ 尼亞加拉瀑布燈光夜景 

備註： 

1. 冬季受寒冷天氣和路面結冰的影響，神秘洞有可能在個別出發日期關閉。 

2. 第 1 天可能住多倫多地區酒店，視行程具體情況而定。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沃特金斯峽谷位於美國的紐約州五指湖地區，這裡屬於層積岩地質，受冰川和溪流的侵蝕，形成了奇特的

地貌。沿著約兩英里的峽谷小徑共有 19 掛瀑布。這裡有優良的爬山步道，可以近距離欣賞的瀑布，令人賞

心悅目的自然風景，為遊客提供了絕佳的拍照勝地，被譽為“千年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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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以及冰川融化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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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懸掛在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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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寧玻璃中心 Corning Glass Museum 

享譽中外的康寧玻璃中心位於紐約上州的一個別具格調、古色古香的小城康寧。別看它城市規模不大，卻

是美國玻璃工業的中心。康寧的玻璃丶瓷器在美國的地位就像景德鎮瓷器在中國的地位一樣，在世界上也

是聞名遐邇的。康寧玻璃中心可以說是魔幻的玻璃世界。康寧玻璃中心約有 10 萬件左右的玻璃精品及藝術

雕刻玻璃展示，這些精緻的玻璃製品，或七彩燦爛，或晶瑩剔透，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玻璃中心既

是一所玻璃博物館，又是玻璃強化和玻璃器皿、工藝品的製作工廠,還是一所商店，出售玻璃，水晶製品，

如太陽鏡、項鍊、別針等。 

 

 尼亞加拉瀑布燈光夜景 Niagara Falls Illumination 

七種不同顏色的燈光照映在尼亞加拉瀑布，猶如一道亮麗的彩虹劃過夜空，所以尼亞加拉瀑布的夜景也被

喻為“黑夜的彩虹”。 

 

第二天 
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 

參考酒店：Travelodge Toronto East/Quality Hotel & Suites Airport East 或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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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由安大略湖遊船開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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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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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瀑布船通常開放時間為 4 月底-11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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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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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冬季 (11 月-3 月期間), 第 2 晚酒店將安排在美境瀑布地區：參考酒店：Days Inn at the 

fall/Quality Inn (U.S side) 或同等 

 

（冬季：由安大略湖遊船關閉開始）  

加境 IMAX 電影（自費，45 分鐘）→ 天龍塔觀瀑，午餐（自費，100 分鐘）→ CN 塔（自費，60 分

鐘）→ 雷普利水族館（自費，60 分鐘）→ 卡薩羅馬皇家古堡（自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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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 (11 月-3 月期間), 第 2 晚酒店將安排在美境瀑布地區：參考酒店：Days Inn at the 

fall/Quality Inn (U.S side) 或同等 

 

 加境 IMAX 電影 IMAX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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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龍觀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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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距離馬里瀑布最近的一座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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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境號角號觀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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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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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大略湖遊船 Mariposa Toronto 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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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加拿大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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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薩羅馬皇家古堡 Casa Loma 

位於高處俯瞰著多倫多市，是一座具有百年歷史的並擁有 98 所房間的城堡，是夢幻般建築的代表，仿佛帶

你回到愛德華時代。你可以靜悄悄地穿過蜿蜒曲折、延伸到城堡各處的秘密通道，參觀刻有時代印記的裝

飾精美的房間，尋訪沉澱了百年的傳奇記憶；也可以走上塔樓欣賞多倫多迷人的獨特風景。眾多好萊塢電

影曾在這裡取景，很多慈善活動和上流社會的派對時常也會在這裡舉辦。一樓的大廳天花板是美麗的石膏

和精緻的雕花，從伊莉莎白時代的宮殿獲取靈感而建。 

 

 

第三天 (冬季)酒店–尼亞加拉瀑布深度游-康寧-紐約 / (夏季)多倫多-千島-紐約 

 

夏季行程：千島（加境）– 紐約 

（以加境千島遊船開放開始，一般為 4 月底至 11 月初） 

多倫多 → 千島 → 加拿大千島船 & 千島遊船午餐（自費，75 分鐘）→ 停留免稅店 → 紐約 

 

冬季行程：尼亞加拉深度游 – 康寧 – 紐約 

（以加境千島遊船關閉開始，一般為 11 月初至次年 4 月底） 

尼亞加拉深度遊（自費，120 分鐘，包含漩渦公園和尼亞加拉戰爭古堡）→ 康寧玻璃中心（自費，75 分

鐘）→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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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亞加拉深度遊 Niagara In-depth Tour 

這個既壯觀又有歷史價值的升級行程包括了兩個景點：澎湃的漩渦公園和美國的歷史地標—戰爭古堡。尼

亞加拉漩渦深 125 英尺，它在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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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獨立以前已經存在於安大略湖通往伊利湖的尼亞加拉河河口，所以

它在當時的印第安和法國的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和英美戰爭中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背後就是

一望無際的美國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 

 

 康寧玻璃中心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享譽中外的康寧玻璃中心位於紐約上州的一個別具格調、古色古香的小城康寧。別看它城市規模不大，卻

是美國玻璃工業的中心。康寧的玻璃丶瓷器在美國的地位就像景德鎮瓷器在中國的地位一樣，在世界上也

是聞名遐邇的。康寧玻璃中心可以說是魔幻的玻璃世界。康寧玻璃中心約有 10 萬件左右的玻璃精品及藝術

雕刻玻璃展示，這些精緻的玻璃製品，或七彩燦爛，或晶瑩剔透，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玻璃中心既

是一所玻璃博物館，又是玻璃強化和玻璃器皿、工藝品的製作工廠,還是一所商店，出售玻璃，水晶製品，

如太陽鏡、項鍊、別針等。 

 

參團說明 
景點說明:  

• 可能會調換第 1 天和第 3 天的行程，視實際情況而定； 

• 行程中所列景點，參訪的先後順序或因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 如遇景點、節假日休息（關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行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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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自費項目一覽表/ Admission Ticket List 

項目 Attraction 大人 Adult 
老人 Senior 

(65+) 

兒童 Child 

(3-12 歲) 
康寧玻璃中心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20.00 (55+)  $17.00 (17 岁以下)  免费 



沃特金斯峽谷州立公園 （季節性）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Seasonal） 
$10.00  $10.00  $8.00  

瀑布 IMAX 電影（加境） 

IMAX Movie (Canada side) 
$15.00  $15.00  $11.00 (6-12) 

天龍塔  

Skylon Tower 
$16.00  $16.00  $10.20(4-12) 

觀瀑塔旋轉餐廳（登塔+午餐） 

Skylon Tower+Lunch 
$45.00  $45.00  $39.00  

號角號觀瀑船 （加境）+公園許可證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Park Permit 
$30.00  $30.00  $19.00(5-12)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43.00  $38.50  $31.50（4-12） 

卡薩羅馬皇家古堡  

Casa Loma 
$30.00  $25.00  $20.00 (4-13) 

多倫多雷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39.55  $27.40  

$27.4/(6-13) 

$13.56/(3-5) 
安大略湖遊船  

Mariposa Toronto Harbour Cruise 
$28.00  $28.00  $18.00(5-15)  

加境千島遊船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28.00  $24.75  $13.25（3-11） 

加境千島遊船午餐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Breakfast 
$11.50  $11.50  $9.50  

神秘洞 

Secret Caverns 
$18.00  $18.00  

$10 

(6-10) 
多倫多海鮮晚餐 (TR3&TR4) 

Toronto Seafood Dinner  (TR3&TR4) 
$30.00  $30.00  $27.00  

尼亞加拉深度遊 

Niagara  In-Depth Tour (Old Fort Niagara 

Ticket Included) 
$25.00  $22.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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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