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東尼加拉賞櫻 10 日 

出發日期.售價: 

03/26   59,999 元          03/29、03/31   65,999 元         04/01   61,999 元 
   

行程特色 

☆☆美國年度盛會：【2019 華盛頓櫻花季】☆☆華盛頓櫻花節官方網站←點此連結 

說到賞櫻，就屬華盛頓的櫻花最有令人驚艷囉！2019年華盛頓櫻花節於３／２０～４／１３盛大展開。這是華盛頓地區

一年一度春天到來的象徵。每年吸引數萬名世界各地的遊客參觀，可以想像幾千棵櫻花樹齊放花朵時的壯觀景象，讓人流

連忘返，終生難忘。 

 

每年三月底~四月中左右是華盛頓特區觀光的旺季。不僅因天氣漸暖而適合出遊，更因花季的到來吸引人潮朝聖，整座城

像淹沒在花海中。櫻花來自日本東京，在 1912 年時贈與了三千株櫻花給華盛頓。數量最多的吉野櫻和台灣常見的品種不

太一樣，顏色是白裏透著淡淡粉紅，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線下會有微妙變化的色澤。花只是單瓣，但盛開時整棵樹整片綻放，

臨水映花，像沒有明天般燃燒生命。 

 

溫馨提醒您：本產品依照華頓盛櫻花季官網所評估之時間安排出團。尤因櫻花季花期時間十分短暫而珍貴，如遇天候因素

如下雨、颱風、氣溫等，影響櫻花生長期之凋謝或未綻開，本團仍將如期前往原景點欣賞，櫻花季前後皆有其不同的美麗

之處，恕無法保證符合您的期待！若無法接受花季可能的變數，請斟酌報名，敬請海涵。 

 
 

☆【自由女神遊船】 

http://www.nationalcherryblossomfestival.org/


自由女神是大蘋果紐約的代名詞之一，是 1876 年法國人民送給美國歡慶 100 周年的禮物，座落在曼哈頓以西的自由島上。

自由女神頭戴七道光芒正是代表世界的七大洲，右手舉火炬;左手拿的書板寫在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日期，腳上殘留著被

掙斷了的鎖鏈，象徵暴政統治已被推翻。而為了欣賞自由女神的全貌，搭上自由女神遊船才是最佳的視野。 

 
 

☆【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 

大蘋果紐約的代名詞之一，根據康乃爾大約的研究人員指出，帝國大廈是世界上出鏡率最高的地標性建築。也是許多電影

愛好的場景，例如著名的電影『金剛』、『西雅圖夜未眠』、『波西傑克森-火神之賊』都是在這裡取景的，這裡也是鳥

瞰曼哈頓市景最漂亮的地方。 

來紐約怎能不到帝國大廈，到帝國大廈怎能不上景觀台鳥瞰紐約曼哈頓，登上帝國大廈觀景台，從高空欣賞紐約最著名的

都市水泥叢林，北自紐約人最愛的洋基球場，南至自由女神、東看布魯克林區，西望《薩利機長：哈德遜奇蹟》飛機迫降

的哈德遜河，獨一無二的紐約曼哈頓在你眼下一覽無遺。 

 

☆費城【魔術花園 MAGIC GARDEN】 

 
 

☆費城【博愛公園 LOVE PARK】 

│加拿大必遊景點尼加拉瀑布面瀑房+IMAX 電影雙管齊下享受│ 

★『尼加拉瀑布飯店面瀑房』，不論黃昏、夜晚到清晨，讓您觀賞最完整的尼加拉瀑布。白天的尼加拉瀑布氣勢磅礡，夜

晚的尼加拉瀑布因燈光秀更會光采奪目。 

 
 

★『尼加拉瀑布 IMAX』，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帶您體驗尼加拉瀑布從全新的視角出發，巨大的 60英尺屏幕，12000瓦特

環繞聲效，帶您探索這座世界奇觀的人類歷史，盡情享受無與倫比的體驗。 



 
 

☆☆回憶滿載【美加東六大遊覽景點】☆☆ 

★紐  約～全美人口最多的城市，暢遊最著名的旅遊景點：時代廣場、中央公園、帝國大廈、自由女神像。 

 
 

★費城～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及頒布憲法的歷史名城。 

  

 

★華盛頓～美國首府是美國的政治與歷史中心，還有變型金鋼中的航太博物館千萬別錯過。 



 
 

★波士頓～是歷史悠久和美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探索美國歷史的痕跡。 

 
 

★尼加拉瀑布～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密探華盛頓：國會大廈 

 
 

★世界上最大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位於國會山上國會大廈及國會圖書館，以各式大理石拼花歷時 11年完工，外淳厚內精壁，擁全球最多藏書、古本地圖，

全球第一本印刷術出版的古騰堡聖經就珍藏在這兒，超越大英圖書館成為美國文明的基石。 

 



 

★尼加拉湖邊小鎮～至今小鎮依然保留著濃厚的開拓時代遺風，被公認為北美保存最好的十九世紀小鎮。 

 
 

★來麗酒莊品酒 LAILEY WINERY～尼加拉瀑布的所在地是冰酒用葡萄的最佳產地，最早釀製冰酒的來麗酒莊所產的冰酒，

是您絕對不可錯過的。 

 
 

★波士頓【哈佛大學、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公園、麻州州議會】  

 
 

★波士頓【昆西市場】 波士頓購物勝地，匯集許多餐廳、商店，熱鬧非凡。 

 



 

★【伍柏瑞名牌暢貨中心 WOODBURY OUTLET】，美東最大購物中心，約有 220 家名店聚集在此。可以讓您以最實惠的價格，

買到各種知名的品牌。 

 
 

★紐約最精采的市區觀光：【時代廣場、洛克斐勒中心、第五大道】 

 
 

★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證券交易所、聯邦國家紀念堂、三一教堂、金牛銅雕】 

 
 

★紐約【第五大道】，全球的流行時尚旗艦店匯集處，千奇百種的設計櫥窗擺式，目不暇給。 

 
 

 

 

 

 



～貼心安排特選經濟型連鎖品牌飯店～ 

【紐澤西地區】 

◆ RAMADA  系列《或》◆ HOLIDAY INN 系列《或》◆ BEST WESTERN 系列《或》◆ HAMPTON系列 《或》◆ COUNTRY 

INN系列 《或》◆ FAIRFIELD 系列 《或》◆COURTYARD 系列 

【阿爾巴尼地區】 

◆HOLIDAY INN 系列《或》◆CROWNE PLAZA 系列《或》◆ HAMPTON INN 系列 《或》◆BEST WESTERN 系列  

 

☆☆【食全食美～精選七大特色在地風味餐】☆☆ 

每日中式七菜一湯或風味特色餐交替。讓您的味蕾也跟著一同旅行。 

★【港式飲茶風味餐】 

★【瀑布景觀西式套餐】 

★【日式海鮮百匯自助餐】 

《溫馨小提示》 

《小提示 1》： 

住宿飯店以說明會資料安排為確認優先，如遇連續假期.旺季(如農曆過年,節慶等等)或飯店滿房則以同等級飯店確認之，

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小提示 2》：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套裝行程，若旅客需求脫隊之要求，除遊樂園可退行程所載列之團體門票費用，其餘地區脫隊皆無

法退回任何費用，敬請見諒。 

《小提示 3》：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

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別提醒※ 

國際民航組織（ICAO）自 2017年 7月 1日起實施旅客攜帶電子產品最新安全規定，若您的託運行李內含有鋰電池的可攜

式電子設備，如手錶、計算機、照相機、手機、手提電腦...（含醫療器材）等，請注意: 裝置必須完全關閉（不可在睡

眠或休眠模式），並且須確保該電子產品不會因為預期情形下啟動而造成損害，如有違反者，部分國家將可能處以罰款。 

按此連結國際民航組織(ICAO)    按此連結美國聯邦運輸署 Safe Travel  

 

每日行程   

第 1

天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台北／紐約 

今日帶著愉悅的心情於桃園機場集合，搭機飛往有大蘋果之稱亦為世界第一大城的—紐約，因經國際換日線於同

日抵達，出關後伴著夜色回到旅館，洗盡一身塵華，養精蓄銳為明日的遊程而準備。 

餐 食：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旅 館：紐澤西精選型  COURTYARD 或 APA 或 SHERATON  或同級 

第 2

天 
紐約－95KM－費城【●魔術花園】【●獨立宮、●自由鐘、●木匠廳】【●博愛公園(LOVE PARK)】，費城－222

KM－華盛頓 

隨後專車前往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及頒布憲法的歷史名城—費城。原文名為 PHILADELPHIA，在希臘語中是兄弟

之愛的意思，因此費城也被稱為博愛城，也是電影國家寶藏的拍攝地之一。 

●【魔術花園】。費城是一個文化氣息非常濃厚的地方，美國藝術家 ISAIAH ZAGAR 年少時期與妻子一起打造的

馬賽克天地。它們於費城找尋破舊、荒廢的建築，進行 40多年的整修與創作，將廢棄物轉化成為美麗的寶藏!!!!

化腐朽為神奇美麗馬賽克花園。 

 

https://news.boca.gov.tw/news/8011/
https://news.boca.gov.tw/news/8011/
https://phmsa.dot.gov/safetravel/batteries/


抵達後隨即參觀通過獨立宣言的所在地●獨立宮、獨立宣言首次對外宣獨時所敲下歷史性鐘聲的●自由鐘，以及第

一屆大陸會議舉辦地●木匠廳。 

●【博愛公園(LOVE PARK)】全世界聞名的標誌"LOVE"，這個標誌就是費城博愛公園的標誌，美國著名的藝術家

羅伯特以各種不同「LOVE」的形式以在世界各城市落腳，快一起來看這最最最原始版的「LOVE」。 

 

前往世界政治中心，美國首府－華盛頓；在用心的規劃之下，整座城市顯得十分整齊。此地處處宏偉的建築與傲

世的博物館收藏，都不得不讓人對美國的國力刮目相看，試著用心去體會世界權力中心之城的奧妙。 

餐 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港式飲茶風味餐 (餐標$17美金)  晚餐／日式海鮮自助餐 (餐標$32美金)  

旅 館：華盛頓經濟型  HYATT PLACE 或 SPRINGHILL SUITES 或 COURTYARD  或同級 

第 3

天 

★★特別安排密探華盛頓－全球最大的國會圖書館  

華盛頓【 ◆白宮、◎林肯紀念堂、●映像池、◎傑弗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國會大廈、◎國會圖書館】

－193KM－哈里斯堡 

每年三月底~四月中左右是華盛頓特區觀光的旺季，不僅因天氣漸暖而適合出遊，更因花季的到來吸引人潮朝

聖，整座城像淹沒在花海中。 

2019 年華盛頓櫻花節於 3/20-4/13 盛大展開，華盛頓的櫻花主要集中以華盛頓紀念碑起點向南 Tidal Basin 以及

East Potomac Park 的一個 8字型區，都在步行範圍內。除了賞櫻花之外，每年 DC櫻花節期間規模盛大的「櫻

花節遊行」也非常值得一看。 

 

由世界政治中樞的●白宮開始，周邊散布著無數與美國歷史相關的代表性建築。希臘神殿式的白色建築風格的◎

林肯紀念堂，在紀念堂南側房間內，還雕刻著蓋茲堡著名的演說的名句"為民所有、所民所治、為民所享"，以及

在前方的是仿照印度泰姬瑪哈陵所建造，長達 690公尺的●映像池。接著前往圓頂希臘式的◎傑佛遜紀念堂、巍

然聳立的◆華盛頓紀念碑。 

 

爾後帶您走訪宏偉莊嚴的●國會大廈，特別獨家安排：參觀電影國家寶藏的場景★全世界最大的－國會圖書館，

國會圖書館規模宏大歷史悠久，除了藏書量高達一億三千四百萬冊的書籍之外，其大片的古典壁畫、挑高拱形的

門廊，令人難以只將注意力放在書本中，每年吸引百萬人次參觀造訪。 

 

註：★★國會圖書館(週日不開放)，會另行安排前往國家二次世界大戰紀念碑、韓戰退伍軍人紀念碑和越戰退伍

軍人紀念碑。 

溫馨提醒您：賞櫻依每年氣候狀況略有變動，無法精準預測，如因下雨、強風或氣溫等天候因素櫻花凋謝或未綻

開，會依原定行程景點照常前往，敬請諒解。 

餐 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餐標$17美金)  晚餐／中式自助餐(餐標 16美金)  

旅 館：哈里斯堡精選型  BEST WESTERN PREMIER 或 RADDISSON 或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 4

天 

★★特別安排：尼加拉瀑布景觀飯店，指定『面瀑布景觀房』  

哈里斯堡－264KM－康寧【玻璃展示中心】 (手作體驗)－235KM－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 IMAX 欣賞】 

早餐後前往康寧，以生展玻璃及器皿為主的城市。在此您可參觀集合數家獨一無二的商店所形成的玻璃市集，店

內網羅來自世界各地的玻璃製品，包括藝術、服裝、珠寶和家用器皿等。號稱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博物館，除了展

示各種玻璃藝術品和介紹玻璃歷史的眼鏡，也可以看到大師們如何製作這些玻璃，也可以 DIY體驗動手做做看

喔。 

 

接著經過美加邊境來到加拿大，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稱的－尼加拉瀑布。 

 



尼加拉瀑布是由馬蹄瀑布、美國瀑布、及新娘面紗瀑布所合成，位在美加邊境上，大都在美國境內。尼加拉瀑布

的形成與一般高山懸垂的瀑布不同，是由伊利湖源流而出的尼加拉河，流入安大略湖時高度落差所形成。新月狀

的馬蹄瀑布是三個瀑之中最狀觀的，寬達 675公尺，自 52 公尺高的懸崖排山倒海而下，濺起的水氣形成一片水

雲煙霧。特別安排前往加拿大，在加拿大這側才能完整的將三個瀑布一覽無遺，觀看氣勢澎渤之世界大瀑布。 

 

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 IMAX 欣賞】接著特別獨家安排欣賞★尼加拉瀑布 IMAX電影，體驗尼加拉瀑布從全新

的視角出發，巨大的 60英尺屏幕，12000瓦特環繞聲效，帶您探索這座世界奇觀的人類歷史，盡情享受無與倫

比的體驗。 

 

★★今晚特別貼心安排，住宿在加拿大尼加拉瀑布區最靠近尼加拉瀑布旁景觀飯店，並安排『面瀑布房』。就是

要給您最好的景觀，不論黃昏太陽落下、夜晚的七彩霓虹燈到清晨的瀑面薄霧，讓您觀賞最完整的尼加拉瀑布美

景。 

餐 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餐標$15 美金)  晚餐／瀑布景觀西式套餐 (餐標$45加幣)  

旅 館：尼加拉瀑布精選型(指定面瀑房)  MARRIOTT FALLSVIEW 或 MARRIOTT ON THE FALLS 或 SHER

ATON ON THE FALLS  或同級 

第 5

天 

★特別安排:尼加拉湖邊小鎮酒莊品嘗冰酒 及尼加拉瀑布摩天輪  

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摩天輪】－尼加拉湖邊小鎮【酒莊品酒行】－491KM－阿爾巴尼 

今日早晨特別安排登上★尼加拉瀑布摩天輪，您可於不同的角度欣賞瀑布全景。此時千萬別忘了攜帶相機，抵達

高處時可同時欣賞馬蹄瀑布及美國瀑布。 

 

註：尼加拉瀑布遊船每年 4 月雖已開始運營，但 4月初天氣尚不穩定，如因天候因素安全考量不開放，故此行程

預設安排搭尼加拉瀑布摩天輪，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接著一路前往充滿藝術氣息的●尼加拉湖邊小鎮至今小鎮依然保留著濃厚的開拓時代遺風，被公認為北美保存最

好的十九世紀小鎮，街上的時鐘台中心點，北邊是安大略湖，街道兩旁有許多十九世紀留下來十分具有歷史意義

的英式建築物以及各式各樣古意盎然的精巧小商店。 

 

★特別安排：將於此小鎮安排 Lailey Winery酒莊品酒行。這個充滿渡假風情的小鎮旁，擁有肥沃的土地孕育出

多達一萬多英畝的葡萄園，超過 27個知名的酒莊，讓此地成為安大略省最大的酒鄉。 

 

今晚入住阿爾巴尼，假使阿爾巴尼飯店滿房，則以鄰近小鎮飯店替代。 

餐 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西式自助餐 或 中式七菜一湯(餐標$15美金)  晚餐／自助餐(餐標$15美金) 

旅 館：阿爾巴尼精選型  HOLIDAY INN 或 HAMPTON INN 或 BEST WESTERN  或同級 

第 6

天 

★★特別安排：知性學府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阿爾巴尼－273KM－波士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自由之路、◆波士頓公園、◆州議會大廈、●昆西

市場】 

今天前往有「美國文化搖籃」之稱的『波士頓』，小巧的街道，石頭砌成的房子，尖尖的教堂，讓波士頓散發出

一股溫馨的歐洲氣息，與一般典型的美國都市有著十分不同的味道。波士頓是一個新舊文化交融，充滿活力的城

市，是美國自由的搖籃，也是藝術與學術之都。 

 

前往與波士頓隔著查爾斯河相望的康橋地區參觀包括全美大學排行名列前茅的●哈佛大學，並拆穿哈佛銅象的三

個謊言。接著前往具有世界級研究機關水準的 MIT ●麻省理工學院參觀。 



 

而歷史悠久的波士頓充滿傳奇色彩，沿著查爾斯河南岸的舊城區內，保留著一條延伸四公里的◆自由之路，這是

一條穿越了美國三百五十年歷史的路線，您可看到◆波士頓公園及金色圓頂的◆州議會大廈，一路見證美國歷史

發展的足跡。 

 

接著前往波士頓最繁華的購物及飲食區－●昆西市場，對著芬威走廊的昆西市場是由 3棟 19 世紀老舊的長廊大街

改裝而成的，現在則在外觀上加蓋玻璃，形成一處可觀的購物樂園。還有許多強調手工製作的商品也是昆西市場

的特色之一，比如繡上名字的帽子、現場編製項鍊、手環，手繪明信片等，都相當具有特色。市場裡推薦人氣美

食 Boston Chowda的龍蝦堡，也別忘了來碗濃醇的蛤蜊巧達濃湯。晚餐請在此自理。 

餐 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龍蝦餐(每人一隻) (餐標$30美金)  晚餐／方便遊覽 敬請自理  

旅 館：波士頓精選型  FOUR POINT 或 CROWNE PLAZA 或 HAMPTON INN  或同級 

第 7

天 
波士頓－344KM－名牌購物之旅～WOODBURY OUTLET－83KM－紐約 

今日享用完豐盛早飯後，安排專車前往全世界觀光客最愛前往的 WOODBURY OUTLET 大賣場展開一場名牌服

飾的瞎拼之旅。 

 

◎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 是美國東岸最大的 OUTLET，也是許多人心中到紐約必去的購物點。

大約有 220家名店聚集在此，如 COACH 、DOLCE & GABBANA、 ESCADA 、FENDI、 GAP 、GIORGIO AR

MANI 、POLO RALPH LAUREN 、TOD`S等，除了服飾之外，還有手錶、家具、碗盤各式各樣的東西一定讓你

看到眼酸，買到手軟。  

※貼心小提醒：出發前記得先上網做好萬全的準備，才能買的盡興喲！→ 

TARGET="_BLANK">☑OUTLETS 品牌一覽表 

《美食推薦：Shake Shack》 

問問到過紐約的遊客，有什麼必吃的美食，Shake Shack 絕對是榜上有名，曾被雜誌評比為紐約最棒的漢堡。逛

街逛累了，可以一訪 Shake Shack，品嘗美味的漢堡，千萬別錯過！ 

餐 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方便購物 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餐標$15美金)  

旅 館：紐澤西精選型  CROWNE PLAZA 或 MARRIOTT  或同級 

第 8

天 

★★特別安排：自由女神遊船、登上紐約地標帝國大廈  

紐約大蘋果【自由女神遊船 、●華爾街、●聯邦國家紀念堂、●證券交易所、●三一教堂、●金牛銅雕、●時代

廣場、●洛克斐勒中心、●聖派翠克大教堂、●第五大道、◎帝國大廈】 

今日出發展開『大蘋果之旅』：首先安排搭乘★港灣遊船觀賞燦爛美國夢的起點-自由女神，此雕像是於 1876年

美國建國百周年時，法國送的生日禮物，歷時 10年才完工，是美國自由民主立國精神的最佳象徵，也是紐約給

世人的第一個印象地標。搭乘遊輪時您可以最佳的角度拍攝自由女神像。 

 

之後前往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讓您一探牛與熊的戰場，然後參觀●聯邦國家紀念堂 1789年紐約曾為美國的首都

時，美國國父華盛頓就是在此宣誓就職，以及●證券交易中心。接著您還可於白高聳的現代建築中發現建於 1697

年的●三一教堂。高達 26 公尺的尖塔、玫瑰色砂兒的外觀十分顯眼。最後經砲台公園及著名●金牛銅雕，此時一

定要好好的摸一摸金牛，讓今年的財運亨通。  

 

●時代廣場，又稱為「世界十字路口，位於曼哈頓市的心臟地帶，附近聚集了近四十家百老匯歌舞秀劇院，加上

多間大型電影院，每天都吸引逾萬人前來欣賞，是繁盛的娛樂及購物中心。自 1904年開始，紐約時報辦公室搬

進這區後，便命名此區為「時代廣場」，當日是除夕，晚上有燃放煙花活動。此後，每年都有午夜倒數計時儀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woodbury-common/stores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woodbury-common/stores


式，使這一帶聚集數以萬計的民眾，共同參與此盛會。 

 

●洛克斐勒中心是 20世紀最偉大的都市計劃之一，除了傲人的高度以外，這座由 19棟建築圍塑出來的活動區

域，對於公共空間的運用也開啟了城市規劃的新風貌，完整的商場與辦公大樓讓中城繼華爾街之後，成為紐約第

二個市中心。而位於下層廣場上那座橫躺的金黃色神祇─希臘英雄普羅米休斯雕塑，是洛克斐勒中心的著名標

誌。 

 

●聖派翠克大教堂，是紐約最大、最華麗的教堂，位在第五大道上洛克菲勒中心對面。在一片摩天高樓的環伺

下，這棟古老哥德式建築的大教堂依舊站穩在紐約最繁華的第五大道上。 

 

●第五大道，世界知名的流行地標之一。道路兩旁聚集著高級精品名店、這裡的建築物都是紐約曼哈頓的菁華，

每一個店家或大樓都以旗艦店的方式呈現，具有指標性的效應。 

 

登上◎帝國大廈，也是觀賞曼哈頓景色最好的地方。《西雅圖夜未眠》、《大金剛》等超過 100部熱門電影都在

這裡拍攝，它的名氣每年可以吸引將近 400萬遊客，前來此地溫習扣人心弦的劇情畫面。 

 

晚餐後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台。 

餐 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餐標$15美金)  晚餐／日式海鮮自助餐 (餐標$32 美金)  

旅 館：機上   

第 9

天 
紐約／台北 

今日搭機飛返台北。返航台北途中，沿途享受機內殷勤的服務，佳餚美酒盡情享受。 

餐 食：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旅 館：機上   

第 10

天 
台北 

今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愉快的美東名城十日。 

旅 館：可愛的家   

備註  

1.所有旅遊內容、行程、班機、飯店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依據。 

2.售價已含兩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售價不含美國簽證。凡持有之台灣護照為 2008年 12月 29 日當日或以後核發之生物辨識電子護照(晶片護照)並且具備

國民身分證（戶籍）號碼。可線上申請 ESTA。 

4.符合免簽証條件之旅客請於出發前 72 小時，自行上網申請【旅行授權電子許可 ESTA】，並且直接於網上支付美金約

$14之相關手續費，手續費不包含在團費內。手續完成後，請將申請許可證明列印出來，並於出發時隨身攜帶，以便美國

海關查證。 

5.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關需求

（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6.團體房皆以雙人房(2 張標準床 Queen Size)為主，每房入住人數為 2 人，請配合以二人一室為分房。單數(單人)報名

者若不指定單間，本公司將安排同性旅客或導遊同房。旅客若仍需三人同房，本公司將以雙人房方式安排，並不退任何費

用。 (美加地區因消防法規定，大多數房型依法不得加床)。 

7. 7-10月美加東岸地區旺季，房間較滿，若遇房間只能提供雙人房一張大床，敬請見諒。 



8.旅遊團體大多安排商務型飯店居多，部分早餐為自助式早餐，部分則為大陸式早餐(冷食簡餐為主)，且依飯店不同有時

安排於宴會廳享用居多，尚祈見諒。 

9.提醒您：美加地區現行法規規定室內全面禁煙。入住飯店時，請勿在飯店房間內或室內場所吸煙，美加法規對室內吸煙

的罰款嚴重。各家飯店對房間內(室內)吸煙者之罰金規定不同，最低金額 200 美金(加幣)起。請旅客特別注意。 

10.素食說明：因各地風俗民情不盡相同，美加地區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魚、蔥、薑、蒜、蛋、奶等，除行程中的

中式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沙拉、豆腐、素食義大利麵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

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

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習慣的茹素罐頭食品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11.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七工作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理，並以實際

回覆為準。 

12.此行程安排 56人座大型巴士，讓您的旅程舒適又安全。(若 20人(含)以下則派 25-32 人座巴士) 

13.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圖片為本公司自行拍攝或官方網站提供之檔案，實際情況以現場呈現為準，本公司網

站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14.因應國人赴美加地區大多皆有購買保健食品之需求，然因團體旅遊行程既定，如因行車時間及團體操作允許則斟酌安

排入內購買，無法保證必定可進。盼請見諒。 

15.為維護團體旅遊品質，本行程最低出團旅客人數為 15人以上(含)，最多為 38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派持有合格領隊

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 

16.小費建議：此行程建議每位旅客每天 10美金，給予司機、領隊、導遊等服務人員。此行程建議小費共$100 美金。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03/26 二 中華航空 CI012   桃園機場  17:30  紐約甘乃迪機場 2019/03/26 20:15  

2019/04/03 三 中華航空 CI011   紐約甘乃迪機場  01:35  桃園機場 2019/04/04 05:30  

   

簽證 

◆◆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lectronic System for Travel Authorization, ESTA）資料 ◆◆ 

準備資料請點我 

 

★美國 2016 年 01月 22日起實施免簽證計畫新規定 

A.以下類別的旅客將『不再符合』資格使用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或入境美國 

1.在 2011年 3月 1 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或敘利亞旅行或在此四個國家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

公民(不包括為了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因外交或軍事目的赴以上四國之旅行)。 

2.也具有伊朗、伊拉克、蘇丹、或敘利亞國籍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上述類別的旅客仍然可以依照一般簽證程序

在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赴美簽證。 

 

B.曾在旅行授權電子系統 ESTA 申請表上表明具有雙重國籍且其中一個國籍為伊朗、伊拉克、蘇丹、或敘利亞任一國的旅

客，即使目前仍持有有效的 ESTA旅行許可，自 2016年 1 月 21日起其 ESTA 旅行許可將自動失效。----詳細說明請參閱

AIT網站免簽證計畫新規定 

 

★持有 ESTA 旅行許可的旅客，在赴美之前應先到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的網站，查詢其 ESTA 旅行許可的狀態，

網址：esta.cbp.dhs.gov。 

 

★所提供資料登入後將無法更改，如需更改資料視同新辦。 

 

★旅遊許可(ESTA)的有效期通常為兩年，或您的護照不足兩年效期(到您的護照到期日為止)，ESTA將在核准申請時會提

供 ESTA有效日期,在有效日期內可以多次進出美國.但若有以下情況,必需要再重新申請旅遊許可(ESTA) -1.旅客換發新護

照、2.更改姓名、3.性別更改、 4.改變國籍、5.之前回答 ESTA申請時所給的答案已不再正確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若要和不具監護權的父母，親戚或朋友同行赴美，過海關時.請帶著由小孩法定監護人書寫同意該

行程的英文信函(建議帶著英文版的關係文件證明) 

https://www.liontravel.com/webvisa/webvsse02.aspx?sForm=CSOR&sVscountry=US&sVSseq=06


 

★VWP 允許 38 個參與國符合資格之旅客，無須申請美簽即可前往美國洽商或觀光（B 簽證之旅行目的）並可停留達 90 天。

惟停留天數不得延長，VWP 旅客在美期間亦不得改變其身分，例如變更為學生簽證。若符合 VWP 資格之旅客希望申請美簽，

亦可選擇申辦旅客欲以 VWP入境美國，須先透過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取得授權許可，並於旅行前滿足所有相關資格

條件。 

 

★台灣申請人若滿足下列條件即可適用 VWP 入境美國: 

• 旅客持有之台灣護照為 2008年 12月 29日當日或以後核發之生物辨識電子護照(晶片護照)且具備國民身分證（戶籍）

號碼。 

• 旅客入境美國係為洽商或觀光（B簽證之旅遊目的）且停留不超過 90 日。 

• 旅客已透過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取得以 VWP入境之授權許可。 

• 倘以飛機或船舶入境，須為核准之運輸業者（檢視核准之運輸業者名單），並且有前往他國目的地之回程票。 

• 旅客具備足夠資金供在美期間支出。VWP國家之國民必須符合上述資格條件，方能在無美簽下入境美國。因此，VWP國

家的部份旅客可能無法適用免簽證計劃。 

  

★赴美目的非 B1/B2簽證所允許的洽商或觀光，包括： 

• 欲在美國工作者（無論有給職或無給職），包括新聞與媒體工作者、寄宿幫傭、實習生、音樂家、以及其他特定職種。 

• 欲在美國求學（F簽證）或參加交換訪客計劃者（J簽證）。 

• 須過境／空勤或航海組員簽證者（C1/D），如海員或空服員。 

• 以私家飛機或私人遊艇入境美國者。 

• 欲在美洽商或觀光超過 90 日者。 

• 曾被拒絕 ESTA授權許可，或有其他違反移民法事項者。 

旅客不適用 VWP，而必須申請非移民簽證 

 

★ESTA授權遭拒，需繳交手續費 150 元。 

★ESTA Q&A 詳細問題說明,請見網站: 

  https://esta.cbp.dhs.gov/esta/WebHelp/helpScreen_tw.htm#UTA1  

★旅客以 VWP入境，又到加拿大、墨西哥或鄰近島嶼做短暫旅行，一般都可再以 VWP 入境美國，惟可停留天數須扣除之前

在美停留天數。 

★目前並沒有需要 ESTA許可才能在陸地邊境入境關口進入美國的要求。作為透過陸地進入美國的入境過程的一部分，必

須填寫 I-94W表並支付 6美元的手續費。另外溫哥華和維多利亞和華盛頓州之間的渡輪旅行被視為陸地邊界關口，VWP公

民不需要 ESTA。 

★如需更多細節，請參考國土安全部海關暨邊境保衛局 CBP網站。http://www.cbp.gov/travel/international-

visitors/visa-waiver-program 

   

脫隊規定 

『中華航空公司』 

 一. 團體加購高鐵請業務 在 OP 開完票後要國際線票號自行前往高鐵網站訂票 。 

 二. 脫隊 

     1.華航團體票一律團去團回,需延回者一律開 FIT 票+JOIN TOUR 。 

     2.團體加價豪經濟艙(Z 艙):不可累績哩程.行李經濟艙規定(每人可免費託運兩件/每件不可超過 23 公斤) 

       ，報價請洽線控。 

     3.2018'即日(26APR)起團體不再接受豪華商務艙(O 艙)新增訂位需求，一律開 FIT票+JOIN TOUR; 之前所有 

       團體商務艙 O艙價需於 15MAY(含)前完成開立，謝謝配合。 

     4.親子臥艙自 2018'06/01 起暫停銷售；原已購票旅客權益不變，仍將提供親子臥艙服務。 

       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三. 其他特別規定 

     1.春節旺季期間:2019'02/01~02/04 P.P.段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票後，不得更改行程.姓名及辦理退票。 

     2.暑假旺季期間 2018'6/29~7/10 P.P.階段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 

   

Q&A 



01. 問：旅館設施 

    答：A. 床位設備：美加東地區房間之床位大都是以兩張大床(標準床 Queen Size)為主。但城堡飯店因歷史較久，雙

人房的房型多為二張單人床，且房間空間不大，加床不易。如為渡蜜月之旅客，請事先向您的業務提出訂一張大床的需求；

本公司將先行向飯店提出需求。但須視飯店安排房型為主。有小孩不佔床位之旅客，若您選擇入住城堡的團體，也請特別

注意床型問題。以上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B. 大多數旅館均配有吹風機及咖啡壼。 

        C. 北美國家因重視環保，故牙膏、牙刷、拖鞋、刮鬍刀等個人衛生用品，旅館皆不提供請旅客務必自行攜帶。

旅館內配有浴巾、毛巾、肥皂、洗髮精、沐浴乳、吹風機等備品。 

02. 問：幣值與匯率 

  答：A. 加拿大使用幣值為加幣，美國使用幣值為美金。 

    B. 台幣：加幣約為 1:25.18; 台幣：美金約 1:32.38 匯率隨時變動，請以當時匯率為主。 

        C. 建議攜帶美金現金或旅行支票為主。信用卡 1-2張。美金金額約帶 400-500 左右(可視您所需購買之土產增

減)。 

03. 問：是否還有其他注意事項 

    答：A. 請準備些許泡麵，因時差半夜取食不易。 

        B. 請準備輕便型雨衣，太陽眼鏡，防水防滑之休閒鞋, 

        C. 請準備綿羊油或嬰兒油，乳液或個人保濕用品，護唇膏，因北美空氣較為乾燥需重保溼。 

    D. 請準備個人習慣之感冒藥，胃腸藥，消炎藥，慢性病之用藥(如方便最醫生開立處方)。 

      E. 請準備相機，行動電話充電器，備用電池(電壓插座與台灣同規格)。 

        F. 行動電話請準備三頻或 3G，北美電訊為雙方收費，建議使用簡訊較為經濟。 

        G. 如要攜帶筆記型電腦，飯店多為無線上網，部分飯店需收費。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 1)請於班機起飛前三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 2)領隊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後將護照發還給團員。 

( 3)團員領取護照後請一一檢查護照套內之各種簽證是否齊全，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 

( 4)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 5)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 6)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 7)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

速離開。 

( 8)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 9)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 

(10)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11)海邊戲水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12)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身體狀況不佳者請勿參加。 

(13)搭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14)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15)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6)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7)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8)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整疊鈔票。 

(19)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20)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21)錢幣：台灣出境 (A)台幣:現金不超過 100,000元 

                   (B)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入境美國 (A)台幣、外幣、旅支、匯票等，總值不得超過美金 10,000元，超過者需申報。 

          入境加拿大(A)台幣、外幣、旅支、匯票等，總值不得超過加幣 10,000 元，超過者需申報。 

(22)政府規定自 87.10.01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23)民航局配合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要求，自 2009年 2月 20 日起，將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備用鋰電池納入規範，備用鋰電池

僅能放在手提行李中，且必須符合一百瓦小時以下的規格限制。惡意違規者，最多可依民航法處以兩萬元到十萬元罰款。 



(24)提醒您：美加地區現行法規規定室內全面禁煙。入住飯店時，請勿在飯店房間內或室內場所吸煙，美加法規對室內吸

煙的罰款嚴重，各家飯店對房間內(室內)吸煙者之罰金規定不同，最低金額 200美金(加幣)起。請旅客特別注意。 

 

★保險★ 

感謝您的支持與愛護，參加本公司所承辦的旅行團。本公司遵照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每位旅客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險

【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五百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二十萬元 (實支實付)】(註：旅客未滿 15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

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二百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二十萬元 (實支實付))；以及綜合旅行社的一億七百萬元履約

保證，希望您能安心的出門旅遊。另外，依「國外旅遊契約」中規定，本公司有告知旅客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之義務。

因此，為了確保您的權益及避免出國旅遊可能產生的風險，特別提醒及建議您，可視需要購買旅遊平安保險及旅遊不便險。 

 

小費 

在美加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然而小費之收取非硬性強收，對

於沿途為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 

如表現佳，可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如表現不盡理想，您可斟酌給予。 

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1.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 

  * 十天 團美金 100 元 (含司機/領隊/導遊) 

  *十一天團美金 110 元 (含司機/領隊/導遊) 

  *十二天團美金 120 元 (含司機/領隊/導遊)....依此類推!! 

2.房間清潔費：每房每天美金１元，請置於枕頭上。 

3.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美金１元。 

4.其他服務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領隊或導遊之意見，再決定付服務費之多寡。 

   

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美加 

  台灣國際冠碼＋美加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002 ＋1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人在美加，打電話回台北家中 

  美加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台北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011＋ 886 ＋ 2 ＋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美加，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美加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 0以後的號碼 

  011＋ 886 ＋ 932.......(0932....不撥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