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TL05/06(B/A/L)

 行程亮點
- 加東3大名城：渥太華、蒙特利爾、魁北克古城
- 提升住宿 1晚蒙特利爾 & 1晚魁北克城 
- 升級入住5星 [魁北克古城~芳緹娜古堡 Fairmont] 酒店（L團）；
- 深度游览景点 尼加拉大瀑布  , 特别安排品尝加国著名特产冰酒（MTL05）
- 暢遊加拿大最繁華大都市-多倫多各大網紅景點（MTL06）

 網紅打卡點
  加拿大全境最高網紅摩天輪(自費) ；
  傳統法式楓糖屋“農莊午餐” (自費) ；
  充足時間遊覽世界文化遺產 [魁北克古城]； 
  [魁北克古城] 品嘗地度 法式晚餐 (自費)；
  乘坐 直升飛機 / 觀光船 暢遊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千島湖” (自費)

皇牌假期

夏季
加東5/6天經典遊加東5/6天經典遊
夏季

2022



費用包括:
·13% HST稅以及10%其他稅項 
·經驗豐富的國語/粵語導遊和司機
費用不包括:
- 您往返出發地的機票和相關交通費用
- 所有個人費用和飲食
- 導遊和司機全程小費：加元第1天接机：$8.00/人, 第2天至6天：CAD$16/人/天
- 行程中的門票或自費項目:  每位客人需選擇參加 4個自費項目（第2天~第4天），*因目

前疫情特殊時期，景點價格、開放日期和時間可能隨時會有調整或更新。價格請以實際參
觀時標價為準。如景點未開放，將保留臨時取消景點並調整行程的權利。

- 所有費用均以加拿大幣為標準進行核算。對於只攜帶美金的貴賓，您需要支付因為美金與
加拿大幣的匯率不同所帶來的差額

- 需提供已打疫苗的證明（2 dose）

第1天 原居地 - 多倫多 
各團友於原居地抵達多倫多後，送往住宿酒店。如時間許可，團友可自由活動或
探親。   晚餐: 自理 

第2天 多倫多-京士頓-渥太華-蒙特利爾 (送：酒店早餐 - 2位)
晨曦多倫多出發前往加國古都-[京士頓]，1841年為加拿大省首府。途經氣派豪裝
監獄、第一任總理故居、名列前茅之皇后大學、加拿大皇家軍事學院及英式堅固
防衛碉堡等等。拍照留念百年市政廳，古老蒸汽火車頭。然後前往加拿大首都-[渥
太華]。拍照留念加拿大最高政治机构中心，雄偉壯觀的國會山莊（外觀）。參觀
「加拿大歷史博物館」(自費)，其最負盛名的是展現了加拿大2萬年人類歷史的永
久性畫廊，令您更深入全面了解加國歷史文明。再參觀【加拿大戰爭博物館】(自
費)，世界上三個最重要的戰爭藝術收藏場館之一。館內展示當今最前衞的武器聲光
設備，及從印第安人早期防禦戰的武器到第一、二世界大戰的武器、軍服，和海陸
空三軍戰備實物展出，令人大開眼界。晚上抵達小巴黎之稱的魁省 -蒙特利爾，晚
餐(自費）後入住酒店。
午餐: 快 餐  (自費)  ，晚餐用餐時間:  约 1小時(自費)  
第3天 蒙特利爾 - 魁北克市
[蒙特利尔]-魁省最大城市，也是世界第二大法語城市。首先參觀加拿大最大最著
名的聖約瑟夫大教堂(每位需捐獻CAD$5/人)-世界第二大圓頂教堂 座落於蒙特利爾
皇家山（Mont Royal），然後參觀古意瑰麗的諾特丹聖母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的姐
妹教堂（外觀，入內參觀需捐獻CAD$8/人，如遇到彌撒進行中或教堂任何活動，
不開放入內參觀）。繼而參觀全新設計整修後重新開放的蒙特利爾生態馆(自費)。
裡面有美洲的熱帶雨林、極地、加拿大落葉林、聖羅倫斯河、拉布拉多海岸等五
個自然生態區。其生態系統環境是世界第一個，也是全國自然環境和生態學最全
面的展示。還可乘坐加拿大最高的[觀景摩天輪] (自費)，歷史舊港、繁華市中心、
聖勞倫斯河兩岸壯麗景色盡收眼底。前往1976年加拿大夏季奧運會舉辦場地-奧林
匹克世運村（外觀）拍照留念。及後前往魁北克古城。沿途特別安排傳統楓糖屋“
法式農莊午餐”，在莊園內品嚐極具傳統特色的楓糖午餐（自費）, 更可領略楓糖
的採集和加工過程，在鄉村音樂伴奏下，氣氛融洽而熱烈。
餐後到達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登頂全市最高瑪麗大廈31樓觀景台（自費），
飽覽魁北克全市、聖勞倫斯河道及古城風光。繼而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北美唯一保
存完整古城牆的魁北克古城。古城建於懸崖上，城內有眾多古老教堂、修道院、歷
史陳蹟的砲台公園、充滿法國風情的古堡廣場、魁北克省省議會大廈及各種著名
的歷史建築，包括芳緹娜城堡等等。古城端莊優雅，恍如置身歐洲。夜幕降臨，
更可在浪漫情調下品嚐法式晚餐（自費），然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 自理 
午餐用餐時間: 约1小時(自費)  -- -  [特色餐]傳統楓糖屋“法式農莊午餐”
晚餐用餐時間: 约1.5小時(自費)  --- [特色餐]法式特色晚餐

以下價格以加幣計算，僅供參考，如有變動以當時實際公佈價格為准 
門票價格 成人 小童 
加拿大歷史博物館 $24 $15 (3-12)

  加拿大軍事博物館 $20 $13 (3-12)
  蒙特利爾生態館                                                            $22 $12 (5-12)

蒙特利爾舊港摩天輪              $29 $23 (6-12)

魁北克塔（31楼瞭望台）                                               $15 $5 (6-12)

千島湖遊船1小時(加拿大境)(約於5月至10月期間)  $39 $23 (0-12)

千島湖 直升機 (10 分鐘) $119 $119 (3-12) 

千島湖 直升機 (20 分鐘) $191 $191 (3-12)

尼亞加拉瀑布雲霄塔  $15.5 $11 (4-12)

 尼亞加拉遊輪   $36 $25 (3-12)

卡薩羅馬城堡  $30 $20 (0-12)
中央島觀光船 (約於5月至10月期間)  $35 $24 (6-12)

加拿大國家塔  $45 $32 (4-12)

每位(稅5%GST)CAD  四人房 三人房 雙人房  單人房 满地可酒店 魁北克酒店

MTL05 -B 475.00$  548.00$  662.00$  1,060.00$  
超值團 (含稅價) 498.75$  575.40$  695.10$  1,113.00$  

MTL05 -A 528.00$  618.00$  795.00$  1,370.00$  

豪華團 (含稅價) 554.40$  648.90$  834.75$  1,438.50$  

MTL05 -L 592.00$  706.00$  945.00$  1,670.00$  
奢華團 (含稅價) 621.60$  741.30$  992.25$  1,753.50$  

 3+      市內

酒店

 3         市內酒店

 Palace Royal Hotel 或

4          同級酒店 (可步行到古城及

酒吧街)
 Fairmont Le Chateau Frontenac

芳緹娜古堡大酒店  超 5

 (位於古城內)

每位(稅5%GST)CAD  四人房 三人房 雙人房  單人房 满地可酒店 魁北克酒店
MTL06 -B 565.00$  645.00$  840.00$    1,475.00$  
超值團 (含稅價) 593.25$  677.25$  882.00$    1,548.75$  

MTL06 -A 635.00$  750.00$  972.00$    1,680.00$  
豪華團 (含稅價) 666.75$  787.50$  1,020.60$ 1,764.00$  

MTL06 -L 705.00$  855.00$  1,185.00$ 2,035.00$  

奢華團 (含稅價) 740.25$  897.75$  1,244.25$ 2,136.75$  

 3+      市內

酒店

 3         市內酒店

 Palace Royal Hotel 或

4         同級酒店 (可步行到古城及酒

吧街)

 Fairmont Le Chateau Frontenac

芳緹娜古堡大酒店  超 5

 (位於古城內)

第4天 魁北克 - 千島湖 - 多倫多
晨曦初露，前往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千島湖”。乘坐觀光船（自費），
觀賞心型島古堡、億萬富豪別墅、世界最短國際橋等等。更可選擇乘坐直升
機 (自費)，從高空俯瞰千島湖的湖光山色。湖面如明鏡，上千島嶼鑲嵌其中如
散落的寶石，開闊壯美令人心曠神怡。大約黃昏時分抵達多倫多。
早餐:  自理 ，午餐用餐時間: 约1小時(自費) ， 晚餐:   自理 

第5天 多倫多酒店 - 尼亞加拉大瀑布(送：酒店早餐 - 2位)
早上多倫多出發，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尼亞加拉瀑布！首先登上瀑
布雲霄塔（自費），在360度露天觀景台上，鳥瞰美國瀑布，新娘面紗瀑布及
加拿大馬蹄瀑布的壯麗景色。再搭乘尼亞加拉遊輪（自費，約5月至11月期間
運行），親身零距離感受氣勢磅礴的瀑布從天奔騰而瀉，洶湧澎湃，如雷的
水聲震耳欲聾，令人難以忘懷。特別安排位於瀑布區安省最大的楓糖體驗中
心，參觀品嘗楓糖及加拿大特色甜點。之後前往瀑布湖濱區著名冰酒廠，品
嘗加拿大國寶特產冰酒。
午餐用餐时间：约一小时（自费）, 晚餐:  自理     加東5天團圓滿結束！

---------------------------------------------------------------------
6天團行程如下：
第6天 多倫多市區 - 中央島公園 - 加拿大國家塔 - 卡薩羅馬
            古堡 - 多倫多酒店 (送：酒店早餐 - 2位)
早上出發，到達多倫多市中心，途徑市政廳、省議會、多倫多大學、唐人街
中國城等等。之後登上西半球最高的加拿大國家塔CN塔 (自費)，位於城市心
臟地帶的多倫多地標。塔上飽覽安大略湖和多倫多市全景。其後再搭乘觀光
船 (自費，季節性行程, 約於5月至10月期間)，遊覽安大略湖畔風光旖旎中央
島，湖面上欣賞多倫多市區美麗的天際線，水天一色，猶如明信片。午餐(自
費) 後參觀卡薩羅馬古城堡 Casa Loma Castle (自費)，精緻宏偉的城堡，獨
特設計的後花園，各樣的花卉爭奇鬥豔，凝聚百多年前建築師的心血，一見
難忘。約於黃昏送達多倫多國際機場, 自行辦理登機手續, 平安返回原居地，結
束愉快的旅程。
午餐用餐时间：约一小时（自费）

晚餐:  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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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前4排座位
•視野更開闊，拍照最佳位
•附加費$45/位(含稅)，定團

時必須同時預收

前排VIP座位

             MTL05/06 （2022夏季出發日期)     

3/4月          每周：五   

5月             每周：五      加班车: 17, 22, 24, 29  

6月             每周：日/ 二/ 五   

7/8 月         每周：日/ 一/ 二 / 三/ 四 /五   

9月             每周：日/ 二/ 五   

10月           每周：五       加班车: 02, 04, 06, 09  

11月           每周：五   

燃油附加費通知: 如果燃油持續上漲，公司保留對所有客人收取燃油附加費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