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upervacation.ca

暢遊美東
紐約
費城
華盛頓DC
波士頓

3/1/2019 - 2/29/2020

紐約 出發

NEW YORK DEPART

美東 6至7天
美加東 8至9天
美加東
U.S.

EAST COAST 6 - 7 DAYS
U.S. CANADA EAST COAST 8 - 9 DAYS

團費(加幣每位)

團號

第一、二位

美加東豪華˙購物九天*

ECA09S

1021

美加東豪華八天

ECA08

920

美東深度七天

ECN07

762

美東豪華˙購物七天*

EC07S

762

EC06

662

美東豪華六天

單人房

*

買二送二
(送完即止)
(送完即止)

出發日期

1373

逢週二、五

1238

逢週三、六

1045

逢週二、五

1045

逢週二、五

896

逢週三、六

ECA08 / ECA09S
美加東八/九天豪華遊
暢遊美國加拿大兩地名城－紐約、費城、尼亞加
拉大瀑布、渥太華、波士頓、奧特萊斯購物*等
全天遊覽紐約重點推介景點
遊遍美加兩地著名歷史名蹟，一窺令人驚嘆的大
自然優美風景
ECA08 - 第1天
ECA09S - 第1天

ECA08 - 第5天
ECA09S - 第6天

家園 - 大蘋果紐約市

由原居地飛往紐約，抵達後與導遊會合。於 8:30am前抵達
JFK/LGA機場的團友，導游將帶領前往法拉盛皇后區，自由
活動及用膳。下午回酒店休息。
酒店： Woodbridge at Metropark / Hilton East Brunswick 或同級

7

3

8

美國 - 加拿大 - 尼亞加拉大瀑布 多倫多

早上前往加拿大，於尼亞加拉瀑布區漫步，拍照留念。早
上瀑布的雄偉景觀和夜景時的七彩璀燦，同樣令人神往。
觀看大屏幕電影，認識更多瀑布歷史及事蹟。可乘“霧中
少女號”(4-10月)直闖瀑布震撼地帶，親身體驗那份尤如萬
馬奔騰的磅礡氣勢。午餐後前往多倫多，展開市區遊，參
ECA09S - 第2天 紐約市 -“奧特萊斯”購物
觀加拿大國家電視塔及全美洲最高的 CN 高塔俯瞰市容，
驅車從酒店出發前往紐約最大的名牌購物直銷大賣場Wood- 並參觀雷普利水族館。晚上夜宿多倫多酒店。
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此名牌大賣場位於紐約上 酒店： Crowne Plaza / Radisson Toronto East 或同級
州最大、擁有最多特價名牌的直銷中心。場內擁有200多家
品牌店供您選購。您可以在其中盡享購物樂趣。於下午5:00 ECA08 - 第6天 多倫多 - 千島 - 渥太華 - 蒙特利爾
ECA09S - 第7天
從大賣場離開送回酒店休息。
清早出發，前往千島，在聖勞倫斯河上搭乘千島遊船(夏季)，
(*此日行程只適用於九天豪華團。)
飽覽美加富豪的風景秀麗的渡假天堂。然後前往加拿大首都
酒店： Woodbridge at Metropark / Hilton East Brunswick 或同級
渥太華，遊覽氣派非凡的國會大廈。參觀敬穆肅立的陣亡將
ECA08 - 第2天 紐約市內觀光
士紀念碑和自由鐘塔。繼而前往有“北美小巴黎”之稱的法語
ECA09S - 第3天
酒店出發，抵達曼哈頓。參觀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然 城市蒙特利爾，途經世界第二大的圓頂教堂-聖若瑟大教堂。
後搭乘曼哈頓遊輪，沿哈德遜河欣賞紐約獨特的摩天樓群， 然後到皇家山頂觀景站，俯瞰蒙巿風光，遠眺奧林匹克運動
遠眺自由女神島。登岸後參觀位於河畔的航空母艦及海空博 會會場。前赴市內老城區遊覽；晚飯後送至酒店休息。
物館，然後參觀聞名於世之大都會博物館。繼而前往洛克菲 酒店：Best Western Plus / Gouverneur Hotel 或同級

4

蠟像館

5

勒中心，聖巴特里爵主教座堂，登上世貿中心一號大樓，高
空鳥覽曼哈頓市，帝國大廈和聯合國大廈等。參觀造價40億
美元的飛鳥車站，建於舊世貿大樓兩個紀念水池隨後抵達世
界著名之時報廣場及總統蠟像館。晚飯後驅車返回酒店。
酒店： Woodbridge at Metropark / Hilton East Brunswick 或同級

ECA08 - 第7天
ECA09S - 第8天

9 蒙特利爾 - 魁北克 - 波士頓

早上前往充滿法國情調的魁北克市，遊覽古城牆，路易
斯廣場，皇家古堡，百年棧道，石板街，國會大廈，聖
母聖殿主教堂等著名景點。一一印證這個經歷世紀轉動
的城市。品嘗特色法國餐。停留免稅店，過境後，驅車
ECA08 - 第3天 紐約 - 費城 - 華盛頓DC
ECA09S - 第4天
前往被譽為自由搖籃的波士頓市。晚飯可自費享用著名
早上出發前往古都費城。參觀美國宣讀獨立宣言的獨立宮， 波士頓龍蝦大餐。
舊國會大廈，自由鐘紀念館，然後南下抵達美國首都-遊覽 酒店： Holiday Inn / Wyndham Boston Hotel 或同級
華盛頓特區，參觀美國航空航天博物館，白宮 (外觀) ，國會
- 第8天 波士頓 - 紐約 - 家園
山莊 (外觀)等。隨後再參觀林肯紀念堂，越戰紀念碑，韓戰 ECA08
ECA09S - 第9天
紀念廣場。
早上遊覽文化名城波士頓，參觀知名學府哈佛大學，並留
酒店：Ramada Plaza / Holiday Inn Gaithersburg 或同級
影於麻省理公學院主教學樓，再途經州府金頂大樓及波士
ECA08 - 第4天
ECA09S - 第5天 華盛頓DC - 康寧中心 - 尼亞加拉大瀑布 頓民眾公園。繼而乘坐波士頓海灣遊船，欣賞波士頓海灣
景色及聆聽波士頓的歷史。然後前往昆西市場，自由購物
途經賓州首府哈里斯堡。前往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部-康寧玻
璃中心。中心內設有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您可觀賞 及品嚐傳統美食或觀賞街頭藝人表演。中午結束行程，送往
博物館內由古至今的玻璃藝術珍品。傍晚抵達尼亞加拉瀑布 波士頓機場(請訂3:00pm後班機離開BOS)，或可在紐約機場
登機返回原居地(請訂8:30pm後班機離開JFK/LGA/EWR)，
區，晚上送至酒店休息。可自費到加境觀望瀑布夜景。
結束愉快之旅。
酒店：Adams Mark / Holiday Inn 或同級

美亞假期開業38年 公司遍及洛杉磯、三藩市、賭城、溫哥華 每年接待旅客超過十五萬人
美亞假期開業39年

千島遊區

哈佛人像

EC07S
美國東岸七天豪華購物遊
暢遊美東名城-紐約、
費城、華盛頓DC、波
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
可於奧特萊斯名牌購
物直銷店瘋狂購物
莊(外觀)。隨後再參觀林肯紀念堂，越戰紀念碑，韓戰紀念廣場。
第1天 家園 - 大蘋果紐約市
由原居地飛往紐約，抵達後與導遊會合。於8:30am前抵達JFK/LGA機場的 酒店：Ramada Plaza / Holiday Inn 或同級
團友，導游將帶領前往法拉盛皇后區，自由活動及用膳。下午回酒店休息。 第 天
華盛頓DC - 康寧中心 - 尼亞加拉大瀑布

5

酒店：Hilton / Woodbridge 或同級

3
1

途經賓州首府哈里斯堡。下午抵達康寧玻璃中心，觀賞博物館內由古至
第2天 紐約市 -“奧特萊斯”購物
今的玻璃藝術珍品。傍晚抵達尼亞加拉瀑布區，晚上送至酒店休息。可自
驅車從酒店出發前往紐約最大的名牌購物直銷大賣場Woodbury Common 費到加境望瀑布夜景。
Premium Outlet，此名牌大賣場位於紐約上州最大、擁有最多特價名牌的 酒店：Adams Mark / Holiday Inn 或同級
直銷中心。場內擁有200多家品牌店供您選購。您可以在其中盡享購物樂
第6天 尼亞加拉大瀑布 - 波士頓
趣。於下午5:00從大賣場離開送回酒店休息。
酒店：Hilton / Woodbridge 或同級
早上前往尼亞加拉瀑布區漫步。觀看大屏幕電影，認識更多瀑布歷史及事
蹟。可乘“霧中少女號”(4-10月)直闖瀑布震撼地帶，體驗萬馬奔騰的磅礡
第3天 紐約全天市內觀光
前往曼哈頓，參觀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然後搭乘曼哈頓遊輪，沿哈 氣勢。離開瀑布後，橫跨紐約，傍晚抵達被譽為自由搖籃的波士頓市。晚
德遜河欣賞紐約的摩天樓群，遠眺自由女神島。參觀位於河畔的航空母艦 飯可自費享用著名波士頓龍蝦大餐。
及海空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繼而前往洛克菲勒中心，聖巴特里爵主教 酒店：Wyndham / Holiday Inn 或同級

4

5

座堂，登上世貿中心一號大樓，高空鳥覽曼哈頓市，帝國大廈和聯合國大廈
等。隨後抵達世界著名之時報廣場及總統蠟蠟像館。晚飯後返回酒店。
酒店：Hilton / Woodbridge 或同級

第4天 紐約 - 費城 - 華盛頓DC
早上前往古都費城，參觀美國宣讀獨立宣言的獨立宮，舊國會大廈。自由
鐘紀念館，然後南下抵達美國首都-遊覽華盛頓特區，白宮(外觀)，國會山

第7天

波士頓 - 紐約 - 家園

早上出發遊覽文化名城波士頓，參觀知名學府哈佛大學，並留影於麻省理
公學院主教學樓，途經州府金頂大樓及波士頓民眾公園，繼而乘坐波士頓
海灣遊船。然後前往昆西市場，自由購物及品嚐傳統美食或觀賞街頭藝人
表演。中午後離開波士頓(請訂3:00pm後班機離開BOS)，或可在紐約機場
登機(請訂8:30pm後班機離開JFK/LGA/EWR)。結束愉快之旅。

EC06
美國東岸六天豪華遊
暢遊美東名城-紐約、
費城、華盛頓DC、波
士頓、尼亞加拉大瀑布

第1天 家園 - 大蘋果紐約市

第4天 華盛頓DC - 康寧中心 - 尼亞加拉大瀑布

由原居地飛往紐約，抵達後與導遊會合。於8:30am前抵達JFK/LGA機場的 途經賓州首府哈里斯堡。下午抵達康寧玻璃中心，觀賞博物館內由古至
團友，導游將帶領前往法拉盛皇后區，自由活動及用膳。下午回酒店休息。 今的玻璃藝術珍品。傍晚抵達尼亞加拉瀑布區，晚上送至酒店休息。可
自費到加境觀望瀑布夜景。
酒店：Hilton / Woodbridge 或同級
酒店：Adams Mark / Holiday Inn 或同級

3

第2天 紐約全天市內觀光

前往曼哈頓，參觀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然後搭乘曼哈頓遊輪，沿哈
德遜河欣賞紐約的摩天樓群，遠眺自由女神島。參觀位於河畔的航空母艦
及海空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繼而前往洛克菲勒中心，聖巴特里爵主教
座堂，登上世貿中心一號大樓，高空鳥覽曼哈頓市，帝國大廈和聯合國大廈
等。隨後抵達世界著名之時報廣場及總統蠟蠟像館。晚飯後返回酒店。
酒店：Hilton / Woodbridge 或同級

4

第3天 紐約 - 費城 - 華盛頓DC
早上前往古都費城，參觀美國宣讀獨立宣言的獨立宮，舊國會大廈。自由
鐘紀念館，然後南下抵達美國首都-遊覽華盛頓特區，白宮(外觀)，國會山
莊(外觀)。隨後再參觀林肯紀念堂，越戰紀念碑，韓戰紀念廣場。
酒店：Ramada Plaza / 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5天 尼亞加拉大瀑布 - 波士頓
早上前往尼亞加拉瀑布區漫步。觀看大屏幕電影，認識更多瀑布歷史及事
蹟。可乘“霧中少女號”(4-10月)直闖瀑布震撼地帶，體驗萬馬奔騰的磅
礡氣勢。離開瀑布後，橫跨紐約，傍晚抵達被譽為自由搖籃的波士頓市。
晚飯可自費享用著名波士頓龍蝦大餐。
酒店：Wyndham / 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6天 波士頓 - 紐約 - 家園
早上遊覽文化名城波士頓，參觀知名學府哈佛大學，並留影於麻省理公學
院主教學樓，途經州府金頂大樓及波士頓民眾公園，繼而乘坐波士頓海灣
遊船。然後前往昆西市場，自由購物及品嚐傳統美食或觀賞街頭藝人表演。
中午後離開波士頓(請訂3:00pm後班機離開BOS)，或可在紐約機場登機(請訂
8:30pm後班機離開JFK/LGA/EWR)。結束愉快之旅。

美亞假期開業38年 公司遍及洛杉磯、三藩市、賭城、溫哥華 每年接待旅客超過十五萬人
美亞假期開業39年

ECN07
美國東岸七天深度遊
住兩晚紐約及兩晚首都華盛頓；更長時間感受紐
約及華盛頓特區的多元文化
參觀著名大學：喬治城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哈
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
第1天 家園 - 大蘋果紐約市

越戰紀念碑、韓戰紀念碑，並可在美國總統府-白宮(外觀)，國會山莊(外觀)
拍照留念。途經傑弗遜總統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二戰紀念碑、華盛頓
由原居地飛往紐約，抵達後與導遊會合。於8:30am前抵達JFK/LGA機場的
國家廣場等。傍晚回酒店休息。
團友，導游將帶領前往法拉盛皇后區，自由活動及用膳。下午回酒店休息。
酒店：Ramada Plaza / Holiday Inn 或同級
酒店：Hilton / Woodbridge 或同級

3
第2天 紐約全天市內觀光

第5天

1

前往曼哈頓，參觀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然後搭乘曼哈頓遊輪，沿哈
德遜河欣賞紐約的摩天樓群，遠眺自由女神島。參觀位於河畔的航空母艦
及海空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繼而前往洛克菲勒中心，聖巴特里爵主教
座堂，登上世貿中心一號大樓，高空鳥覽曼哈頓市，帝國大廈和聯合國大廈
等。隨後抵達世界著名之時報廣場及總統蠟蠟像館。晚飯後返回酒店。
酒店：Hilton / Woodbridge 或同級

4

第3天 紐約 - 普林斯頓 - 費城 - 華盛頓DC
早上前往參觀位於新澤西州與哈佛齊名的普林斯頓大學。它是美國一所著
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1756年遷至普林斯頓。由專
門的學子帶著我們體驗美國的教育文化。繼而前往古都費城，此乃美國於
1776年宣讀獨立宣言之地及臨時國都。遊覽自由鐘展覽中心、獨立宮、舊
國會大廈及華盛頓雕像。午後前往蘭卡斯特造訪阿米希人村莊，參觀他們
的市集、馬車及農舍等。傍晚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DC。晚飯後送往酒店
休息。
酒店：Ramada Plaza / Holiday Inn 或同級

5

第4天 華盛頓一日遊
早上遊覽始建於1793年的國會山莊，之後參觀史密斯國家博物館群，參觀
以收藏史上知名的航天航空博物館及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林肯紀念堂、

自費門票參考價(USD)
新世貿大樓
自由女神環島船
無畏號海空博物館
大都會博物館
總統蠟像館
康寧玻璃中心
瀑布遊船-霧中少女號
費用包括：
專業華籍導遊，酒店住宿及旅遊車

成人

小童

$37.00
$29.00
$33.00
$25.00
$23.00
$19.50
$19.25

$31.00
$17.00
$24.00
Free
$17.00
Free
$11.20

華盛頓DC - 康寧中心 - 尼亞加拉大瀑布

途經賓州首府哈里斯堡。前往世界 500 強企業的總部-康寧玻璃中心。中
心內設有全球最大的玻璃收藏博物館，您可觀賞博物館內由古至今的玻
璃藝術珍品。傍晚抵達尼亞加拉瀑布區，晚上送至酒店休息。可自費到
加境觀望瀑布夜景。
酒店： Adams Mark / 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6天

尼亞加拉大瀑布 - 波士頓

早上前往尼亞加拉瀑布區漫步。觀看大屏幕電影，認識更多瀑布歷史及事
蹟。可乘“霧中少女號”(4-10月)直闖瀑布震撼地帶，體驗萬馬奔騰的磅礡
氣勢。離開瀑布後，橫跨紐約，傍晚抵達被譽為自由搖籃的波士頓市。晚
飯可自費享用著名波士頓龍蝦大餐。
酒店： Wydham / 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7天

波士頓 - 紐約 - 家園

遊覽文化名城波士頓，參觀知名學府哈佛大學，並留影於麻省理公學院
主教學樓，途經州府金頂大樓及波士頓民眾公園，繼而乘坐波士頓海灣
遊船。然後前往昆西市場，自由購物及品嚐傳統美食或觀賞街頭藝人
表演。中午後離開波士頓(請訂3:00pm後班機離開BOS)，或可在紐約機
場登機(請訂8:30pm後班機離開JFK/LGA/EWR)。結束愉快之旅。

瀑布大屏幕電影
波士頓觀港船
尼亞加拉大瀑布觀光高塔
加拿大多倫多CN塔
千島遊船(夏季)
瀑布深度遊
雷普利水族館

成人

小童

$12.00
$22.00
$15.00
$43.00
$27.00
$25.00
$39.55

$8.00
$17.00
$9.00
$31.50
$15.00
$15.00
$27.40

費用不包括：
膳食，門票，旅遊保險，自費活動，簽証費用及機票，司機及導遊服務費，建議每天每位共計US$10

* 三或四人房均以共用一房兩床為準
* 如提前到達或延後離開紐約的客人，不含接機或送機服務，需自行安排交通
☆ 請自備有效旅行簽証及六個月有效旅行証件

☆ 取消訂位規則：出發前14天或以上-收取手續費CAD150/位；出發前14天內取消則視為自動棄權論，所繳團費不會
退還。在旅途中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及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團費不會退還。買2送2
規則：免費客人與付費客人需同住一房，每房只有2張床；所有團員於出團日必須參團，如因故取消， 每位免費缺席
者的罰款按第一位團費收取，若於14天前取消，則免除上述罰款.優惠時期有限，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特約旅行社:

本公司提供三個機場的接機班車服務.請於抵達紐約機場後，致電本公司之巴士接機電話 1-800-390-5755查詢免費接機
班車時間 (免費班車將按照公司當天安排開出)，如客人由於各種原因而誤車，本公司不負責因此而導致的任何損失。
JFK/LEG/EWR團體免費接機（8:30 am ~ 10:00pm），需要在機場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權利，以利團體進行。行程中如發生意外而引至傷亡或其他損失（包括行李及財物遺失），當根據航空公司、酒
店、餐廳、火車、巴士等營運機構所訂之條例，作為解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若因天氣，路面，機械等狀況而導至行程延誤，本
公司將不負上法律責任。建議購買旅遊保險，多一份出行保障。

B.C. Reg. No. 3565

PR01232019

美亞假期開業38年 公司遍及洛杉磯、三藩市、賭城、溫哥華 每年接待旅客超過十五萬人
美亞假期開業3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