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名 城市名 景點 成人 老人(65+) 兒童 (3-12)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紐約夜遊 
NYC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紐約夜遊  
New York Night Tour

$35.00 $35.00 $25.00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紐約早遊 
NYC Morning Tour

$25.00 $25.00 $15.00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37.00 $35.00 (62+) $31.00 (6-12)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世貿中心觀景台
One World Observatory

$37.00 $35.00 $30.50(6-12)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911國家紀念館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

$24.00 $20.00
$20.00(13-17)
$15.00(7-12)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自由女神環島遊船 
Liberty Cruise

$29.00 $24.00 $17.00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無畏號航空母艦
USS Intrepid

$33.00 $31.00 $24.00 (5-12)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5.00 $17.00 FREE (Under12)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25.00 $18.00 Free (Under 16)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信不信由你奇趣館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25.00 $25.00 $25.00

紐約州 紐約市 NYC
紐約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New York

$25.00 $25.00 $23.00

紐約州 西點 West Point
西點軍校 
West Point Tour

$16.00 $16.00 $13.00

紐約州 康寧 Corning
康寧玻璃中心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50 $16.60 (55+) FREE(Under 17)

紐約州 侯氏洞 Howe Cavern
神秘洞
Secret Caverns

$18.00 $18.00 $10.00 (6-10)

紐約州 沃特金斯峽穀 Watkins Glen
沃特金斯峽穀州立公園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10.00 $10.00 $8.00

紐約州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霧中少女號觀瀑船
Maid of the Mist Boat Tour

$19.25 $19.25 11.20 (6-12)

紐約州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美境瀑布IMAX電影
IMAX Movie (US Side)

$12.00 $12.00 $8.00(6-12)

紐約州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風之洞 
Cave of the Winds

$19.00 $19.00 $16.00（6-12）

紐約州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尼亞加拉風景深度遊 
Niagara Scenic In-Depth Tour

$25.00 $22.00 $15.00

紐約州 尼亞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尼亞加拉噴氣快艇 
Niagara Jet Boat Tours

$66.00 $56.00(55+)
$56.00(12&under,mini 

of 40“ tall)

紐約州 亞歷山大灣 Alexandria Bay
美境千島遊船 
Thousand Island Cruise (US Side)

$27.00 $27.00 $15.00

紐約州 奧薩布峽穀 Ausable Chasm
東岸大峽谷（徒步步道）
Ausable Chasm （Trail Only）

$19.60 $19.60 $11.00 

新澤西州 普林斯頓 Princeton
普林斯頓大學校園遊 
Princeton University Campus Tour

$10.00 $10.00 $8.00

麻塞諸塞 波士頓 Boston
波士頓觀港船 
Boston Harbor Cruise

$22.00 $20.00 $17.00(3-11)

麻塞諸塞 波士頓 Boston
甘迺迪總統博物館 
JFK Presidential Library

$14.00 $12.00(62+) $10(13-17)

麻塞諸塞 波士頓 Boston
波士頓龍蝦餐 
Boston Lobster Dinner

$32.00 $32.00 $32.00

麻塞諸塞 波士頓 Boston
新英格蘭水族館 
New England Aquarium

$27.00 $25 (60+) $19 (3-11)

麻塞諸塞 波士頓 Boston
波士頓水陸兩棲鴨子船
Boston Duck Tour

$43.48
36.65
(62+)

$30.35(3-11)/
$10.5(0-3)

麻塞諸塞 波士頓 Boston
波士頓自由之路徒步遊
Boston Freedom Trail Walking Tour

$15.00 $15.00 $13.00

麻塞諸塞 劍橋市 Cambridge
哈佛大學校園遊 
Harvard Campus Tour

$12.00 $12.00 $12.00

麻塞諸塞 劍橋市 Cambridge
哈佛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
Harvar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2.00 $10.00 $8.00(3-18)

羅德島 新港市 New Port 聽濤山莊 
The Breakers Mansion

$24.00 $24.00 $8.00 (6-17)

康乃狄克 紐黑文 New Haven 耶魯大學校園遊 
Yale University In-Depth Campus Tour

$11.00 $11.00 $7.00

康乃狄克 米茲蒂克 Mystic 神秘水族館 
Mystic Aquarium

$38.00 $33.00
$32 (Age 13-17)
 $28 (Age 3-12)

緬因 波特蘭 Portland
波特蘭海港遊船
Protland Harbor Lights and Sights Cruise

$28.00 $28.00 $19.00

賓夕法尼亞 費城 Philadelphia
費城自由塔觀景台 
One Liberty Observation Deck

$15.00 $15.00 $10.00 (3-11)

賓夕法尼亞 蘭卡斯特 Lancaster
阿米什村莊特色遊 
Amish Village Tour

$20.00 $20.00 $13.00



賓夕法尼亞 蘭卡斯特 Lancaster
阿米什村莊原生態餐
Amish Village Meal

$18.00 $18.00 $18.00

賓夕法尼亞 好時 Hershey
自行設計巧克力 
Make your own Hershey’s  chocolate bar

$21.95 $21.95 $21.95

賓夕法尼亞 肯尼特斯維爾 Kennett Square
長木公園
Longwood Gardens

旺季：30
淡季：23

旺季：27
淡季：20

旺季：16 （5-18）
淡季：12 （5-18）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D.C.
華盛頓夜遊 
Washington D.C.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D.C.
國際間諜博物館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21.95 $15.95 $14.95（7-11）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D.C.
新聞博物館 
Newseum

$25.00 $21.00 $16.00(7-18)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D.C.
首都觀光遊船
DC Sightseeing Cruise

$26.00 $23.00 $18.00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D.C.
首都中式自助晚餐
Chinese Dinner Buffet

$18.00 $17.00 $13.00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D.C.
華盛頓杜莎總統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 Gallery

$23.00 $23.00 $17.00

弗吉尼亞 費農Mt Vernon
費農山莊 
Mount Vernon

$20.00 $19.00(62+) $12.00(6-11)

弗吉尼亞 葵克斯伯格Quicksburg
仙人洞
Shenandoah Caverns

$25.00 $22.00 $13(6-12)

弗吉尼亞 盧雷 Luray
蘿莉洞（又稱盧雷洞）
Luray Caverns

$28.00 $25.00(62+) $15（6-12）

弗吉尼亞 盧雷 Luray
天際線公路 - 謝南多厄國家森林公園
Skyline Drive in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15.00 $15.00 $10.00

弗吉尼亞 自然橋 Natural Bridge 自然石橋公園 
Natural Bridge State Park

$20.00 $20.00 $12.00

弗吉尼亞 自然橋 Natural Bridge 自然石橋
Natural Bridge

$8.00 $8.00 $8.00

田納西 納什維爾 Nashville 納什維爾 
Nashville Night Tour

$15.00 $15.00 $15.00

田納西 納什維爾 Nashville 鄉村音樂名人館 
Country Music Hall of Fame and Museum

$24.00 $20.00
$14.00
(6-17)

田納西 納什維爾 Nashville 田納西杜莎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Nashville

$20.76 $20.76 $15.30

田納西 查特努加 Chattanooga 紅寶石瀑布 
Ruby Falls

$22.00 $22.00 $13.10

田納西 查特努加 Chattanooga 岩石城 
Rock city

$22.00 $22.00 $13.10

田納西 查特努加 Chattanooga 傾斜火車
Incline Railway

$16.40 $16.40 $7.65

田納西 鴿子穀 Pigeon Forge 南方盛宴 
Dixie Stampede

$66.84 $66.84 39.25（4-11）

田納西 鴿子穀 Pigeon Forge 泰坦尼克博物館 
Titanic Museum Pigeon Forge

$24.00 $24.00 $15(5 -12)

田納西 鴿子穀 Pigeon Forge 大霧山國家公園
Great Smoky Mountain

$20.00 $20.00 $15.00

田納西 鴿子穀 Pigeon Forge 大霧山纜車 
Ober Gatlinburg

$12.00 $12.00 $9.50

田納西 孟菲斯 Memphis 貓王雅園 
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40.00 $36(62+) $19.00 (7-12)

喬治亞 亞特蘭大 Atlanta CNN總部 
CNN Headquarters

$16.34 $15.25
$15.25(13-18)
$13.07(4-12)

喬治亞 亞特蘭大 Atlanta 可口可樂世界 
World of Coca Cola

$18.51 $16.34 $14.16

喬治亞 亞特蘭大 Atlanta 瑪格麗特米切爾故居博物館
Margaret Mitchell House and Museum

$13.00 $10.00 $5.50 (4-12)

喬治亞 亞特蘭大 Atlanta 喬治亞水族館
Georgia Aquarium

$43.15 $39.91 $36.67

喬治亞 德洛內加 Dahlonega 德洛內加金礦
Dahlonega Consolidated Gold Mine

$16.00 $16.00
$11.00
(4-14)

南卡羅萊納 查爾斯頓 Charleston
約克城號航空母艦
The USS Yorktown

$24.00
$19.00
(62+)

$16.00
(6-11)

南卡羅萊納 查爾斯頓 Charleston
查爾斯頓遊船
Historic Charleston Harbor Tour

$27.56 $25.97
$20.14
(4-11)

南卡羅萊納 查爾斯頓 Charleston
木蘭種植莊園
Magnolia Plantation & Gardens

$20.00 $20.00
$10.00
(6-12)

南卡羅萊納 查爾斯頓 Charleston
查爾斯頓市區觀光馬車
Charleston Carriage Tour

$27.56 $27.56
$16.96
(4-11)

北卡羅萊納 夏洛特 Charlotte
納斯卡賽車名人堂
NASCAR Hall of Fame

$25.00 $22.00
$18(8-12)
$12(3-7)

北卡羅萊納 阿什維爾 Asheville
阿什維爾徒步遊
Asheville Walking Tour

$15.00 $15.00 $15.00

北卡羅萊納 阿什維爾 Asheville
比特摩爾莊園
Biltmore Estate

$69.55 $69.55
$34.77
(10-16)

北卡羅萊納 阿什維爾 Asheville
歐姆尼古堡酒店夜遊
Omni Grove Park Inn Night Tour

$15.00 $15.00 $15.00



俄亥俄 克利夫蘭Cleveland
搖滾樂名人堂 
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23.50 $21.25 $13.75(6-12)

伊利諾伊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夜遊 
Chicago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伊利諾伊 芝加哥  Chicago
360 芝加哥（含傾斜玻璃觀景台）
360 Chicago (incl. Tilt)

$28.00 $28.00 $21.00 

伊利諾伊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建築遊船 
Chicago Cruise

$39.00 $35.00 $18.00 

伊利諾伊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大劇院 
Chicago Theater

$15.00 $15.00 $10.00 

伊利諾伊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5.00 $19.00 免費(14 以下)

伊利諾伊 芝加哥  Chicago
芝加哥大學校園徒步遊 
Chicago University Walking Tour

$10.00 $10.00 $5.00 

伊利諾伊 龐帝克 Pontiac
66名人堂
Route 66 Association Hall of Fame

$25.00 $25.00 $25.00 

印第安納 西拉斐特 West Lafayette
普渡大學校園遊
Purdue University Campus Tour

$10.00 $10.00 $7.00 

印第安納 印第安納波利斯 Indianapolis
印地安納波利斯賽車博物館
Indianapolis Moter Speedway Museum

$10.00 $10.00 $5.00(6-15)

密西根 迪爾伯恩 Dearborn
亨利福特博物館 
The Henry Ford Museum

$23.00 $21.00(62+) $17.25(5-11)

密西根 瑪麗 Marie
蘇運河觀光遊船 
Soo Lock sightseeing Cruise

$29.00 $29.00 $12.00 (5-12)

密西根 麥基諾島 Mackinac Island
麥基諾島渡輪&馬車 
Mackinac Island Ferry & Carriage

$65.00 $65.00 $35.00 

密西根 法蘭克幕斯  Frankenmuth
德國鎮風情晚餐 
German Style Dinner

$32.00 $32.00 $21.00 

密西根 塔誇默農  Tahquamenon
琥珀雙瀑 
Amber Twin waterfalls

$18.00 $18.00 $12.00 

密西根 荷蘭Holland
荷蘭村深度風情徒步遊+風車島 
Holland Walking Tour+ Windmill Island 

$25.00 $25.00 $15.00(3-15)

密西根 西寇裡克諾斯 Hickory Corners 
老爺車城 
Gilmore Car Museum

$15.00 $15.00 $10.00(7-12)

明尼蘇達 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
密西西比河晚宴遊輪 
Mississippi River Dinner Cruise

$65.00 $65.00 $45.00

明尼蘇達 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
磨坊城市博物館
Mill City Museum 

$12.00 $10.00 $6.00 (5-17)

北達科他 西法戈 West Fargo
西部拓荒者村深度遊 
Bonanzaville Pioneer Village Tour 

$12.00 $10.00 $6.00(6-16)

北達科他 詹姆士城 Jamestown
國家水牛博物館 
National Buffalo Museum

$8.00 $6.00 $6.00(5-14)

國家公園進山費套票 （必付）
National Parks (Mandatory)

$135.00 $135.00 $135.00

威斯康辛 密爾沃基Milwaukee
哈雷博物館 
Harley Davidson Museum

$20.00 $14.00(65+) $10.00(5-17)

威斯康辛 日內瓦湖Lake Geneva
日內瓦湖遊船
Lake Geneva Cruise

$30.00 $28.00 $16.00 

威斯康辛 惠頓Wheaton
麥考密克莊園
McCormick Estate

$20.00 $20.00 $20.00 

肯塔基 萊剋星頓Lexington
肯塔基育馬園 
Kentucky Horse Park

$20.00 $20.00 $9.00 (6-12)

肯塔基 威廉姆斯鎮Williamstown
諾亞方舟主題樂園
Ark Encounter

$48.00 $38.00 
$25.00（13-17）

$15.00 (5-12)

德克薩斯 休斯頓 Houston
美國宇航局太空中心  
Houston NASA Space Center

$29.95 $27.95 $24.95(4-11)

德克薩斯 休斯頓 Houston
海豚遊船 
Baywatch Dolphin Tour

$13.80 $13.80 $9.2(2-11)

德克薩斯 休斯頓 Houston
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25.00 $15(62+) $15.00(3-11)

德克薩斯 裡士滿 Richmond
喬治牧場歷史公園
George Ranch Historical Park

$15.00 $12.00 $10.00(4-12)

德克薩斯 沃斯堡 Fort Worth
牛仔名人堂 
Cowboy Hall of Fame

$6.00 $5(60+) $3.00(5-12)

德克薩斯 沃斯堡 Fort Worth
冠軍牛仔競技表演賽
Stockyard Championship Rodeo

$20.00 $15.00 $13.50(3-12)

德克薩斯 沃斯堡 Fort Worth
沃斯堡牛仔小鎮夜遊
Fort Worth Stockyard Night Tour

$25.00 $15.00 $15.00

德克薩斯 達拉斯 Dallas
喬治布希總統圖書館 
George W Bush Library

$19.00 $16(62+)
$17.00(13-17)
$13.00(5-12)

德克薩斯 達拉斯 Dallas
六樓博物館 
Sixth Floor Museum

$16.00 $14.00 $13.00(6-18)

德克薩斯 達拉斯 Dallas
達拉斯重逢塔 
Reunion Tower

$17.00 $14.00 $8.00(4-12)



德克薩斯 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
天然橋溶洞 
Natural Bridge Caverns

$23.50 $23.50 $15.25

德克薩斯 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奧特色夜遊(包含遊船船票)  
St Antonio Night Tour  (Including Riverwalk 
Cruise)

$35.00 $30.00 $25.00 (2-11)

德克薩斯 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
美洲塔 
Tower Of Americas

$13.00 $11.00 $10.00(4-12)

德克薩斯 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
鹿角野生動物＆騎警博物館 
Buckhorn Saloon& Texas Ranger Museum

$22.00 $22.00 $17.00(3-12)

路易士安納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橡樹莊園 
Oak Alley Plantation

$25.00 $23.00
$7.00(6-12)

$10.00(13-18)

路易士安納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新奧爾良夜遊 
New Orleans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路易士安納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新奧爾良狂歡節世界 
Mardi Gras World

$22.00 $17.00 $14.00 

路易士安納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國家二戰博物館  
National World War II Museum

$28.00 $24.00 $18.00(6-12)

路易士安納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密西西比河爵士樂午餐蒸汽船
Jazz Steamboat Mississippi (Including Lunch)

$46.00 $46.00
$23.00(6-12)

$9.50(2-5)

路易士安納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法語區馬車遊
Royal Carriages French Quarter

$20.00 $20.00 $20(2-12)

路易士安納 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沼澤生態遊船  
Swamp Tour

$27.00 $27.00 $16(4-12)

路易士安納 莫比爾  Mobile
阿拉巴馬號戰艦
USS Alabama

$15.00 $13.00 (55+) $6.00 (6-11)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西雅圖早遊 
Seattle Morning tour

$35.00 $35.00 $25.00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西雅圖夜遊 
Seattle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西雅圖早遊+夜遊 
Morning Tour + Night Tour Special Package

$50.00 $50.00 $30.00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哥倫比亞中心觀景台
Sky View Observatory at Colombia Center

$23.00 $20.00 $17(5-13)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波音工廠 
Future of Flight Aviation Center & Boeing Tour

$25.00 $23.00 $15.00(5-15)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音樂及科幻體驗館 
MoPOP

$28.00 $25.00 $19.00(5-17)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奇胡利玻璃藝術花園 
Chihuly Glass Garden

$30.00 $23.00 $20.00

華盛頓 安吉利斯港 Port Angeles
奧林匹克國家公園 (必付項目)
Olympic National Park （Mandatory)

$35.00 $35.00 $25.00

華盛頓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

雷尼爾火山國家公園  (必付項目)
Mt. Rainier National Park（Mandatory)

$35.00 $35.00 $25.00

華盛頓 西雅圖 Seattle
西雅圖海鮮自助晚餐 
Seafood buffet Dinner

$28.00 $28.00 $14.00

俄勒岡 波特蘭Portland
皮托克山莊
Pittock Mansion

$11.00 $10.00 $8.00

俄勒岡 西佛敦 Silverton
俄勒岡花園 
Oregon Garden

$12.00 $10.00 $9.00

俄勒岡 佛羅倫薩 Florence
沙灘觀光車 
Giant dune buggy Tour

$15.00 $15.00 $15.00

俄勒岡 佛羅倫薩 Florence
海獅洞 
Sea Lion Cave

$14.00 $14.00 $9.00

俄勒岡 凱士凱德羅克 Cascade Locks
三文魚魚梯 
Bradfrod Island Visitor Center

$10.00 $10.00 $10.00

俄勒岡 凱士凱德山
Cascade Mountain

火山口湖國家公園 (必付項目)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Mandatory)

$35.00 $35.00 $25.00

加利福尼亞 湖首Lakehead
夏斯塔水晶鐘乳石洞 
Lake Shasta Caverns

$24.00 $24.00 $14.00

加利福尼亞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舊金山觀光遊船 
Bay Cruise

$32.00 $26.00 $22.00

加利福尼亞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舊金山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 San Francisco

$27.00 $27.00 $21.00

加利福尼亞 聖羅莎 Santa Rosa
秋月酒莊品酒+參觀 
Winery Tour and Wine Tasting

$30.00 $30.00 $20.00

加利福尼亞 維特Weott
紅堡紅杉木州立公園 (必付項目)
Humboldt Redwood Statel Park （Mandatory)

$25.00 $25.00 $15.00

懷俄明 黃石 Yellow Stone
黃石國家公園 (必付項目)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Mandatory)

$45.00 $45.00 $35.00

懷俄明 黃石 Yellow Stone
黃石&大提頓國家公園套票 (必付項目) 
Yellow Stone &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55.00 $55.00 $45.00

愛達華 哥特齡Coeur D’Alen
哥特齡湖(多藍湖)
Coeur d’Alene

$25.00 $25.00 $20.00

佛羅裡達 邁阿密 Miami
邁阿密夜遊 
Miami Night Tour

$35.00 $35.00 $25.00

佛羅裡達 邁阿密 Miami
邁阿密港灣富人島遊船
Miami Bay Cruise

$28.00 $28.00 $20.00(4-12)

佛羅裡達 邁阿密 Miami
大沼澤公園“草上飛”
Everglades Airboat

$28.00 $28.00 $16.00(6-11)



佛羅裡達 邁阿密 Miami
鯊魚穀入園費+電車費 
Shark Valley

$38.50 $33.50 $27.25

佛羅裡達 羅德岱堡 Fort Lauderdale
羅德岱堡新河遊船+自助晚宴秀
Fort Lauderdale's Dinner & Show Cruise

$54.95 $52.95 $31.95

佛羅裡達 邁爾斯堡 Fort Myers
愛迪生&福特冬宮  
Edison and Ford Winter Estates

$25.00 $25.00 $15.00

佛羅裡達 洛克瑟哈奇 Loxahatchee
雄獅王國野生動物園 
Lion Country Safari

$40.00 $35(65+) $30.00(3-9)

佛羅裡達 邁爾斯堡 Fort Myers
邁爾斯堡海豚參觀團
Dolphin Tour

$27.00 $27.00 $17 (4-12)

佛羅裡達 西鎖島 Key West
海明威故居 
Hemingway Home & Museum

$14.00 $14.00 $6.00(6-12)

佛羅裡達 幹龜島 Dry Tortugas
幹龜島國家公園
Dry Tortugas National Park

$389.00 $389.00 $324.00

安大略 尼亞加拉 Niagara Falls
加境瀑布IMAX電影
IMAX Movie (Canada side)

$15.00 $15.00 $11.00 (6-12)

安大略 尼亞加拉 Niagara Falls
號角號觀瀑船+公園許可證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 +Park Permit

$30.00 $30.00 $19.00(5-12)

安大略 尼亞加拉 Niagara Falls
天龍觀瀑塔 
Skylon Tower

$15.00 $15.00 $9.00(4-12)

安大略 尼亞加拉 Niagara Falls
觀瀑塔旋轉餐廳（登塔+午餐）
Skylon Tower+Lunch

$45.00 $45.00 $39.00 

安大略 尼亞加拉 Niagara Falls
天龍塔 360 觀瀑布晚餐 
Skylon Tower 360 view (Dinner included)

$52.00 $52.00 $21.00 

安大略 多倫多 Toronto 安大略湖遊船 
Mariposa Toronto Harbour Cruise

$28.00 $28.00 $18.00(5-15)

安大略 多倫多 Toronto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43.00 $38.50 $31.50（4-12）

安大略 多倫多 Toronto 多倫多雷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39.55 $27.40 
$27.4/(6-13)
$13.56/(3-5)

安大略 多倫多 Toronto 卡薩羅馬皇家古堡 
Casa Loma

$30.00 $25.00 $20.00 (4-13)

安大略 多倫多 Toronto 多倫多唐人街傳統中餐 
Toronto Chinese Dinner

$26.00 $26.00 $15.00

安大略 多倫多 Toronto 多倫多海鮮晚餐（EC）
Toronto Seafood Dinner

$22.00 $22.00 $22.00

安大略 多倫多 Toronto 多倫多海鮮晚餐 (TR3&TR4)
Toronto Seafood Dinner  

$30.00 $30.00 $27.00

安大略 蘭斯當 Lansdowne 加境千島遊船早餐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Breakfast

$11.50 $11.50 $9.50

安大略 蘭斯當 Lansdowne 加境千島遊船午餐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Lunch

$18.00 $18.00 $13.00

安大略 蘭斯當 Lansdowne 加境千島遊船
Thousand Islands Cruise

$28.00 $24.75 $13.25（3-11）

安大略 渥太華 Ottawa 加拿大國家歷史博物館
Canadian Museum of History

$23.00 $20.70 $13.80 

魁北克 蒙特利爾 Montreal 奧林匹克公園（含觀景台+體育館專業導遊解說）
Parc Olympique (Observatory + Guided tour)

$32.00 $29.00 $16.00 (5-17)

魁北克 蒙特利爾 Montreal 奧林匹克公園（體育館專業導遊解說）
Parc Olympique  Guided tour

$14.50 $13.00 $7.25 (5-17)

魁北克 蒙特利爾 Montreal 蒙特利爾奧運斜塔觀景台
The Montreal Tower Observatory

$23.25 $21.00 $11.50 (5-17)

魁北克 蒙特利爾 Montreal 蒙特利爾自然生態館
Biodome

$20.25 $18.50 $10.25

魁北克 蒙特利爾 Montreal 蒙特利爾雙層觀光巴士
Double Decker Montreal

$30.00 $30.00 $25.00

魁北克 魁北克 Quebec 魁北克古城區遊覽 (C)
Old Quebec City Tour

$12.00 $12.00 $8.00

魁北克 魁北克 Quebec 魁北克古城區遊覽 (CM)
Old Quebec City Tour

$25.00 $25.00 $20.00

魁北克 魁北克 Quebec 魁北克法國餐 
Quebec French Banquet

$37.00 $37.00 $30.00

魁北克 魁北克 Quebec 加拿大特色楓糖餐 
Maple Sugar Shack Meal

$35.00 $35.00 $29.00

尤卡坦 奇琴伊察 Chichén Itzá 奇琴伊察遺址Chich'en Itza $20.00 $20.00 $10（2-12）

尤卡坦 奇琴伊察 Chichén Itzá 墨西哥特色午餐（奇琴伊察）Mexico Cuisine $15.00 $15.00 $15(2-12)

尤卡坦 奇琴伊察 Chichén Itzá 天井Samula $5.00 $5.00 $5(2-12)

尤卡坦 裏奧拉加托斯 Río Lagartos 紅樹林遊船 Rio Lagartos Adventures $35.00 $35.00 $35(2-12)

尤卡坦 裏奧拉加托斯 Río Lagartos 墨西哥特色午餐（粉紅湖）Mexico Cuisine $15.00 $15.00 $15(2-12)

金塔納羅奧 女人島 Isla Mujeres 往返女人島船票及碼頭稅 Ferry to Isla Mujeres $19.00 $19.00 $19(2-12)

金塔納羅奧 女人島 Isla Mujeres 女人島電動觀光車 Golf Cart $50/車（每車最多4人）



金塔納羅奧 圖魯姆Tulum 圖魯姆遺址 Tulum $10.00 $10.00 $10(2-12)

金塔納羅奧 圖魯姆Tulum 瑪雅Maya Village $50.00 $50.00 $40(2-12)

金塔納羅奧 卡門海灘Playa del Carmen 西卡萊特樂園Xcaret $160.00 $160.00 $80.00(5-11)

金塔納羅奧 卡門海灘Playa del Carmen 西普洛樂園Xplor
$150.00 - V
$170.00 - P

$150.00 - V
$170.00 - P

$75.00 - V
$95.00 - P

金塔納羅奧 卡門海灘Playa del Carmen 謝哈樂園 Xel-Ha
$120.00 - V
$140.00 - P

$120.00 - V
$140.00 - P

$60.00 - V
$80.00 - P

州名 城市名 景點 成人 老人(65+) 兒童 (3-9)

十二大主題園區12 Theme Parks （含稅Include Tax） V=VALUE 超值價格 P=PEAK
高峰期價格具體日期

請參考官網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奧蘭多夜遊
Orlando Night Tour

$25.00 $25.00 $15.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奧蘭多夜遊（亞特蘭大出發）
Orlando Night Tour

$35.00 $35.00 $25.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迪士尼1天
Disney World 1 day

$137.00 $137.00 $132.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迪士尼 2天 
Disney World 2 Days

$261.00 $261.00 $250.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迪士尼 3 天 
Disney World 3 Days

$378.00 $378.00 $362.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迪士尼 4 天 
Disney World 4 Days

$474.00 $474.00 $453.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迪士尼水上樂園 
Disney Water Park

$69.00 $69.00 $63.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環球單日（單日單園）
Universal 1-Day 1-Park

$123.00-V
$138.00-P

$123.00-V
$138.00-P

$117.00-V
$132.00-P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環球單日（單日雙園）
Universal 1-Day 2-Park

$181.00-V
$196.00-P

$181.00-V
$196.00-P

$176.00-V
$191.00-P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環球雙日（每日一園）
Universal 2-Day 2-Park (One Park Per Day)

$243.00 $243.00 $233.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環球雙日（雙日雙園）
Universal 2-Day 2-Park (Park-to-Park)

$307.00 $307.00 $296.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環球三園 ( 含火山灣 ) 
Universal 3 Parks Pass

$330.00 $330.00 $312.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奧蘭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 

$106.00 $106.00 $101.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海洋世界水上樂園
Aquatica Water Park

$65.00 $65.00 $65.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樂高主題樂園 
LEGOLAND Theme Park

$99.00 $99.00 $92.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樂高水上樂園 
LEGOLAND Water Park 

樂高樂園基礎上自費$2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鱷魚王國 
Gatorland

$32.00 $32.00 $22.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I-360摩天輪 / 水族館 / 蠟像館（任選其一）
Orlando eye wheel / Sea Life Aquarium / Madame 
Tussauds （Choose 1）

$32.00 $32.00 $22.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I-360摩天輪 / 水族館 / 蠟像館（任選其二）
Orlando eye wheel / Sea Life Aquarium / Madame 
Tussauds （Choose 2）

$42.00 $42.00 $37.00

佛羅裡達 奧蘭多 Orlando
I-360摩天輪 / 水族館 / 蠟像館（任選其三）
Orlando eye wheel / Sea Life Aquarium / Madame 
Tussauds  （Choose 3）

$53.00 $53.00 $48.00

佛羅裡達 梅裡特島 Merritt Island
特色一日遊團費 - 甘迺迪太空中心
1-Day Kennedy Space Center Tour

$50.00 $50.00 $50.00

佛羅裡達 梅裡特島 Merritt Island
甘迺迪航空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61.00 $61.00 $50.00

佛羅裡達 坦帕 Tampa
特色一日遊團費 -  墨西哥灣
1-Day Gulf of Mexico Tour

$50.00 $50.00 $50.00

佛羅裡達 清水灣 Clearwater
清水灣觀海豚快船 
Speed Boat for Dolphin Watch

$25.00 $25.00 $20.00

佛羅裡達 清水灣 Clearwater
清水灣水族館 
Clearwater Marine Aquarium

$24.00 $24.00 $19.00

佛羅裡達 清水灣 Clearwater
墨西哥灣深海海釣 
Deep Sea Fishing

$65.00 $65.00 $45.00

佛羅裡達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特色一日遊團費 - 聖奧古斯丁一日遊 
1-Day St. Augustine Tour

$65.00 $65.00 $65.00

佛羅裡達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聖馬科斯城堡 
Castillo de San Marcos

$15.00 $15.00 Free

佛羅裡達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不老泉考古公園 
Fountain of Youth

$16.00 $16.00 $10.00

佛羅裡達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聖奧古斯丁遊覽車
St. Augustine Trolley

$30.00 $30.0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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