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加拿大豪华9天游
洛纽约/费城/华盛顿/康宁中心/尼加拉大瀑布/多伦多/
千岛/渥太华/蒙特利尔/魁北克/波士顿

$1800起/人 每周二/五出发

价格
- 成人：NZD1800起每位成人（双人房）
- 第三/四位成人：NZD650起
(需与两位成人合住一房，不加床。）
- 单房差：NZD830

第一天：奥克兰/纽约
由奥克兰飞往纽约市, 于机场会合送往酒店休息｡于早上8:30分
前抵达JFK及LGA集合地点者，导游将带领半天法拉盛皇后区
市内游, 皇后区内的唐人街是纽约最好的唐人街之一兼最好的
韩国人聚居地, 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饭店，是体验纽约亚裔文化
的最佳地之一。你也将会经过皇后区图书馆法拉盛分馆，这座
蓝绿色的玻璃建筑是这繁忙都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约于下午
3:00, 送返酒店休息) 晚上可参加自费活动-纽约市夜游*, 欣赏
曼哈顿的迷人夜景（若可成团）｡
酒店：Doubletree/Hyatt/Sheraton/Crowne Plaza或同级

第二天：纽约市 - “奥特莱斯”血拼
驱车从酒店出发前往纽约最大的名牌购物直销大卖场
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 此名牌大卖场位于
纽约上州最大、拥有最多特价名牌的直销中心。场内拥有230
多家品牌店供您选购。您可以在其中尽享购物乐趣。于下午
5:00从大卖场离开送回酒店休息。
酒店：Doubletree/Hyatt/Sheraton/Crowne Plaza或同级

第三天：纽约市区游
酒店出发, 抵达曼哈顿｡参观华尔街, 纽约证劵交易所, 然后搭乘
曼哈顿游轮*，沿哈德逊河欣赏纽约独特的摩天楼群，远眺自
由女神岛｡登岸后，参观位于河畔的航空母舰及海空博物馆*,
然后参观闻名于世之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上百万件价值连城的
珍贵艺术品｡继而前往洛克菲勒中心，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再登
上世贸中心一号大楼，高空鸟瞰曼哈顿，帝国大厦和联合国大
厦等｡随后参观造价40亿美元的飞鸟车站，建于世贸大楼两个
纪念水池后抵达世界闻名的时报广场以及总体蜡像馆, 与馆内
栩栩如生的政客拍照留念｡晚饭后驱车返回酒店｡
酒店:Doubletree/Hyatt/Sheraton/Crowne Plaza或同级

第四天：纽约 - 费城 - 华盛顿DC
早上出发前往古都费城｡ 参观美国宣读独立宣言的独立宫, 旧
国会大厦, 自由钟纪念馆. 然后南下抵达美国首都- 游览华盛顿
特区，白宫, 国会山庄｡随后再参观，林肯纪念堂, 越战纪念碑,
韩战纪念广场｡
酒店 : Hilton/Radisson/Crowne Plaza/Four Points或同级

第五天: 华盛顿- 康宁中心– 尼加拉大瀑布
早上经宾州首府哈里斯堡北上，下午参观世界500强企业的总
部-康宁玻璃中心, 参观博物馆内由古至今的玻璃艺术珍品｡ 傍
晚抵达尼加拉瀑布区，晚上送至酒店休息｡
酒店 :Adams Mark/Holiday Inn Hotel 或同级

0800 287 888

www.kiwiyou.co.nz

第六天: 美国-加拿大- 尼加拉大瀑布- 多伦多
早上前往加境, 于尼加拉瀑布区漫步，拍照留念｡早上瀑布的雄
伟景观和夜景时的七彩璀灿, 同样令人神往; 但见马蹄瀑布急流
而下，加上美国瀑布及新娘面纱瀑布，一泻千钧，其摄人的气
居高临下的瀑布景观, 又是另一番景象｡观看大萤幕电影*，认
识更多瀑布歴史及事迹｡四月至十月可乘“雾中少女号”*直闯
瀑布震撼地带，亲身体验那份尤如万马奔腾的磅礡气势｡午餐
后前往多伦多，展开市区游, 参观全美洲最高的CN高塔，俯瞰
市容，走在塔上的玻璃地板上令你似是踏在空气上｡再游览雷
普利水族馆，这是多伦多排名第一的景点，里面的海底隧道无
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流连忘返。夜宿多伦多。
酒店 : Crowne Plaza/Radisson Toronto East 或 同级

第七天: 多伦多- 千岛- 渥太华- 蒙特利尔
清早出发, 前往千岛，在圣罗兰河上搭乘千岛游船*（夏季），
饱览美加富豪的渡假天堂，风景秀丽的胜地｡ 然后前往加拿大
首都渥太华，游览气派非凡的国会大厦, 立国百周年火焰水池｡
再转至总督府，这个文化遗产, 是加国总督的官邸和工作场所｡
继而前往有“北美小巴黎”之称的法语城市蒙特利尔，途经世
界第二大的圆顶教堂~ 圣约瑟大教堂，由具有宗教医治神能的
安德鲁教士半个世纪多前所建立｡然后到皇家山顶观景站，俯
瞰蒙巿风光，远眺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场｡ 继而前赴市内老城区
游览；晚饭后送至酒店休息｡
酒店 : Holiday Inn / Gouverneur Hotel 或同级

第八天: 蒙特利尔- 魁北克- 波士顿（美国）
早上前往充满法国情调的魁北克市, 游览古城墙, 刘易斯广场,
皇家古堡*，百年栈道，石板街，国会大厦，一一印证这个经
历世纪转动的城市｡ 品尝特色法国餐*后驱车前往被誉为自由
摇篮的波士顿市｡晚饭可自费享用著名波士顿龙虾大餐*｡
酒店:Holiday Inn/ Wyndham Boston Hotel或同级

第九天: 波士顿-纽约-奥克兰
早上游览文化名城波士顿,参观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
学院,再前往州府金顶大楼及波士顿民众公园｡继而乘坐波士顿
海湾游船，游经无敌号军舰,欣赏波士顿海湾景色及聆听波士
顿的历史｡然后前往昆西市场,自由购物及品尝传统美食或观赏
街头艺人表演｡中午结束行程,送往波士顿机场,或可在纽约机场
登机, 结束愉快之旅｡
※请订下午3:00后班机离开波士顿
※请订下午8:30后班机离开纽约

奥克兰总店
北岸Northcote分店
北岸Rosedale分店
西区Mt Albert分店

09 375 1717
09 418 5188
09 479 9588
09 845 6679

费用包含
1. 全程交通接送
2. 景点门票：新世贸大楼;总统蜡像馆;大都会博物馆；康
宁玻璃中心；波士顿海湾游船;加拿大多伦多CN塔；雷普
利水族馆
3. 专业华语导游
4. 酒店住宿
5. 接送机服务（如提前到达或延后离开纽约的客人，不
含接送机服务，需自行安排交通）
6. 蓝色字体景点

费用不包括
1. 不含机票、门票、船票及早午晚三餐
2. 司机与导游的小费，建议每人每天USD$10
3. 个人消费
4. 美国及加拿大签证
5. 自费项目
◎ 有关于自费行程，请参阅：(成人/孩童)红色字体不包含
在团费内
· 纽约市夜游 US25/US25
· 曼哈顿游船 US35/US24
· 无畏号海空博物馆 US33/US24
· 瀑布游船-雾中少女号 US18.25/US10.65
· 瀑布电影 US12/US8
· 尼亚加拉大瀑布观光高塔 US40/US29
· 千岛游船（夏季）US27/US19
· 瀑布深度游 US25/US15
· 皇家古堡 US24/US24
· 波士顿龙虾餐 US32/US32
*以上费用如有更动、以当地为主，报名时请再次确认

注意事项
1.即使团员已携带有效的旅游证件﹐但如遭海关或移民局
人员拒绝。
入境美国或加拿大﹐恕本公司无法及不会负担任何责任或
费用｡所付团费亦不会发还。
2.严禁使用任何景点门票代
用卷，否则每名乘客缴交
USD$85附加费。

订金
1. 确认报名，请缴交全部
团款。
2. 出发前45-31天(含当天)
取消此团，扣除全部团费
的50%。
3. 出发前14天取消此团，
团费将无法退款。

东区Howick分店

09 535 2809

惠灵顿图书馆分店

04 499 9668

东区East Tamaki店

09 265 1888

惠灵顿Lower Hutt分店

04 566 0205

东区Highland Park店 09 535 8588

基督城Christchurch分店 03 365 6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