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 

超值團 SCEC05/06/07

豪華團 DCEC0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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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M前抵達的客人可參加自費專案:歐洲風情小
鎮Unionville自由行。 必須提前預定。(只限5月
15至10月16日參團) 團號SUNI01 ，團費$35/人，
2人成行。另來回接送服務費$5/人。時間段為
下午3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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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EC酒店: Sheraton/Hilton/Marriott或同級

清晨從多倫多啟程前往遊覽加拿大三大自然奇
景之千島國家公園(*季節性約4月至10月)乘坐遊
船暢遊美加邊境之聖勞倫斯河上的心形島，最
短國際橋，以及著名渡假別墅區。午餐后前往
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爾，隨即參觀於1976
年奧運會舉辦場地奧林匹克公園，其後改蒙特
利爾斜塔。蒙題利爾斜塔高約165米，傾斜度高
達45度(比薩斜塔傾斜度也只有5度)，是世界上
第一高的斜塔，也是世界上傾斜度最高的斜塔
。蒙特利植物園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園
之一。收集了22000種植物和品種，10個展覽溫
室，樹亭以及20多個主題花園，佔地75公頃，
是享受新鮮空氣和自然美景的理想場所。接著
前往古意瑰麗的蒙特利爾古城區，聖母院(外觀)
，唐人街等。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自然生態館重新開放后,將取代行程中的蒙特利爾植
物園的景點

SCEC酒店: Comfort/Quality Hotel或同級
DCEC酒店: Sheraton/Hilton或同級

登上皇家山，俯瞰蒙特利爾市區，入內參觀北
美洲最大的天主教聖約瑟大教堂。其後前往加
拿大最古老的魁北克城，在這充滿濃郁歐陸色
彩的魁北克古城，歷史遺跡處處可見：北美唯
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牆，雍容華貴的古堡大酒
店，清秀脫俗的老教堂，氣勢宏偉的魁北克省
議會大廈，備受遊客歡迎的仿古馬車及街邊藝
術家等都令您忍不住拍照留念,留下倩影。午膳
於法式餐廳內自費享用特色餐，更能讓您充份
享受歐陸浪漫情懷。傍晚返回蒙特利爾市,晚餐
后回酒店休息。

SCEC酒店: Comfort/Quality Hotel或同級
DCEC酒店: Sheraton/Hilton或同級

早餐后，離開酒店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車
覽名人使節豪華住宅區，總督府，總理府。暢
遊雕刻藝術登峰造極的國會山莊(外觀)。參觀加
拿大國家戰爭博物館，這是加拿大最大的一個
收藏有關戰爭物品和資料的博物館，是世界上
三個最重要的戰爭藝術收藏場館之一，展示當
今最前衛的武器聲光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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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而參觀加
拿大最大和遊客最多的國家歷史博物館，陳列
有從印第安人到外來移民的多元文化如何鑄造
出今日加拿大文明的內容，完整的介紹了加拿
大歷史，地理，文化等。午餐后，回程途經加
拿大古都京士頓，車覽舊國會大樓即現今市政
廳，車覽加拿大著名的皇后大學以及皇家軍事
學院，約黃昏時份返抵多倫多。
*加拿大鬱金香節日期間2020年5月8日至18日,將取消
流覽軍事博物館,改為前往Dow's Lake 陶氏湖邊的康密
辛公園的欣賞著名的鬱金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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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EC酒店: Sheraton/Hilton/Marriott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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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神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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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觀景台鳥瞰瀑布迷
人的景色及觀賞宏偉壯觀的美國瀑布，新娘面
紗瀑布和加拿大馬蹄型瀑布。中午自費享用中
式午餐后乘搭世界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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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洶湧澎湃，如雷的水
聲震耳欲聾，令人歎為觀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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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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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號手'瀑布景觀船大約11月底關閉，12月份代替行

程為鳥類王國。

* 5天團行程送至機場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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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EC酒店: Sheraton/Hilton/Marriott或同級

Option A:多倫多深度游 (7天遊的第6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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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藍的天空和安大略湖水
交相輝映，回首遙望對岸繁華鬧市構成一幅令
人歎為觀止的圖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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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午餐后參觀卡薩羅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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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花卉爭奇鬥豔，現為
多倫多人攝影首選景點。於傍晚時分送抵多倫
多YYZ機場,請預訂晚上八點或之後離開航班。

*中央島觀光船大約每年10 月底關閉,之後代替行程為
加拿大里瑞普利水族館。

Option B:奧特萊斯瘋狂購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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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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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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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天團行程送至
機場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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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EC酒店：Sheraton/Hilton/Marriott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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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傍晚時分
送抵多倫多YYZ機場，請預訂晚上八點或之後離
開航班。



B.C Registration # 2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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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C0608 & DCEC0608  Updated: MAR 2020

費用包括

1. 24小時機場接送
2. 行程中列明早餐
3. 三/四人房均為2張床無加床
4. 豪華巴士接送
5. 中/英文導遊

費用不包括

1. 行程中全部的膳食
2. 司機及導遊服務費，每人每天$15
3. 旅遊觀光活動時全部的入場費
4. 各種醫療保險，個人平安保險及行李保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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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遇旅遊旺季，須另繳附加費

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Professional

SCEC 超值團團費 單位: CAD/人

含早餐

團號 雙人房
第三人同

房
第四人同

房
單人房
附加費

SCEC05 $540 $100 $220 $270

SCEC06 $660 $130 $320 $340

SCEC07 $780 $160 $430 $400

6月11日至6月13日 & 7月29日至8月1日:節日附加費$160/房

2020 出發日期

SCEC05

4月 14, 17, 21, 24, 28 & 30
5月 每周二，四，五，日
6月-7月 天天出發
8月 天天出發 (除8月31外)
9月-10月 每周二，四，五，日

- 添加：9月28 & 30; 10月3,5,7,10
- 不含10月29 & 31

SCEC06-A
4月 14, 17, 21, 24, 28 & 30
5月-10月 天天出發 (除10月27, 28, 29 & 31外)

SCEC06-B & 

SCEC07

4月 28 & 30
5月-10月 天天出發 (不含10月27, 28, 29, 30 & 31)

DCEC05 5月-10月 每周二，五

DCEC06
4月 30
5月-10月 每周一，二，四，五(不含10月27 & 29)

DCEC07
4月 30
5月-10月 每周一，二，四，五，日(不含10月26, 27 & 30)

DCEC 豪華團團費 單位: CAD/人

不含早餐

團號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附加費

DCEC05 $670 $500 $420 $390

DCEC06 $820 $610 $520 $480

DCEC07 $960 $710 $620 $550

收費項 (請現付導遊 )
成人
(12+)

長者
(65+)

小童
(12-)

聖約瑟大教堂 $6.00 $6.00 $6.00

蒙特利爾斜塔 $24.00 $22.00 $12.00

蒙特利爾植物園 $21.00 $19.00 $11.00

千島湖遊船 *季節性 $29.00 $26.00 $16.00

國家戰爭(軍事)博物館 $20.00 $17.00 $13.00

國家歷史博物館 $23.00 $21.00 $14.00

天虹塔 $16.50 $16.50 $10.50

IMAX 瀑布大電影 $15.00 $15.00 $11.00

"吹號手"觀光船 *季節性 $34.50 $34.50 $23.50

鳥類王國 *季節性 $21.50 $21.50 $17.00

加拿大國家電視 $43.00 $39.00 $32.00

中央島遊船 *季節性 $30.00 $28.00 $18.00

瑞普利水族館 *季節性 $40.00 $27.00 $27.00

卡薩羅馬古堡 $32.50 $27.50 $22.50

團餐(包含三天午餐及兩天晚餐，

其中含魁北克古城正宗法式午餐)
$114.00 $114.00 $92.00

瀑布午餐 $17.00 $17.00 $13.00

司機導遊最低服務費每人/天 $15.00 $15.00 $15.00

接機司機服務費每趟/人 $8.00 $8.00 $8.00

• 以上所有門票&餐費標價以僅供參考(2020年1月更新)  ,實際視窗價可能會有適當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 價格已含稅, 以加幣，每位計算

• 10人或以上訂單必須預付全程門票以及導遊服務費

加東精華遊 (SCEC & DCEC)

自選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