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加東 22日遊 (2019年) 
◎:入內參觀 ★:下車遊覽 ※:行車經過或瀏覽  :團體徒步遊覽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芝加哥(Chicago)美國 
 
 
 
 

 今日一早搭機出發美國，洲際長途飛行抵達北美洲五大湖區的最大都市芝加哥。 

第 2 天 芝加哥(Chicago) 
芝加哥: 

 
超高建築櫛比鱗次直如世界級建築大師集體創作展示場：全球數一數二之威立斯

大廈(Willis Tower,原名 Sears Tower)快速電梯 70秒即登上高 110層樓之◎第 103層

觀景台、高 100層狀似巨大方尖碑的芝加哥市代表標誌※杭考克(Hancock)中心、

狀似二棵玉米芯的※Marina City、全世界最古老又最高的磚造摩天樓※Manadnock 

Building。市中心與湖畔休閒沙灘間※湖濱公路景色怡人，★格蘭特(Grant)公園

內仿巴黎凡爾賽宮花園建造之舉世最大規模的★白金漢噴泉(Buckingham Fountain)、 

享譽全美國的★芝加哥美術館、美洲最早建立的★阿德勒天文館(Adler Planetarium)、

★約翰薛德水族館(John G. Shedd Aquarium)、★芝加哥文化中心、★自然歷史博物館…等。 

第 3 天 底特律(Detroit)    
底特律: 

 
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廠的總部，密西根(Michigan)州最大都市暨全世界最著名的〝汽車城〞

(Motown)。自河畔的※哈特廣場(Hart Plaza)起林立密集的國際知名企業大廈(如

※通用汽車 GM公司總部)。以汽車發展史為主題之◎福特博物館(Ford Museum)

內容包羅萬象，堪稱全球規模最大之博覽會場。 

第 4 天 尼加拉大瀑布多倫多(Toronto)加拿大 
尼加拉瀑布 

 
美加兩國邊界上，距大多倫多都會區約一百多公里的★尼加拉大瀑布，被譽為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壯盛景觀有：馬蹄型大瀑布、新娘的面紗瀑布、美國瀑布，

水勢傾瀉如千軍萬馬奔騰排山倒海而下令人嘆為觀止！水氣映出水花間常呈現

美不勝收之七色彩虹，穿全套雨衣登◎船(Niagara cruises)迎浪航向瀑布，體驗無比

刺激的驚濤駭浪(船班隨季節關閉或開放)。續往加拿大的最大都市:多倫多。 

第 5 天 多倫多(Toronto) 
多倫多: 

 
安大略省首府觀光：★女王公園、★省議會大樓、造型別緻的※市政廳、★多倫多的 

老中國城、★多倫多大學校區、★西恩塔(CN Tower:美洲第一高，世界第三高: 

553.33公尺)、屋頂可開闔的※天虹體育館(巨蛋球場:Roger’s Centre)…。 

第 6 天 京士頓(Kingston) 

京士頓: 

 
英屬殖民時期加國舊都，位在扼聖羅倫河出入口的安大略湖畔，蘊藏豐富歷史的

古老建築與現代街坊相映成趣：舊國會大廈的★新市政大廈、英美爭奪戰的※京士頓

炮台、行駛接通大西洋岸與太平洋岸鐵路之★古董火車頭、※皇家軍事學校…。

時間許可時從湖畔購票◎乘船遊千島湖。 

第 7 天 渥太華(Ottawa)蒙特婁(Montréal) 
渥太華: 

 

加拿大首都，恰位於加國最大幅員的法語區魁北克省(Québec)與最多人口(逾全國 1/3

總人口數)之英語區安大略(Ontario)省之間。★國家文明博物館、★國會大廈、 

★和平鐘樓、★總理府、★總督府、※麗都大運河、※名人使館區…。 

蒙特婁: 全世界第二大講法語的城市，素有『美洲巴黎』別稱。參觀：★皇家山公園、★舊城區、

★市政大廈、北美洲最大的★聖母院大教堂(La Basilique Notre-Dame)、◎聖約瑟修道院…。 



第 8 天 蒙特倫西瀑布(Chute Montmorency) 魁北克市(Québec city) 
瀑布: 比舉世最知名的尼加拉大瀑布高度更高、水落差更大的魁北克省最著名之★大瀑布。 

魁北克市: 

 
 

魁北克省最古老城市與〝比法國更法國〞的加拿大法裔文化搖籃，北美洲唯一以石頭

建造城牆的古城。十九世紀時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讚譽這保存完善的

堅固古城為『北美洲的直布羅陀』。西元 198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將古城區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徒步遊賞★古老大教堂、★噴水池廣場、★炮台公園、★石磚街道…。 

 第 9 天 麻州華爾登(Walden)湖 
華爾登湖: 進入美國東北邊境，縱越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Mountains)，沿途山光水色景色

旖旎。經佛蒙特州(Vermont)和新英格蘭地區的新罕布夏州進抵★華爾登湖(Walden 

Pond)是梭羅寫作“湖濱散記”的靈感泉源，湖畔簡陋★小木屋是他長年棲身之處。 

第 10 天 哈佛大學波士頓(Boston) 
哈佛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MIT)校區在※查爾士河(Charles River)左岸的劍橋(Cambridge)，

沿★哈佛廣場、麻州大道到達西元 1636年創立的美國最古老△Harvard大學。 

波士頓: 

 
 

美國歷史名城和美國人心目中『自由的搖籃』。美國第一座公園★波士頓公地(Boston 

Common)是紀念 16處革命史蹟『自由途徑』(Freedom Trail)的起點：西元 1776年

宣佈獨立宣言的★老州政廳、★國王禮拜堂…等。名流聚居的※畢肯山莊(Beacon 

Hill)瀰漫古色古香歐式風韻，△昆西市場(Quincy Market)及周邊地攤、海鮮大排檔、

街頭雜藝表演…直如台灣夜市的熱鬧風情。 

第 11 天 普里茅茨(Plymouth)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紐約 
普里茅茨: 

 
    

麻州北部 Lexington是西元 1776年美國獨立革命爆發第一聲槍響的紀念地。大西洋

海岸上鱈魚岬海灣(Cape Cod Bay)★普里茅茨港是美國感恩節起源地，及美國版

「聖石傳說」之★Plymouth Rock(登上陸地時的踏腳石)。 

耶魯大學: 

 

   

擁有僅次於哈佛大學的全美國第二大學術圖書館，藏書量一千兩百五十萬冊。哥德式

風格之建築林立校區舉世聞名，很多學院黌宇獲選為範例並在建築學史課堂上討論，

另有眾多 19世紀的建築物坐落★高嶺大道(Hillhouse Avenue），西元 1840年時獲

英國大文學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J.H. Dickens)評論為美國最漂亮的街道。 

紐約: 

 
 
 
 
 

美國第一大城市，坐擁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港口，是一座對全球經濟、商業、金融、

媒體、政治、教育和娛樂最有影響力的國際大都會，極興盛的商業活動舉世無雙

人口和建築最密集。是聯合國(UNO)總部所在地，也是世界各國的外交折衝中心。

這座位於美國大西洋海岸東北部超級大都市，包羅萬象亦被稱為世界文化之都，  

每年吸引約五千五百萬遊客到訪。全市分成:曼哈頓(Manhattan)、皇后(Queens)、

布魯克林(Brooklyn)、布朗克斯(Bronx)及斯塔滕島(Staten Island)共五個行政區(The 

five boroughs of New York City)。西元 1664年英國佔領紐約前，荷蘭殖民者到此

建立貿易站歷 40年取名新阿姆斯特丹(Nieuw Amsterdam)。西元 1785年至 1790

年紐約曾是美國獨立初期的首都，之後紐約取代賓州費城成為美國第一大城市。 

第 12 天 紐約(New York) 

上城區 

 
※古根漢博物館、※哈林區、世界前五大基督教堂的※聖約翰神明座堂(The Cathedral 

Church of St. John the Divine)、長春藤聯盟(Ivy League)名校※哥倫比亞大學…。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坐落紐約市中心的曼哈頓

★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和★第五大道(5th Ave.)之間，劃分為 17館收藏超過二

百萬件藝術品是全美洲最大的藝術寶庫，主建築物簡稱為“the Me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4%BD%9B%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5%BE%B7%E5%BC%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3%A5%E5%BE%B7%E5%BC%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E4%B8%96%E7%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5%B0%94%E6%96%AF%C2%B7%E7%8B%84%E6%9B%B4%E6%96%AF


第 13 天 紐約(New York) 
中城區: 

 
 

摩天大樓數目與密度傲視全球的繁華商區 

※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Plaza)、※百老匯大道(Broadway Ave.)、★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歌舞劇院、※時代廣場(Times Square)、※無線電城音樂廳
(Radio City)、※第五大道名品店(Fifth Ave.)、★聯合國總部(UNO)…。 

下曼哈頓區 

 
 

美國最大的金融中心(Financial District)  

※華爾街(Wall St.)的證券交易所、※市政廳、※布魯克林大吊橋…。自★炮台公園
(Battery Park)旁乘船航經自由島(Liberty Island)水面上觀賞美國的自由精神最高
象徵※自由女神像(紐約市的地標，在 19世紀末 20世紀初迎接了數百萬移民)。 

第 14 天 費城(Philadelphia)長木花園(Longwood Gardens) 
費 城: 

 
美國誕生地和 1800年遷都華盛頓特區前的首都，老城區★國家獨立歷史公園 1平方哩
內有全美國最多歷史古蹟：西元 1776年簽署“獨立宣言”的★獨立廳(Independence 

Hall)、★獨立廣場、早年參眾兩院之集會所★國會廳、原最高法院的★老市政廳、
美國人民最尊崇的自由象徵★自由鐘(Liberty Bell)。※新市政廳建造規模稱霸全美國 

，富蘭克林公園道上※雙聖教堂、※自然科學學院、※富蘭克林科學館、★美術館…。 

長木花園: 精心設計◎園藝造型藝術成為美國園丁教育、成人教育最佳場所，旅客絡繹不絕。 

第 15 天 巴爾的摩(Baltimore)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美國首都 
巴爾的摩: 美國國歌的誕生地，市中心 Haborplace港區是美國最早建造的室內逛街購物商場

(Shopping Mall），現有兩座★玻璃外觀商場、直角三角型玻璃屋頂★國立水族館、
★“世界貿易中心”、★“星座號”老軍艦…等。 

華盛頓 

特區: 

 

國會山莊 (Capitol Hill)：※參眾兩院、※美國最高法院、全世界最大之※國會圖書館。 

林蔭大道(The Mall)：★林肯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越戰紀念壁、★傑佛遜
紀念堂、★羅斯福紀念牆、★國立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航太博物館
(Air & Space Museum)、△自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第 16 天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華盛頓 

特區: 

 

賓州大道(Penn. Ave)：★白宮(White House)、※聯邦調查局(FBI)、※國務院…等 

 聯邦機構，※甘迺迪藝術表演中心、※水門(Watergate)大廈…。 

波多馬克 (Potomac)河左岸：★阿靈頓國家公墓、※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 

＊華盛頓特區景點(如：紀念堂、政府機關、展覽廳館…)皆全部免費入內 (需排隊、 

有限量)；因應開放時間、衡量排隊人潮多寡、景點行車順序，團體瀏覽會彈性 

選擇入內參觀項目及停留時間。 

第 17 天 魯瑞鐘乳石洞(Luray Caverns)夏綠蒂市(Charlottesville) 
鐘乳石洞: 大自然歷百萬年所塑成之奇特◎鐘乳石景觀，經燈光與水滴反射，呈現璀璨美景。 

夏綠蒂市: 

 
美國最詩情畫意的大學城，由發表獨立宣言的美國第三位總統傑佛遜所創立之△

維吉尼亞大學名列美國法定建築代表作，是美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之四座

世界珍貴紀念建築之一。★大草坪(The Lawn)兩側十座各具特色“學閣”(Pavilion)對拱

仿羅馬萬神殿(Pantheon)興建的巨型★圓頂大廳(Rotunda)輝映成無比和諧美感！ 

第 18 天 雪蓮古鎮(Old Salem) 
雪 蓮: 

 
◎Salem：原意『非英國國教派教徒的禮拜堂』，是摩拉維亞人(Moravians:為逃避
宗教迫害從現今之捷克國境內移居來的新教徒)西元 1766年建造的歷史古鎮。獨特的
淳樸建築風格與鄉野景觀和兩百多年來教會與居民忠實保存那年代的生活文化， 

使這個國家歷史文物完整保留地成為一座真實歷史的活博物館，栩栩如生地呈現
美國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最道地又詳實的獨立前後之傳統生活故事。 



第 19 天 亞特蘭大(Atlanta) 
亞特蘭大: 

 
★石頭山(Stone Mountain)：展現美國南方人驕傲的歷史古蹟，並自山頂上俯瞰周遭
天然奇景。南北戰爭的陣亡將士女眷後裔(United Daughters of Confederacy)集資出力，
在將近四千坪大之花崗石(Granite)峭壁上耗費幾十年，雕刻出一百二十多公尺高，
面積比足球場還大的巨石雕塑，以紀念南北戰爭時南方「邦聯」的三將領。 

第 20 天 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 

 
喬治亞州(Georgia)首府，美國陸路及航空樞紐(機場載運量全世界最大)，達美航空
(Delta Air:客運量和機隊規模全球數一數二 )、美國最大電信公司AT&T、★可口可樂
(Coca Cola)全球總部、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總部或其周邊地區。 

第 21 天 亞特蘭大台北 

搭機橫越美洲大陸，轉機後再跨過太平洋國際換日線。 

第 22 天 台北  

自地球另一端飛抵台北，結束充實又難忘的北美洲東部 22日旅程。 

＊本行程可另加 8日至美東南(+郵輪)共 30日。 

＊全程不含午餐(自由活動當日不供餐)。 

＊住宿Motel (Days Inn, Super8, Travelodge, Knights Inn,...)或經濟型旅館   

   (兩人一室附衛浴) 

 
＊參加辦法及約定： 

1.報名時請交付足額作業金新台幣貳萬元整，餘款須於行前說明會當天全部交清。 

說明會後仍未交清者，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其參加資格，已付款項恕不退還。 

2.若在預定出發日前七天不足 20人時，本公司得決定取消該團（已收到之作業金退還）， 

或另協議該團如期成行之條件，或徵得團員同意更改日期。 

3.有關旅行細則及責任問題依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之旅遊契約處理。 

4本公司印發之行程若因為航班變換、班機起飛和降落的時間或機場更改、轉機班次不同等

或是其他因素有變，行程順序即使更動不會減少旅遊項目。本公司保留行程順序變動之權，

因無損旅客權益，請勿異議。 

5.本公司標售之團費一律無任何議價彈性！旅客得依定價以信用卡（可附回饋意件調查表之 

優惠券）實付全部或部份團費（即：依定價刷卡付團費不加價）。若享有特惠價格或減抵 

團費之折扣，則不可使用信用卡付款！ 

6.旅客未付完團費或作業金之前，本公司得依兌換匯率變動、實際支付簽證規費、航空公司 

徵收稅費之變動調整收費！ 

7.依兩人分享一臥室之原則，旅客報名參團時，除非已自行分配好兩人一室，或另付單人房 

價差，本公司有權安排任何同性別的人共宿一室。 

＊旅客若有任何不要入內參觀之項目，請於出國前告知本公司！為免除領隊帶團之困擾

（如：入內參觀前後另需核對預算、或另需核算扣除團體購票與個人退款差額、或 voucher    

不得更改、或訂妥人數即不得變更之限制…。） 

旅客出國後任何自行放棄之項目及餐食本公司將一律不退費！ 
 

台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交觀甲 528號、品保 524號)     TEL: (02)2740-6958 

網址: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台達.tw  E-Mail: tytasales@gmail.com 

www.tytatravel.com.tw
http://www.tytatravel.com.tw/
mailto:tytasale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