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東六至七日深度精華遊 2019
團號NCEC06/07/NCEC06/07-D2 升級兩晚Fairmont酒店

行程
亮 點

◇ 獨家：連續兩晚選擇升級Fairmont酒店，買二送一
◇ 獨家：遊覽“東部小班芙＂～翠湖山莊度假村
◇ 獨家：三城住宿-城市和獨特山莊體驗：一晚翠湖山莊度假村，一晚蒙特利爾，一晚魁北克城
◇ 獨家：再現十八世紀維多利亞民風民俗的Upper Canada Villiage
◇ 特色：秀麗獨特的自然景觀：翠湖山莊度假村，魁北克水晶瀑布
◇ 特色：更多時間駐足魁北克老城，尋找韓劇《鬼怪》的拍攝足，與電視中的畫面不期而遇
◇ 特色：一次深度盡覽加東精華：渥太華、蒙特利爾、魁北克、翠湖山莊
◇ 特色：西式海鮮自助晚餐，“農家樂＂楓糖餐，浪漫法式特色晚餐
◇ 特色：魁北克全市最高的瑪麗大 –31樓瞭望台,俯瞰當年英法戰爭的古戰場

1

原居地–多倫多
團友抵達多倫多後送往酒店休息。
（24小時接機，巴士站，或多倫多市內指定地點）

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2 多倫多 - 千島湖 - Upper Canada Village - 翠湖

山莊度假村
清晨，由多倫多出發乘坐豪華旅游巴士在本公司
華籍專業導游陪同下，前往千島湖風景區,感受加
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千島湖＂風情, 幷 (自費)乘
坐“千島湖觀光船＂(約1小時)。 用完午餐（自費
）以後，前往綠茵小鎮Upper Canada Village（自
費）也稱之爲上加拿大村。綠茵小鎮保持了十八
世紀維多利亞時代的民風民俗、一個綠蔭環繞的
小村莊。上加拿大仿古村是反映加拿大歷史的又
一個景點，再現19世紀六十年代加拿大的鄉村生
活。村莊中隨處可見身著當時服飾的解說員，花
園裏的花草樹木以及田野裏的莊稼和果樹，整個
景象構成了一幅活生生的19世紀加拿大鄉村生活
畫面。用完豐盛的海鮮自助晚餐（自費）以後，
入住酒店。
酒店 Comfort Inn & Suites Mont-Tremblant or
similar或可選擇升級Fairmont

3

翠湖山莊 - 魁北克城
早上離開酒店後， 前往有＂東方小班芙＂美譽
的翠湖山度假村，充滿法式建築色彩的翠湖山小
鎮，讓您仿佛置身于歐洲古鎮。徊徉在碎石板小

街上，充分感受度假村的歐式情懷，熱鬧繽紛。
鎮內建築物富有歐陸色彩，充滿法式情調，依山
勢而建，每一幢建築物都可以飽覽當地的湖光山
色。四周翠綠如玉，與鎮內的建築物相映成趣，
景色之美直可媲美加西的「班芙」市。在石板街
道上漫步而行。然後驅車前往魁北克城地區，沿
途路上林木蒼鬱、蕭瑟美景、令人神往。前往楓
糖莊園，瞭解楓糖的采集和制做過程，同時在莊
園內品嘗法國傳統風味午餐，氣氛融洽而熱烈 （
自費）。午餐後抵達魁北克城邊上的水晶瀑布（
自費），它是魁北克最高的瀑布。號稱是美洲三
大瀑布之一。它是由17世紀法國著名的探險家薩
繆爾向普蘭以當時在新法蘭西駐扎5年之久的亨
利蒙莫朗西(Henri Montmorency)的名字命名
的。沿山巒峭壁飛流直下，與聖勞倫斯河交匯。
之後，抵達加國最古老的城市，唯一一個有城墻
的北美城市，世界文化遺產---魁北克城。首先登
上在全市最高的建築 瑪麗大 –31樓瞭望台（
自費）觀看魁北克全市風光 ，俯瞰當年英法殖民
地大戰之戰場，聽導游講解當年英法戰爭的驚心
動魄的歷史故事。繼而進入魁北克古城區。古城
建于懸崖上，有北美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城墻，城
內有衆多古老教堂、修道院、歷史陳的炮臺公
園、充滿法國風情的古堡廣場、魁北克省省議會
大及著名的歷史建築，包括芳緹娜城堡、星形
城堡要塞等等。古城建築散發出特有的法式風情，
也是殖民地堡壘城市的絕佳代表。夜色中，更可
在浪漫情調下品嘗法式晚餐（自費）。夜幕下的

古城端莊優雅，置身其中恍如身在歐洲。餐後入
住酒店休息。
酒店Monte-Cristo & Bonaparte or similar
或可選擇升級Fairmont

4

魁北克城 - 蒙特利爾
早上前往前往加國第二大城市，被稱為“北美小巴
黎＂的滿地可市，它因融合了現代科技與文化沉澱，
含有許多豐富而精彩的景點。先參觀蒙特利爾的地
標性建築：1976 年奧運會舉辦場地~ 奧林匹克世運
村，登上世界最高的斜塔-奧運斜塔(自費) ，唯一一
座45角度傾斜角度的纜車，可以一覽蒙特利爾全
景，再參觀最代表蒙特利爾藝術水平和貴族氣質的
蒙特利爾植物園（自費），裏面的盆景，花草充分
體現了法裔人的水準。午餐後（自費）參觀北美最
大最著名的教堂-聖約瑟夫大教堂(入內參觀需捐獻
@CAD$3每位) 欣賞其莊嚴肅穆，宏偉壯麗，這是
世界第二大圓頂教堂，魁北克省三大宗教巡禮地之
一。欣賞完秀麗的皇家山風光美景後，接著前往古
意瑰麗的諾特丹聖母大教堂(自費)，巴黎聖母院的
姊妹教堂。在這蒙特利爾濃郁的舊城區，簡約雄偉
的建築風格，新舊歐式風情相應交錯，在莊嚴的市
政府大樓，和前面的杰克-卡地亞廣場，您可體會
到法國香榭麗舍大街的風情，及法蘭西文化在這裏
根深蒂固的影響。晚餐（自費）後入住蒙特利爾酒
店。
*約9月份自然生態館重新開放後，將取代行程中的
蒙特利爾植物園的景點。

酒店Comfort/Quality or similar

5 蒙特利爾 - 渥太華 - 金士頓 - 多倫多

早上離開蒙特利爾， 前往加國首都渥太華，途經典
雅別致的名人使館村及政治權力焦點的總理府，
令人思古幽情油然而生的麗都大運河。隨後游覽
雕刻藝術登峰之作--國會山莊（外觀），風光秀麗
之渥太華河，莊嚴聳立的陣亡將士英雄紀念碑、
氣派雄偉的和平鐘塔。繼而前往參觀超凡入勝之
加國 “國家歷史博物館＂（自費），領略加國人
民歷史、文化的發展過程。還有參觀世界上三個
最重要的戰爭藝術收藏場館之一的“加拿大戰爭
博物館＂（自費）。瞭解當年戰爭之冷酷以及參
觀冷兵器陳列室（包括UN聯合國戰車，虎式坦
克，豹式坦克等等）。午餐（自費）後返回多倫
多， 途經加國古都京士頓, 車覽舊國會大樓即現今
市政廳，十八世紀英式燈塔，最古老東西橫貫火
車頭，途經氣派豪裝監獄、第一任總理故居、名
列前茅之皇后大學, 加拿大唯一皇家軍事學院等等。
*在鬱金香節期間 (May 10 to May 20,2019), 將參觀
Dow's Lake 取代戰爭博物館。

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新娘面紗瀑布和加拿大馬蹄型瀑布。中午自費
享用中式午餐後乘搭世界聞名“吹號手＂瀑布
景觀船（季節性行程，約4月至11月)，近距離
觀賞氣勢磅礴的瀑布從高空奔騰而瀉，涌澎
湃，如雷的水聲震耳欲聾，令人嘆為觀止。其
後前往參觀世界聞名尼亞加拉瀑布葡萄園區，
及免費品嘗加拿大特產冰酒。尼亞加拉區獨特
的地理位置及氣候環境培育出的冰葡萄，釀出
的酒更獨特，更醇香。其品種主要有冰白葡萄
酒和冰紅葡萄酒。其中冰白葡萄酒顏色呈透明
金黃色，素有“液體黃金＂之美稱，散發出蜂
蜜和水果等香味，口感甘甜醇厚，清新可口，
在釀造過程中不加任何額外糖原，是重視健康
人士的喜愛的綠色食品。于傍晚時分送抵多倫
多YYZ機場，請預訂晚上八點或之後離開航班。

加東七日深度精華遊
團號NCEC07/NCEC07-D2
第六晚：
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7 Option A: 多倫多深度游 （車程約60公里，1.5
6 多倫多 - 尼亞加拉瀑布 – 多倫多皮爾遜國際機 小時）
場 （車程約300公里，3.5小時）
清晨出發，途徑多倫多市中心區，前往舉世聞
名的尼亞加拉大瀑布。首先欣賞IMAX 瀑布歷
史大電影，瞭解神奇，神秘，神話般的尼亞加
拉瀑布與歷史上許多著名的令人震撼和激動不
已的事。其後登上天虹塔，360度觀景台鳥瞰
瀑布迷人的景色及觀賞宏偉壯觀的美國瀑布，

清晨出發，到達多倫多市中心參觀省議會（外
觀），多倫多大學，唐人街，拍照留念。之後
登上CN塔，位于多倫多心臟地帶的多倫多地標。
塔上瞭望台可觀賞安大略湖和多市全景。其後
再到安大略湖畔乘搭觀光船(季節性行程，約4月
至10月)， 到市區對岸中央島，蔚藍的天空和安

NCEC06 團費CAD$每位+5% GST稅
團號
NCEC06
(全程含早)

大略湖水交相輝映，回首遙望對岸繁華鬧市構成
一幅令人嘆為觀止的圖畫。登上島後漫步，綠草
如茵，鳥語花香，一望無際的湖泊儼然成為一個
大自然的世外桃源。自費午餐後參觀卡薩羅馬城
堡，這座屹立在小山上的中世紀古堡給人以既高
貴又古樸的神秘感覺，獨特的建築風格吸引了多
部好萊塢電影在此取景。曾經多倫多最昂貴的私
宅更見證了多倫多百年發展史，大宅擁有5英畝
的私人花園，各樣的花卉爭奇鬥艷，現為多倫多
人攝影首選景點。于傍晚時分送抵多倫多YYZ機
場，請預訂晚上八點或之後離開航班。
Option B: 奧特萊斯瘋狂購物游（車程約300公里，
3.5小時）
清晨出發，前往加拿大最大的露天名牌直銷購物
中心Outlet Collection at Niagara。這間緊挨
QEW高速公路Taylor Road出口的大型商場占地
面積約52萬尺，有116家北美熱門品牌入駐，當
中還包括七家首次在加拿大開設直銷店的品牌，
如Bass
Pro
Shop戶外用品概念店、首飾店
Pandora、法國護膚品牌L'Occitane、珠寶店
Michael Hill、服飾店White House Black
Market Outlet、女士服飾店Chico's、以及皮裝
店RUD by Rudsak。Outlet的店鋪中心內有不少
讓消費者動心的名牌，比如 Kate Spade, NIKE,
Calvin Klein, Michael Kors等. 任您采購各種名
牌商品，規模之大，品牌之全堪稱加東之最。該
購物中心還包括一個美食廣場，還有一個與其它
購物中心不同的農貿集市。讓你瘋狂購物同時，
兼顧美食的享受。于傍晚時分送抵多倫多YYZ機
場，請預訂晚上八點或之後離開航班。
*以上行程順序僅供參考，具體行程會因出發日期，天氣，交
通等因素有所調整。

雙人房/人 三人房/人 四人房/人 單人房
748

578

498

1328

978

768

658

1718

NCEN06-D2
可選升級2晚Fairmont (無早)
(翠湖山莊及魁北克城)

NCEC07 團費CAD$每位 + 5% GST稅
團號
NCEC07
(全程含早)

雙人房/人 三人房/人 四人房/人 單人房
888

688

618

1518

1118

878

768

1908

NCEN07-D2
可選升級2晚Fairmont (無早)
(翠湖山莊及魁北克城)
NCEC06出發日期
5月-10月

每周一

NCEC07 出發日期
5月-10月

每周日，一

費用包括

旅遊細則

1) 專業華人導遊
2) 豪華旅遊巴士
3) 酒店住宿

1) 出發前14天內取消訂位，所繳費用包括行程內全部入場費、膳食及住宿酒店，恕不退還；出發前
15-29天取消訂位，每人扣除團費50%；30天前取消訂位，每人扣除手續費CAD$35.00。
2) 酒店房間以兩張床為準，每房只可容納最多四人入住。房間內不准吸煙，否則罰款自負。
3) 為公平起見，導遊將每天更換座位編排一次。
4) 團友須準時到達指定集合地點，若因逾時或其他個人理由而不能成行，則作自動放棄，所繳費用一概
不獲退還。
5) 行程中如發生意外以引致傷亡或其他損失, 當根據各營運機構所訂之例作為解決依據, 概與本公司無
涉。
6) 如遇上特殊情況，如惡劣天氣, 交通事故等，本公司保留更改或取消行程權利，團友不得異議。
7) 本公司提議各團友購買旅遊保險，以確保個人利益。
8) 本公司有權更改酒店及行程次序，不作通知。
9) 以上行程順序及參觀時間僅供參考，具體行程會因出發日期，天氣，交通等因素有所調整。

費用不包括
1) 機票
2) 行程內沒有包含的膳食
3) 司機及導遊服務費
4) 行程內的所有景點門票和收費
5) 各種私人開支
6) 政府銷售稅: 5% G.S.T.
7) 接送機及協助辦理酒店入住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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