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原居地 ~ 多倫多 Toronto Arrival 
團友抵達多倫多後送往酒店休息(24 小時接機 Y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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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團酒店： Sheraton / Marriott 或同級 
 

2  多倫多 ~ 尼亞加拉瀑布 ~ 多倫多 Toronto ~ Niagara Fall ~ Toronto  
清晨出發，前往舉世聞名的尼亞加拉大瀑布。因天氣寒冷，瀑布上面多了一條條銀裝素裹的冰柱，美的晶瑩剔透的樹枝，一切好像被施了神奇的魔法，

賦予尼亞加拉瀑布的另一種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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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的事蹟。其後登上天虹塔，360 度觀看冰天一色、銀裝素裹的冰瀑奇觀。中午自費享用中式午餐後, 參觀鳥類王國。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飛翔的

室內百鳥大觀園。400 多隻不同種類的鳥兒在這個神奇的多層次熱帶雨林中安家落戶。有機會和鸚鵡等珍奇鳥類親密互動，或探索黑夜叢林，觀賞貓

頭鷹、蝙蝠和爬行動物等夜間精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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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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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團酒店： Sheraton / Marriott 或同級 
 

3  多倫多送機 Toronto Depart 
三天團行程結束，送往機場乘搭航班返回原居地。 (四天團繼續以下行程) 

*超值團客人, 請自行乘搭酒店免費SHUTTLE 巴士前往機場 

 

3  多倫多深度游 Toronto Day Tour 
清晨出發途徑多倫多市中心省議會，多倫多大學，唐人街。抵達加拿大國家電視塔，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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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參觀加拿大裡瑞普利水族館， 位於多倫多地標CN塔的旁邊，占地13.5萬平方尺, 成為北美地區最大的水族館。自費午餐後參觀卡

薩羅馬城堡，屹立在小山上的古堡給人以高貴古樸的神秘感覺，精緻的建築令人歎為觀止。5英畝的私人花園，各樣的花卉爭奇鬥豔(開春以後)，現

為多倫多人攝影首選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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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團酒店： Sheraton / Marriott 或同級 
 

4  多倫多送機 Toronto Depart 
四天團行程結束，送往機場乘搭航班返回原居地。 

*超值團客人, 請自行乘搭酒店免費SHUTTLE 巴士前往機場 

團費/每位 

(Tour fare/person)  

雙人房 

(Twin) 

三人房 

(Triple)      

四人房 

(Quad)     

單人房 

(Single) 

3 天超值團 WYYZ03 $340 $250 $230 $580 

3 天豪華團 DYYZ03          $390 $300 $280 $680 

4 天超值團 WYYZ04          $450 $360 $330 $770 

4 天豪華團 DYYZ04          $530 $430 $410 $910 

出發日期 :   

(全程含早餐)   

B.C Registration # 2729-3                                                        WYYZ03-04/DYYZ03-04 2020 (JAN-APR)  

1 月 27 

2 月 每週一 

3 月 每週一 

4 月 6，13 

*超值團客人, 回程請自行乘搭酒店 

  免費SHUTTLE 巴士前往機場 



其它收費專案 (請現付導遊)  CAD$每位含稅 
 成人 12+ 

  Adult 

長者 65+ 

Senior 

 小童 11- 

Child 

Skylon Tower 天虹塔 $15.00 $15.00 $9.00 

IMAX 瀑布大電影 $15.00 $15.00 $11.00 

Bird Kingdom 鳥類王國 $20.00 $20.00 $16.00 

CN Tower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43.00 $39.00 $32.00 

Casa Loma Castle 卡薩羅馬古堡 
$30.00 $28.00 $20.00 

Ripley's Aquarium 瑞普利水族館 $40.00 $27.00 $27.00 

Niagara Fall Lunch 瀑布中式午餐 (儿童餐费 10 岁以下) $17.00 $17.00 $13.00 

Minimum mandatory service fee per person/day 

司機導遊最低服務費每人/天，接機為半天計算 

 

$14 (每人每天) 

(2020 年 4 月 15 日起 $15 每人/天) 

 
 

*以上所有門票及餐費標價僅供參考 ，實際窗口價可能會有適當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凡從非本社購買的景點門票或城市 City Pass, 均不適用於本社旅行團。否則團上需收取 CAD40/位附加費。 

*導遊服務費、門票及餐費請客人車上現金支付給導遊。 

*10 人或以上訂單必須預付全程門票以及導遊服務費。 

 

取消及退款辦法 :   

• 出發前 20 天以上更改或取消費用$100/人 • 出發前 11~19 天內更改或取消扣除團費 50% •  出發前 10 天內更改或取消扣除全部費用•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 如客人因簽證不獲批准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  

 

                                                                  (詳細資料請參考本公司網站加東團旅客須知) 

團費包括 Included : 每房只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服務 

旅遊巴士團體接送觀光 (Ground Transportation service as specified in itinerary) 

酒店住宿, 双人/三人/四人房均為兩張床或一張大床加沙发床, 每房只可容納四人 (Hotel is two beds or one bed plus sofa bed in 

each room, max 4 people in a room) 

國語領隊隨團服務, 並帶領作遊覽觀光 (Mandarin speaking tour guide service) 

行程表所列出的觀光安排 (Sight-seeing arrangements listed in itinerary) 

 

團費不包括 Not Included : 本公司強力建議客人購買旅遊保險, 以確保個人利益 

行程中的膳食, 行程中列明已包括份除外(All the meals except mentioned) 

司機及導遊服務費, 每天每人$14 元,  接機服務費為每人$7 元。(Gratuities for Driver and Tour Guide is $14 per day per person，

airport transfer is $7 per person ) 

機票及旅遊觀光活動時全部的入場費 (Admissions for Optional Tour) 

銷售稅(5% GST)及各種醫療保險, 個人平安保險及行李保險(Personal Travel and Medical Insurance) 

因交通阻延, 罷工, 惡劣天氣, 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或其他超出本公司控制範圍的原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Any other extra expense that 

is incurred due to reasons that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our company, such as traffic jam and delay, strike, disastrous weath-

er (storm, flood etc.) and cancellation or change of fight schedules and so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