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家假期 eHome Travel Group Inc.

墨 西 哥 + 新奧爾良 9 天 探 索 之 旅
2018 冬季 - 全新行程搭配, 內容豐富好玩, 包門票和多餐地道美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 2019 年 2 月 2 日

*早 報 名 可 獲 晨 鳥 優 惠

墨西哥 + 新奧爾良 為最精彩及有深遠意思的配搭
墨西哥是一個充滿歡樂氣紛和迷人色彩的文明古國。墨西哥城為墨西哥人
祖先阿茲特克的發源地。在 16 世紀初期 (1504-1516)，阿茲特克人首都設在
Tenochtitlan，內有宏偉廣場大道和日月神殿 ; 那時已有近 300,000 人居住。
之後，西班牙人入侵把帝國毀滅，估計殺了 240,000 人。這麼強大的帝國，
被幾百人力量便可毀滅嗎 ? 究其原因確實使人驚嘆和感稀虛。不過，歷史的價值是讓後人繼往開來，所以
今天墨西哥城是充滿生命力的國際級大城市。

新奧爾良，簡直命中註定要是個矛盾的綜合統一體。 1718 年，法國人在印第安部落頭目的帶領下在靠近
密西西比河口的僅有高地安了家，最早的新奧爾良老城就是今天河邊的法國區。當時英國的殖民勢力在北
美大陸逐步擴張，法國政府為了牽制英國，決定和西班牙聯手。 1762 年 11 月 3 日，一紙協約便把新奧爾
良作為政治獻禮秘密交給了西班牙。西班牙統治新奧爾良的這 40 年間，法國區著了兩場大
火，整個老城燒個精光，法蘭西風情一去不返。時至今日，儘管法國區美其名曰“法國”，
但老房子反而大多是西班牙的建築風格。
這行程內，領隊和大家重臨阿茲特克的 Tenochtitlan。
大家可攀上太陽及月亮兩座巨大金字塔，於高處飽覽這
座古城中間的–死亡大道，可親身感受昔日帝國輝煌和
建築智慧，了解阿茲特克這個強大的民族是怎樣走向毀
滅的。走進新奧爾良這個充滿爵士樂和鮮豔色彩的城
市，在密西西比河上觀光，品嚐 Cajun 美食，在路易斯
安那沼澤遊船上觀看美洲鱷。

Day 1: 加拿大 溫哥華  墨西哥城
Vancouver  Mexic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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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銀礦之城」達斯科 Taxco “Silver City”

際名牌商店匯聚之處。

早餐後前往「銀礦之都」達斯科。抵達後，大家必定

Day 2: 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早餐後，前往墨西哥
古城中心主廣場 –
憲法廣場 (Zócalo)。
參觀國家宮 殿
(National Palace) ，
是聯邦行政核心。內
裡舉世聞名的壁畫，
把墨西哥的歷史栩栩
如生的程現大家眼前。遊覽墨西哥主城天主教堂
(Metropolitan Cathedral)，這座亦是美州其中一直所最
大最古老的教堂，它由 1573 年始建，共花了 240 年才
完成。午饍之餐廳位於 18 世紀著名建築 House of
Tiles 之內，團友可於懷舊優雅的環境中享用地道美
食。下午稍停觀賞革命紀念塔 (Monument to the Revolution) 及 外觀欣賞藝術宮 (Palace of Fine Art) 。

會同意這是個十分漂亮的小鎮。蜿蜒的鵝卵石街道、
瓦屋頂建築、舊廣埸、華麗的巴洛克風格雙鐘樓大教
堂，拼砌出一幅充滿墨西哥韻味的山城美景。城內到
處可見售賣銀製手工藝品的攤檔，首飾及擺設琳瑯滿
目，而精緻價廉的銀器紀念品更是遊人的最愛。

Day 5: 墨西哥城  新奧爾良
Mexico City  New Orleans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踏上飛往新奧爾良的航班。

Day 3: 日月金字塔神殿 Teotihuacán ( UNESCO )
早餐後前往世界文
化遺產、古代阿茲
特克首都 「日月神
殿(Teotihuacán)」。
大家可攀上太陽及

傍晚時抵達，送往酒店休息。新奧爾良是一個擁有無
與倫比的歷史城市。自 1718 年便是一塊法屬地方，及
後在 1762 年被割讓給西班牙。到 1803 回到拿破崙手
上。 同年在“路易斯安那購買”交易中又被美國收
購。經歷史巨輪踐踏，有着眾多西班牙和法國式建築
物的特徵。

Day 6: 新奧爾良 整天時間觀光 吃 / 喝 / 玩 / 樂

Day 8: Tabasco 博物館  Amtrak 火車 往 休斯頓

New Orleans City Tour

Tabasco Sauce Museum > Amtrak Train to Houston

遊遍市內著名遊客區: 法國區、皇家街、波旁街、傑

前往歷史悠久的辣椒醬工廠，你將會看到辣椒種植
克遜廣場和聖路易斯大教堂，參觀懷舊法式和西班牙 園，參觀這款被世界人民喜愛的辣椒醬的製作過程。
式建築物 。在蒸氣船上享用午膳。下午團友們有自由 中午乘坐火車前往後斯頓，沿途欣賞路易斯安那的秀
活動時間，可步行往位於酒附近的國家二戰博物館自 麗湖光美景。旁晚到休斯頓市。
費參觀 及 往密西西比河河畔的大型購物中心。喜歡體
驗新奧爾良夜生活的團友可繼續在法國區玩樂。

Day 7: 橡木巷種植園沼澤觀光船州立博物館
Oak Alley Plantation > Swamp Tour >
Capitol Park Museum

Day 9: 休斯頓 市內遊  溫哥華
Houston City Tour  Vancouver
本天我們將會在侯斯頓市內遊游玩，參觀各個著名景
點和地標。拜訪有“南部的哈佛”之稱的萊斯 RICE

早上登上觀光船在沼澤中穿梭，可近距離拍攝沼澤中

大學，是德薩斯州的頂級學府。赫爾曼公園坐落在萊

的頂級捕獵者 - 美洲鱷魚。之後前往橡木巷種植園，

斯大學旁，它是侯斯頓最受歡迎的公園之一，擁有豐

欣賞迷人的莊園景觀並享用午餐，了解那段曾經輝煌

富多彩的娛樂如高爾夫球場，露天影院和玫瑰花園等

亦黑暗的黑奴歷史。繼往探訪州立博物館，通過各式

等。中午送到機場登上返回溫哥華的航機，結束愉快

的展覽了解當年歐洲的殖民者和非洲黑奴如何在路易

的“墨西哥 + 新奧爾良 9 天之旅”。

斯安那安家並將其打造成最文化豐富的地區之一。本
晚於當地著名餐館享用地道 Cajun 海鮮晚餐。

報名須知 及 責任細則

晨鳥優惠

旅遊團費用

首 2 0 位 報名

每位 CAD 加幣

雙人房

單人房

$ 2988

$ 3638

每位減$100
(付訂為準)

每位稅金 $350
行程包括

繳款辦法



來回國際機票，8 晚酒店住宿



訂金：每位$500，於報名 3 天內繳交 [訂金可用信用卡付款]



行程內之觀光節目 及 門票



餘款：出發 75 天前 全數繳交



行程內指定餐食 (飲品自費)



餘款歡迎以現金, 支票, 或提款卡付款；



全程華籍專業領隊、當地英語導遊及豪華冷氣旅遊巴士



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需另加 3%銀行手續費

行程不包括


司機、導遊、領隊之小費全程共 USD100



個人旅遊保險



各酒店 及 餐廳服務員之小費



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報名須知

取消細則


出發 75 天前取消 ﹕扣除訂金全數



出發前 45-75 天取消﹕扣除團費之 60%



出發前 45 天內取消﹕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取消行程必需要書面通知，並以收到通知書日期為準

持加拿大 護照進入墨西哥無需簽證，護照需由回程日起計有

最少半年之有效期。於報名時請提供正確姓名(建議帶同護
照 / 副本)。如日後需要更改資料，團友需付上手續費$50 及
其他有關改名費用。
本公司所舉辦之旅遊團於當地屬代表性質。本公司所採用之
各類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其對旅客及行李安全問題，各機
構均訂立有各種不同之條例，以對旅客負責。行李遺失，意
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情況，當根據不同機構所訂立之條例作
為解決的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至於有關酒店住宿，膳食遊覽程序等，當儘量依照本公司之
遊覽章程辦理，若遇特殊情況，如天氣惡劣、道路阻塞、罷
工、當地酒店突告客滿，原定航班取消或延誤，政變等等，

而必須將行程及住宿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本公司
得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理，以利團體進行。團友亦要同意承
擔因特殊情況而引致之損失和支付額外的相關費用，我們極
建議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如行程取消、延誤及醫療保險)。
旅客必須遵守各國法紀，嚴禁攜帶私貨營利及違禁品。進出

安排豐富活動 / 品嚐地道美食

境法例，是根據個別國家所定立，如因個人理由而被某國拒
絕入境者，其責任與本公司無涉，餘下之旅程將不獲退還款
項，而由此引發之額外費用，概與本公司無關。
本公司有權在任何旅行團出發前取消行程之出發日期。在此
情況下，團費將會全數退回。怡家假期不需負任何取消行程
或出發日期之責任。資料如有任何變動，以怡家假期最後公

怡 家 假 期 eHome Travel Group Inc.
訂位專線： 604-278-1668
www.GoFun.ca
Unit 3280 - 4000 No. 3 Road , Richmond BC V6X 0J8
列治文 Aberdeen Square 時代廣場 3280 室
(商場三樓 近 Food Court 及 Skytrain 站口 // 最近停車場入口: 時代坊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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