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誼帶你遊美國！
美國超值遊

$

聯誼假期悉尼

美 東 超值遊系列
USA East Coast Value Tours

另有更多美國東西海岸1-13天遊選擇︐請致電查詢
Learn more about USA 1-13 Day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美東精華4天遊

AP4

每週二︑三︑五︑六出發

USA East Coast 4 Days

雙人房
Twin Share

$ 499

同房第3人/第4人
3rd/4th Share

Departs TUE, WED, FRI & SAT
單人房
Single Room

配房
Roommate Matching

$ 749

$ 599

$ 299

尼加拉瀑布

獨家特色:





加拿大美東豪華8天遊

接機當天送特色遊*︑自由購物 (獨家)
四大接團地點: 紐約三大機場 (JFK/LGA/EWR) 和唐人街
最短時間內遊覽紐約︑華盛頓︑費城和阿米西村
住宿: Sheraton/Hilton/Double Tree/Radisson 或同級

USA East Coast 6 Days

雙人房
Twin Share

$ 699

獨家特色:

同房第3人/第4人
3rd/4th Share

$0

$918

同房第3人/第4人
3rd/4th Share

單人房
Single Room

配房
Roommate Matching

$ 659

$1508

$1089

獨家特色:
AP6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單人房
Single Room

配房
Roommate Matching

$1060

$860

買2送2

接機當天送特色遊*和自由購物 (獨家)
Buy 2 Get 2 Free
四大接團地點: 紐約三大機場 (JFK/LGA/EWR) 和唐人街
住兩晚紐約大都會地區︐參觀紐約時間更長
遊覽大都會博物館︑尼亞加拉軍事戰爭要塞古堡和漩渦公園
特色風味餐: 波士頓龍蝦晚餐和新英格蘭蛤蜊巧達濃湯
暢遊: 6大名城︑2大名校︑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
尼加拉瀑布︑波士頓︑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住宿: Sheraton/Hilton/Double Tree/Radisson 或同級








TR8C

多倫多 週三︑日出發

Canada & USA East Coast 8 Days Departs Toronto, WED & SUN

雙人房
Twin Share

第1天: 抵達紐約市 (送特色遊) 團體免費接機: 8:30am-23:00pm
第2天: 紐約市區遊覽
第3天: 紐約市 > 費城 > 阿米西村 > 華盛頓
第4天: 華盛頓 > 華盛頓送機 > 紐約送機: 航班請訂DCA 14:00後 (免費) 或
IAD/BWI 15:00後 (自費) 或 紐約JFK/LGA 22:00後 (免費)

美東精華6天遊

華盛頓特區

第1天: 抵達紐約市 (送特色遊) 團體免費接機: 8:30am-23:00pm
第2天: 紐約市區遊覽
第3天: 費城 > 華盛頓
第4天: 華盛頓 > 康寧 > 尼亞加拉
第5天: 紐約上州 > 波士頓
第6天: 波士頓 > 波士頓送機 > 紐約送機: 航班請訂BOS 13:30後︐週四︑日
出發的團沒有BOS送機︔或 紐約JFK/LGA/EWR 19:00後

團費包含 & 不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 Exclusions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酒店住宿︐2-4人房均為雙床標準︐不另加床 Hotel accommodation
2-4 Person Share Room: provide 2 double beds ONLY, no extra bed
導遊: 專業華語及英文導遊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交通: 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門票: 行程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as indicated
餐飲: 行程列明的早︑午︑晚餐 Daily Meals as indicated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小費: USD$10/人/天 Tipping USD$10/person/day
附加費: 假期及旺季附加費 Holiday/peak season surcharge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最短的時間︐遊覽最多的城市︐不走回頭路
 特色風味餐: 觀瀑塔旋轉餐廳浪漫西餐︑渥太華特色熱狗︑
魁北克地道法國餐︑波士頓龍蝦餐和新英格蘭蛤蜊巧達濃湯
 暢遊美加兩國11大名城: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
多倫多︑千島勝地︑渥太華︑滿地可︑魁北克和波士頓
 住宿: Sheraton/Hilton/Crown Plaza/Radisson 或同級
第1天: 抵達多倫多 (YYZ/YKZ/YTZ) > 自行前往 Crown Plaza Toronto Airport酒店
第2天: 多倫多 > 千島湖 > 渥太華 > 滿地可
第3天: 滿地可 > 魁北克 > 波士頓
第4天: 波士頓 > 紐約夜遊
第5天: 紐約市區遊覽
第6天: 費城 > 華盛頓
第7天: 康寧 > 尼亞加拉
第8天: 尼亞加拉 > 多倫多 > 唐人街 > 自費送機 (航班請訂YYZ/YKZ/YTZ 22:00後)

美東&邁阿密豪華10天遊
USA East Coast & Miami 10 Days

雙人房
Twin Share

$1388
獨家特色:

同房第3人
3rd Share

$0

AP10KW/F/A

週二︑五出發

Departs TUE & FRI

同房第4人
4th Share

單人房
Single Room

$ 1188

$1999

買2送1

 接機當天送特色遊*和自由購物 (獨家)
Buy 2 Get 1 Free
 特色風味餐: 波士頓龍蝦晚餐和新英格蘭蛤蜊巧達濃湯
暢遊7大名城: 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邁阿密
 博覽美南最大港口城市 - 邁阿密迷人風光
 在沼澤河流中︐“草上飛”風力船帶您體驗與“鱷魚親密接觸”的驚險之旅
 參觀南部第一街 - DECO Stree︐遊覽32個不同島嶼︐穿越42座橋︐
帶您領略佛羅裡達最南端西鎖島美奐絕倫的獨特風景
 住宿: Sheraton/Hilton/Crown Plaza/Radisson 或同級︐
邁阿密可升級至海灘度假酒店
第1天: 抵達紐約市 (送特色遊) 團體免費接機: 8:30am-23:00pm
第2天: AP10W: 西點軍校 > 奧特萊斯購物/ AP10F: 紐約市區自由活動/
AP10A: 大西洋賭城
第3天: 紐約市區遊覽
第4天: 費城 > 華盛頓
第5天: 華盛頓 > 康寧 > 尼亞加拉
第6天: 紐約上州 > 波士頓
第7天: 波士頓 > 送機: 航班請訂BOS 13:30後︐或JFK/LGA/EWR 19:00後
抵達邁阿密 (自費機票︐免費接機: 10:00-22:00)
第8天: 沼澤公園 > 邁阿密市區
第9天: 西鎖島
第10天: 羅德岱爾堡 > 送機: 航班請訂MIA/FLL 14:00後

聯誼帶你遊美國！
美國超值遊

$

聯誼假期悉尼

美 西 超值遊系列
USA West Coast Value Tours

聖塔芭芭拉

拉斯維加斯
棕櫚泉

好萊塢環球影城
SFB

迪士尼樂園

舊金山+聖塔芭芭拉+17喱灣+
優勝美地3天遊

San Francisco, Santa Barbara, Silicon
Valley & Yosemite National Park 3 Days
雙人房
Twin Share

$269

同房第3人
3rd Share

$0

Daily Departure

同房第4人
4th Share

單人房
Single Room

$ 229

$399

Los Angeles Theme Park 4 Days
(Includes Tickets)

雙人房
Twin Share

$929

Los Angeles, Las Vegas, The Grand Canyon
6 Days (Includes Theme Park Tickets)
雙人房
Twin Share

$929

買2送1

洛杉磯主題樂園精華4天遊(含門票)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同房第3人
3rd Share

同房第4人
4th Share

單人房
Single Room

$588

$ 768

$1148

住宿: Howard Johnson Fullerton 或同級
第1天: 抵達洛杉磯 (免費接機: 8:30am-22:30pm)
第2天: 一天遊2選1: 好萊塢環球影城/洛杉磯市區
第3天: 一天遊2選1: 聖地亞哥海洋世界/聖地亞哥
第4天: 迪士尼樂園一天遊 或 棕櫚泉購物一天遊 > 送機: 國內航班請訂21:30後︐
或 國際航班請訂22:30後

團費包含 & 不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 Exclusions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酒店住宿︐2-4人房均為雙床標準︐不另加床 Hotel accommodation
2-4 Person Share Room: provide 2 double beds ONLY, no extra bed
導遊: 專業華語及英文導遊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speaking tour guide
交通: 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門票: 行程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as indicated
餐飲: 行程列明的早︑午︑晚餐 Daily Meals as indicated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小費: USD$9/人/天 Tipping USD$9/person/day
附加費: 假期及旺季附加費 Holiday/peak season surcharge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優勝美地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
+大峽谷精華6天遊

G3

天天出發

住宿: Courtyard Marriott 或同級
第1天: 抵達洛杉磯 (不含接機) > 聖塔芭芭拉 > 17喱灣 > 舊金山
Buy 2 Get 1 Free
第2天: 舊金山 > 斯坦福大學 > 舊金山市區遊
第3天: 舊金山 >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 洛杉磯自費送機: 國內航班請訂21:30後︐
或 國際航班請訂22:30後
L1

大峽谷

同房第3人
3rd Share

$ 449

天天出發

Daily Departure

同房第4人
4th Share

單人房
Single Room

$ 699

$1249

住宿: Howard Johnson Fullerton/Circus Circus 或同級
第1天: 抵達洛杉磯 (免費接機: 8:30am-22:30pm)
第2天: 一天遊2選1: 好萊塢環球影城/聖地亞哥
第3天: 一天遊2選1: 迪士尼樂園/棕櫚泉購物
第4天: 洛杉磯 . 拉斯維加斯
第5天: 拉斯維加斯 > 胡佛水壩 > 西峽谷/南峽谷 (2選1) > 拉斯維加斯
第6天: 拉斯維加斯 > 巧克力工廠/仙人掌庭院 > 名牌工廠直銷中心 >
洛杉磯送機: 國內航班請訂21:30後 或 國際航班請訂22:30後
SG2

洛杉磯+拉斯維加斯+舊金山
Los Angeles, Las Vegas & 天天出發
精華8天遊 San
Fancisco 8 Days Daily Departure

雙人房
Twin Share

$929

同房第3人
3rd Share

同房第4人
4th Share

單人房
Single Room

$ 249

$619

$1369

住宿︓Howard Johnson Fullerton/Circus Circus/Courtyard Marriott 或同級
第1天: 抵達洛杉磯 (免費接機: 8:30am-22:30pm)
第2天: 洛杉磯 > 拉斯維加斯
第3天: 拉斯維加斯 > 胡佛水壩–西峽谷/南峽谷 (2選1) > 拉斯維加斯
第4天: 拉斯維加斯 > 巧克力工廠/仙人掌庭院 > 名牌工廠直銷中心 > 洛杉磯
第5天: 一天遊3選1: 好萊塢環球影城/聖地亞哥海洋世界/迪士尼樂園
第6天: 洛杉磯 > 聖塔芭芭拉 > 丹麥村 > 矽谷 > 舊金山
第7天: 舊金山 > 斯坦福大學 > 舊金山市區遊
第8天: 舊金山 > 17哩灣/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2選1) > 洛杉磯送機:
國內航班請訂21:30後 或 國際航班請訂22:30後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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