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10.17【美加東】賞楓 12 日 

~白山森林公園、尼加拉瀑布~ 
 

早鳥價 NT:134,000 元/人 

含稅、導領小費、每人一張網卡、簽證費 
 

行程特色 
【舌尖上的旅行】 

 安排登上尼加拉瀑布《史凱隆塔享用旋轉餐廳西式套餐》，讓您俯瞰尼加拉瀑布磅礡的美景。 

 波士頓特別安排每人一隻美式《龍蝦餐》，連老美都愛。 

 魁北克享用有名的楓糖風味餐，體驗當地人的美食。 

 

 



 【美加東賞楓名勝全覽】 

 白山國家森林公園：這裡是美國人最愛的賞楓及健行地點，每到九月，北方南下的陣陣秋風把

原本綠意盎然的山林，變換成萬紫千紅的林海，令人沉醉。 

   
  聖安妮峽谷：峽谷中斑斕的繽紛色彩，是欣賞楓景的最佳選擇，有著楓紅峽谷的美譽之稱。其

中三座吊橋可俯瞰峽谷奇景，欣賞加拿大秋季多種顏色的楓葉峽谷。 

 

 
【美加東三大經典遊船】 

 紐約：自由女神遊艇體驗，拍攝自由女神最佳角度就在船上唷。 

 
 

 京士頓：搭乘觀光遊艇巡遊千島群島，徜徉於兩岸河畔的遊河楓情。 

 尼加拉瀑布：霍恩布洛爾號在以二百英呎落差造成了世界奇景的尼加拉瀑布，面對澎拜的河水

以雷霆萬鈞之勢傾瀉而下，水柱奔騰的雄偉景色，令人嘆為觀止。 



 
 

   
  
【賞楓城市交響曲】 

◆【紐約】深秋時節，中央公園的片片楓紅，是電影裡最愛取景之地。 

 自由女神：是法國在 1886 年贈送給美國的獨立 100 週年禮物。她手持火炬，日夜守望著這座

大都會，迎接了無數紐約客或是旅客。安排搭乘遊艇近距離欣賞這座世界上最堅定的女神。搭

乘遊艇不僅是最精緻的玩法，也是現在最受歡迎的遊樂方式！ 

 紐約經典地標：帝國大廈。並特別安排搭乘電梯登上觀景台，您將能從高處俯瞰紐約市大片地

區，尋找著名街道和公園。 

 中央公園：如果你喜愛美國電影影集，那絕不能錯過這裡！超過 240 部電影的紐約場景都在此

地拍攝，發展出許多你我心中的浪漫故事。中央公園是一座人工花園，費時 15 年打造完成，這

裡不僅是紐約人後花園，更像是紐約市的心臟！ 

   
 
 
 
 
 



【尼加拉瀑布】  
尼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其名稱源自印第安語，意為「雷神之水」，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也和非洲

的「維多利亞瀑布」及南美洲的「伊瓜蘇瀑布」並稱為「世界三大跨國瀑布」。 

 

 瀑布遊船─霍恩布洛爾號：這是尼加拉瀑布最歡迎的旅遊方式，開幕至今已經有 155 年的歷

史。當船行駛到馬蹄瀑布下，轟轟瀑布落下的水花濺濕船身，鋪天蓋地的一傾而下，難怪所有

玩家都必須穿上雨衣遊玩，是一趟不可錯過的遊船之旅！ 

 瀑布景觀餐廳：位於尼加拉瀑布邊的景觀餐廳，可以一邊用餐一面欣賞尼加拉瀑布景色，在此

用餐更是人生一大享受！ 

 尼加拉瀑布景觀摩天輪：在座艙內享受冷暖氣，從各個角度俯瞰整個尼加拉瀑布、尼加拉公

園、克里夫頓丘。美景盡收眼底。 

 住宿加拿大側飯店：相較於美國瀑布的綿綿涓流，加拿大側的馬蹄瀑布更是氣勢磅礡！住宿加

拿大側讓您不論白天夜晚都可以好好欣賞雄偉的瀑布，終生難忘。 

 
 

  
 
◆【魁北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道路兩旁楓紅層層，古意盎然的城市景觀交織成詩篇般的景

色。  

  



 ◆【渥太華】融合著都會風情與大自然風光，覽楓葉夾岸的里多運河，最能品味現代化首都的迷

人。 

  
 

 ◆【多倫多】不論都市風光或自然景色，都讓人流連忘返，市區四周田野起伏，歷史、建築點綴飛

舞的紅葉中。 

  
  
◆【波士頓】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六州之一，波士頓的四季分明，讓它的秋天有著不可取代的美

麗。 

  
  
飯店介紹   註：楓紅期間，部份飯店多提供一張大床房型。 

紐約 DOUBLETREE BY HILTON FORT LEE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new-jersey/doubletree-by-hilton-hotel-fort-lee-

george-washington-bridge-FTLFLDT/index.html

 



波士頓 DOUBLETREE BY HILTON MILFORD 

http://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massachusetts/doubletree-by-hilton-hotel-

boston-milford-BOSMFDT/index.html 

 
 

白山國家森林公園 HOLIDAY INN EXPRSS & SUITES NORTH CONWAY 

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north-conway/nconh/hoteldetail

 
 

 



聖安妮渡假村 CHATEAU MONT SAINTE-ANNE 

https://www.chateaumontsainteanne.com/en/

 
尼加拉瀑布 HILTON NIAGARA FALLS (FALLSVIEW) 

https://www.niagarafallshilton.com/ 

 
 

 

 

 



參考航班 

天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32 桃園 / 紐約(甘迺迪機場)JFK 19:10 22:05 

第十一天 BR35 多倫多 YYZ / 桃園 01:45 05:05+1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每日行程                      【景點符號】●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 天 桃園／紐約 
今日懷著浮雲遊子的浪漫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的憧憬，踏著輕快的腳步集合於桃園機場。經國際

換日線，於同日飛抵。隨後前往飯店住宿，準備明天開始的醉楓行囉。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XXX   

住宿：DOUBLETREE FORT LEE HOTEL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或同級 

 

第 2 天 

紐約大蘋果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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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大廈、中央公園、洛克斐勒中心、第五大

道、時代廣場】 
今日出發展開『大蘋果之旅』：首先安排搭乘★遊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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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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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登上許多電影最喜歡取景的★【世貿大廈】，也是觀賞曼哈頓景色最好的地方。去看看在繁華的

紐約市中佔地廣大遼闊的 ◆【中央公園】。接著前往 20 世紀最偉大的都市計劃之一的●【洛克斐勒

中心】，這片朝天空競賽的鋼筋水泥，彰顯了 20 世紀人類企圖征服天空的野心。之後前往可說是名

門淑媛、貴族雅痞的同義字●【第五大道】。最後帶您來到世界馳名的●【時代廣場】，它以除夕夜

的新年倒數計時著稱，星光雲集的百老匯就在時代廣場一帶。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海鮮自助餐      晚餐：豬肋排餐 

住宿：DOUBLETREE FORT LEE HOTEL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或同級 

 

第 3 天 紐約(347 公里)－波士頓【自由之路～州議會、波士頓公園、昆西市場】 
前往有美國文化搖籃之稱的『波士頓』，小巧的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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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美國自由的搖籃，也是藝術與學術之

都。 

 

前往許多波士頓知名景點。如美國建築傑作之一，三一教堂。完成於 1877 年，自此成為波士頓重

要的地標。長達百年時間被列為 10 大建築之一。而一旁的約翰．漢考克大樓是另一棟由華裔建築師

貝聿銘所設針的 62 層玻璃幕大樓。當初設計於古蹟三一教堂旁時，曾引發一次批評聲浪。而今，大

多數人對它讚賞不己，因為它將教堂折射出另一個美麗的倒景。延著◆自由之路，經波士頓大屠殺

遺跡、◆【麻州州議會】及◆【波士頓公園】參觀美國獨立史發展的軌跡。隨後前往最繁華的購物

及飲食區－●【昆西市場】，面對著芬威走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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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各項商品都相當具有特色！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龍蝦餐(每人一隻) 

住宿：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Boston/Westborough 或同級 

 

第 4 天 波士頓(220 公里)－白山國家森林公園【白山齒軌火車】 
今日前往美國東部的新英格蘭被譽為全世界秋色最迷人的地方之ㄧ，新罕布夏州著名的渡假地點～

●白山國家森林公園。 

ㄧ個美麗的體驗，無法筆墨形容的美緻視野，ㄧ片美麗的森林保護區用美形容此刻到顯得匠氣與庸

俗，俯瞰新英格蘭五州及加拿大，白山森林公園內有湖泊瀑布，其中蓋橋(COVERED RIDGE)之設計

遠近馳名，多達三十座星羅棋布、全美之冠。 

 

火車之旅是白山國家森林公園最熱門的觀景方式，特別安排搭乘森林齒軌火車(約 3 小時)，興建於

19 世紀中，歷史悠久的懷舊火車是全世界第一個齒軌登山火車，沿著山間鐵路，用不同的速度與視

野上上下下，帶您登上美國東北最高峰華盛頓山，海拔高度約 1900 公尺，群峰林立山巒疊影，隨

著火車前進的高度遠眺近賞皆有不同的風韻。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自肋餐       晚餐：西式牛排套餐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North Conway 或同級 

 

第 5 天 
白山(485 公里)－脈脈含情瀑布(纜車)(30.9 公里) ～聖安妮峽谷~聖安妮

渡假村 
今日穿越美加邊境，前往有《楓紅大峽谷》之稱的聖安妮峽谷，峽谷是由於香普蘭海退卻後而形

成，冰河融化成大大小小的瀑布、激流穿插於峽谷之間，鬱鬱蔥蔥的樹木點綴其中，與瀑布相互輝

映。一到秋季楓紅時節，景色更加迷人，被人們譽為魁北克的「楓」景之最。三座橫空而架的吊橋

使得聖安妮峽谷獨具特色，既可以讓遊客身臨其境地領略沿途山間道道飛瀑的景觀，還有一種探險

獵奇的體驗。 

 

接著前往◎脈脈含情瀑布公園，此公園位於魁北克市的市郊，是以法國殖民時代的總都命名，整座

公園擁有規劃相當完善的休閒設施，安排纜車參觀落差大於尼加拉瀑布 1.5 倍的脈脈含情瀑布，此

瀑布高約 83 公尺，雖然不如尼加拉瀑布出名，但聲勢浩大非常壯觀！今日別忘了利用時間，漫步在

楓林之中，撿拾幾片艷紅的楓葉留作紀念。  

 

今晚夜宿於美景優美的★聖安妮渡假村。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楓糖風味餐 

住宿：Chateau Mont Sainte-Anne 或同級 

 

第 6 天 
聖安妮渡假村－魁北克市【小香普蘭街、皇家廣場、大壁畫、聖母大教

堂、畫家巷、都普林步道】～蒙特婁 
今日前往北美唯一築有舊城牆的城市。此城市就像是任何一個法國城鎮的縮影，走的路是十八世紀

的石板階梯，看的風景是色彩相間的尖頂小屋，聽的是銀鈴般悅耳的法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

為世界級的古蹟保存地。 

 

接著展開魁北克古城巡禮：造訪下城區裡的●【小香普蘭街】欣賞古趣盎然的古老街景，彷若回到



二百年前的繁華，是最受觀光客喜愛的一條街，無論是精美的櫥窗、別緻的招牌、美麗的窗台，都

足以讓人駐足半天，驚豔不已。接著沿皇家廣場抵達令人驚艷●【大壁畫】。超水準的繪製技巧，讓

這個大壁畫總是讓人讚嘆。而位於上城區中看看肅穆莊嚴的●【聖母大教堂】及●【畫家街】裡畫

家筆下美麗的魁北克城，然後從●【都普林步道】看魁北克最上鏡頭的地標－●【芳堤娜城堡】。 

 

接著驅車前往「北美小巴黎」－蒙特婁。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法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Crowne Plaza Airport 或同級 

 

第 7 天 
蒙特婁【聖母院大教堂、舊港區、傑克卡迪爾廣場】－渥太華【國會大

廈、麗都運河、總督府】 
今日後參觀傍市中心的●【聖母院大教堂】，是於 1829 年建立的哥德式教堂，有北美最大的天主教

堂之美譽，為觀光朝聖的必訪景點，由於 1994 年，全球知名歌手巨星席琳狄翁 Celine Dion，於此

教堂盛大舉辦結婚典禮而更聲名大噪，使它成為蒙特婁的地標。接著前往以舊港遺跡為中心，沿河

岸長約 2 公里的●【舊港區】，起始於 1642 年，介於聖羅倫斯河與市中心之間的港區，是最羅曼蒂

克且具有歷史的區域。 不論春夏秋冬，舊港區始終是人們最喜愛光顧的廣場，除了常有不同類型的

活動外，也可觀賞聖海倫島的美景。接著前往●【傑克卡迪爾廣場】，廣場中間矗立著英國尼爾森爵

士(Lord Nelson)的雕像，這裡是蒙特婁舊市區，巷道內有著法舊式建築，傳此地點為加拿大之父喬

治依田卡地爾(George-Etienne-Cartier)的故居所在之處，而現在廣場成為蒙特婁居民休憩的好去

處，廣場兩側有浪漫的咖啡座、餐廳、藝品店等等，夏天更是街頭藝人表現藝術專長的地方。這裡

是觀光客悠閒的享受異國風情最好的地方 

 

隨後前往渥太華身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欽定的首都，只能說是當是無愧。秋天的楓紅在質樸穩重的

古典建築間相映，在鏡面般的運河上倒映，都是首都令人陶醉的視覺享受。像哥德式城堡建築的●

【國會大廈】、渡假小艇穿梭其間、兩岸風景美麗如畫的◆【麗都運河】等等，都是讓遊人不能錯過

的景點；接著前往渥太華在賞楓季節最不能錯過賞楓重點◆【總督府】，秋季的落葉將草地鋪上金黃

色及酒紅色的地毯，別忘了在此享受拾葉的樂趣唷。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Radisson Ottawa Parliament Hill 或同級 

 

第 8 天 渥太華～楓林大道(154 公里)－千島遊船(55 公里)－多倫多 
今日前往搭乘★千島遊船，巡遊散落在聖羅倫斯河的珍珠～千島群島。千島群島位於安大略湖水注

入聖羅倫斯河處，在巡遊於千島之間同時欣賞十八世紀王公貴族所建立的古堡及世界上最短的國

界。沿途經過許多渡假小島、古堡，秀麗美景盡收眼底，處處美景令人讚嘆。另外您也可聽聽聞名

世界的千島醬的由來。 

接著前往多倫多囉。多倫多~著名的旅遊城市，不論都市風光或自然景色都讓人流連忘返。多倫多
着洋溢 活力與激情。有標誌性的建築、極具吸引力的街景、博物館及畫廊、頂級的購物體驗—這個

城市總是活力無限！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Delta Hotels by Marriott Toronto Airport & Conference Centre 或同級 

 

 



第 9 天 多倫多－尼加拉瀑布【瀑布遊船、摩天輪】 
今日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尼加拉瀑布區，尼加拉瀑布橫跨美、加兩國邊境，原本只是一塊荒蕪

之地，卻因瀑布的發跡，讓尼加拉瀑布成為美加最熱門的觀光地區，每年都有超過４００萬名以上

的旅客，來造訪此一世界級的天然美景。 

今日安排搭乘★尼加拉瀑布遊船，在以二百英呎落差造成了世界奇景的尼加拉瀑布，面對澎拜的河

水以雷霆萬鈞之勢傾瀉而下，水柱奔騰的雄偉景色，令人嘆為觀止。隨後獨家安排登上 2007 年全

新落成的★尼加拉瀑布摩天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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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布的全景。 

今晚安排住宿在加拿大境內並升等面瀑布房，讓您輕鬆欣賞瀑布美景。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史凱隆塔西式三道式     晚餐：TONY ROMAS 美式肋排餐 

住宿：Hilton Niagara Falls /Fallsview Hotel and Suites 或同級 

 

第 10 天 
尼加拉瀑布【尼加拉瀑布湖邊小鎮、酒莊品酒】(129 公里)－多倫多【市

政廳、省議會、多倫多大學、西恩塔】 
今早前往一個美麗的【尼加拉湖邊小鎮】，這裡是尼加拉湖區最著名的水果產地與葡萄酒產區，風景

優美的小鎮更是 1792–1794 年「上加拿大 Upper Canada」的首都；以皇后街為中心，各式各樣

古意盎然的精品店都還保持著百年前的風味。特別安排前往品嚐加拿大的國寶特產冰酒。 

接著返回多倫多。多倫多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也是個文化混雜的城市。由高級飯店配上小小樓房

形成的建築曲線，及新潮商店及老舊店鋪比鄰而居，奇怪又矛頓的城市景觀，就是多倫多。隨即展

開一場城市巡禮。首先登上多倫多的地標★【西恩塔】，高達 533 公尺的高塔遠觀像是個飛碟佇立

在港灣旁。安排搭乘超快電梯升到約 346 公尺的觀景台上。天氣晴朗時還可以看遠方尼加拉瀑布形

成的水氣。同時您可別忘了試著站在透明地板上，看看是否有勇氣望下塔底唷！ 

今晚，安排豐富的海鮮惜別餐。隨後前往機場準備搭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中日式海鮮自助餐   晚餐：中式海鮮惜別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11 天 多倫多／桃園 
今日搭機返回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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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天 桃園 
今日安全抵達台北，回到甜蜜家中休息調整時差，結束難忘的旅遊。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