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ntreal Sharaton Hotel
(A/B/D團)

Quebec Hilton Hotel
(B/D團)

魁北克希爾頓酒店

2019 Departure Date 出發日期

Complimentary Airport Transfer  免費機場接送

CAV-5
JAN 5－FEB 22
FEB 26－MAR 22  

FRI
TUE/FRI     

星期五
星期二/五

CAV-6
JAN 5－FEB 22 
FEB 25－MAR 22

FRI
MON/TUE
/THU/FRI

星期五
星期一/二/四/五

Arrival Time 建議到達航班時間 
Between 9:00 am to 9:00 pm

After 8:00 pm (Domestic) 
After 9:00 pm (USA & International)

Departure Flight 建議回程航班時間 

・ 加拿大唯一旅行社，不惜增加成本，獨家全線採用最新型號豪華巨
無霸遊覽車隊，11部全新2018年及23部2017年豪華巴士，全線45
部豪華巨無霸遊覽車隊，配備卓越頂尖設備包括加拿大及美國無線
上網的Wi-Fi通訊功能，座椅及靠背的供電插座等等

・ 獨家安排國語專車及粵語專車，帶來非凡的旅遊體驗
・ 獨家提供全程加拿大及美國無線上網Wi-Fi無限數據使用

・特別增遊魁省炫麗冰雪嘉年華
・增加成本住宿一晚滿地可及一晚魁北克，可以升級入住5星級豪華城堡
酒店(限時優惠)，更充裕時間體驗冰雪嘉年華

・期間限定：增遊世界著名及北美最大的冰雪酒店
(展出期間：JAN 4 - MAR 26, 2019)

・期間限定：特色冬令活動 - 西伯利亞雪犬拉雪橇
・期間限定：特色楓糖小屋內，品嚐加拿大特產冰楓糖

每人價格包稅

Price/person($CAD) 

有效期：2019年1月1日至3月22日

A-鑽石團

B-尊貴團

C-典雅團

D-豪華團

F-超值團

四人一房

QUAD 包稅($ CAD)

三人一房

TRIPLE 包稅($ CAD)

單人房

SINGLE 包稅($ CAD)

5 days 6 days

二人一房

TWIN 包稅($ CAD)

 $799 

 $750 

 $775 

 $599 

 $490 

 $890 

 $830 

 $860 

 $699 

 $570 

5 days 6 days

 $565 

 $520 

 $545 

 $440 

 $350 

 $685 

 $590 

 $610 

 $520 

 $420 

5 days 6 days

  $500 

 $475 

 $485 

 $380 

 $300 

 $590 

 $540 

 $570 

 $475 

 $380 

5 days 6 days

 $1,279 

 $1,200 

 $1,240 

 $959 

 $789 

 $1,425 

 $1,329 

 $1,375 

 $1,119 

 $910 

價目表

酒店安排

精選酒店

彷若置身歐洲的巷弄古道
世界文化遺產—魁北克古城

若沒住宿魁北克，您就與北美最具歐洲風格的城
市擦身而過。若沒悠閑漫步于小香普蘭街，您將
錯過古城的藝術寶庫。走進人氣韓劇拍攝地，感
受浪漫的法式邂逅。

滿地可酒店升級
鑽石地帶逛街購物最便利！

滿地可喜來登酒店

五星級豪華城堡酒店
Fairmont Le Chateau Frontenac
(A團)

WCAV-5/6

泰安堅守確保乘客安全為核心使命，亦是加拿大唯一旅行社保證不採用車齡超過2年

的遊覽車用於旅遊團產品服務，有別於充斥市場上的超過十年以上舊款巴士。

冬季加東五/六日豪華遊

【限時增遊】魁北克冰雪嘉年華、著名冰雪酒店

酒店住宿

Hotel

多倫多  TORONTO
5日團入住2晚，6日團入住3晚

滿地可  MONTREAL
5/6日團入住1晚

魁北克市  QUEBEC CITY 
5/6日團入住1晚

希爾頓/ 萬豪集團酒店或同級

Hilton/Marriott Markham hotel or same class 
A-鑽石團

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Sheraton Hotel or same class

獨家入住五星級豪華城堡酒店

Fairmont Le Chateau Frontenac

希爾頓/ 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Hilton/Sheraton hotel or same class
B-尊貴團

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Sheraton Hotel or same class

希爾頓酒店或同級

Quebec Hilton/Delta or same class

希爾頓/ 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Hilton/Sheraton hotel or same class
C-典雅團

三星級品牌酒店

Lelux Hotel or same class

(每人贈送早餐或早餐盒)

獨家入住五星級豪華城堡酒店

Fairmont Le Chateau Frontenac

三星級品牌酒店

Edward Village/ Best Western or same class
F-超值團

三星級品牌酒店

Lelux Hotel or same class

(每人贈送早餐或早餐盒)

三星級品牌酒店

Hampton/Comfort Inn or same class

(每人贈送早餐或早餐盒)

三星品牌酒店

Edward Village/Best Western or same class

**免費升級：希爾頓/ 喜來登/ 萬豪集團酒店或同級
FREE UPGRADE - Hilton/Sheraton/
Courtyard Marriott hotel or same class

*需於14天前預訂
*14 days booking before departure

D-豪華團

喜來登酒店或同級

Sheraton Hotel or same class

三星級品牌酒店

Lelux Hotel or same class

(每人贈送早餐或早餐盒)

希爾頓酒店或同級

Quebec Hilton/Delta or same class

三星級品牌酒店

Hampton/Comfort Inn or same class

(每人贈送早餐或早餐盒)

行程精華：

泰安禮賓接待：

WI-FI通訊功能 寬敞舒適設計 高清先進的彩色屏幕

HD
靠背電源插座

貼心安排巴士
首選座位

（第1-4行）收費另計



獨家入住
2018年全新

多倫多萬錦市萬豪大酒店
Markham Marriott Hotel

(A/B/D團）

多倫多萬錦市希爾頓大酒店
Hilton Toronto/Markham Suite Conference Centre
(A/B/D團）

旅遊重點

DAY 5：多倫多－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
上午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尼亞加拉大瀑布風景區。尼加拉大瀑布名如其實，如雷的水聲震耳欲聾，雄壯之
處令人嘆為觀止。峰頂之水一瀉五十米直入谷底，洶湧激湍猶如萬馬奔騰。登上瀑布雲霄塔,俯瞰尼亞加拉大瀑布，
更可欣賞著名的Imax大電影，探索神秘大瀑布。前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飛翔的室內百鳥園。欣賞不同種類的鳥兒，
貓頭鷹等等，更有機會和鸚鵡等珍奇鳥類親密互動, 親身感受自然界賦予的美妙。之後前往全北美州最盛產葡萄的葡
萄園釀酒廠品嘗當地名釀，除可購買由釀酒廠獨家秘制的葡萄汁外，更可到葡萄園觀賞種植葡萄過程及拍照留念。(5
日團)團友乘搭飛機返回出發地原居地。 (6日團) 團友返回酒店休息。

DAY 6：多倫多一日遊－出發地
清晨出發，途經多倫多市區景點包括市議會，古典維多利亞時期建築的多倫多大學，唐人街等等。之後前往參觀加拿大里普
利水族館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擁有北美最長的海底觀賞隧道，超過570億升水和超過100個互動的設備，走在窗前，恍
如被整片海洋所包圍，感覺置身於海底，沿途還可看到巨型魔鬼魚、鎚頭鯊等珍奇的海洋生物，非常壯觀，是新一處引人注
目的景點。位於近旁的多倫多地標－加拿大國家電視塔（CN Tower），現在是世界上第五高的「自立式建築物」。(MAY- 
SEPT) 其後再到安大略湖畔, 乘搭觀光船遨遊觀賞多倫多市區摩天大樓的壯觀及風光旖旎的小島景觀(季節性行程) 。最後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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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建築風格吸引了多部好萊塢電影在此
取景。（6日團）團友乘搭飛機返回出發地原居地。

費用不包括：

・  行程中所有膳食、司機、導遊及各項小費（每人每天CAD$15）。
・  旅遊觀光活動時全部的入場費和渡船費（5日團大約CAD$197；6日團大約CAD$297）。
・  價格僅供參考，可能有所浮動，恕不另行通知。
・  各種旅遊，及相關保險（如醫療、取消旅程、行李、及個人平安保險）一切純屬個人性質之費用，例如電話費、洗
衣費、選台電視費等。

・  因交通阻延、罷工、天氣惡劣（如颱風暴風雪水災）等，航機取消或更改時間，或其他情況而超出本公司控制範
圍所引致之額外費用，離團後一切費用。

・  首選座位費用5/6日團：$50CAD/座位包稅 (首選座位只限安排於加東3日)

精選酒店

尼亞加拉大瀑布

著名冰雪酒店

北美小巴黎－滿地可

加國首都－渥太華

最具法式風情－魁北克市

里普利水族館

西伯利亞雪犬拉雪橇 費用包括：

・  乘坐豪華遊覽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團體接送觀光。
・  住宿酒店，必設有私人浴室及空氣調節設備。
・  由經驗豐富的華人領隊隨團服務，並帶領作遊覽觀光。
・  團費價格包稅。

行程介紹

DAY 1：出發地－多倫多
是日，團友乘搭飛機抵達加拿大第一大城市 – 多倫多，多倫多素有金融中心之美稱。團友抵達後可探訪親友或
自由活動。

DAY 2：多倫多－京士頓－渥太華－滿地可
清晨由多倫多出發，取道橫貫南安大略省的McDonald-Cartier Freeway，前往加國古都京士頓遠眺毗鄰美國，
途徑氣派豪裝監獄、第一總理故居、聞名遐邇的皇后大學、古軍事炮台、皇家軍事學院等著名古蹟包括舊國會
大廈。隨後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抵達首都後，您可欣賞和留影於氣派宏偉，雕刻藝術登峰造極的國會山莊，
及風光秀麗的渥太華河。之後參觀世界三大最重要戰爭藝術收藏館之一的加拿大戰爭博物館，以及加拿大最受
歡迎、參觀次數最多的博物館之一，也是北美最古老的文化機構之一的加拿大歷史博物館。稍後前往加國第二
大城市，被稱為「北美小巴黎」的滿地可市。住宿滿地可市內大酒店。

DAY 3：滿地可－魁北克市 
融合了現代科技與文化沉澱，滿地可值得遊覽的景點豐富而精彩：參觀北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聖約瑟大教堂（冰雪
嘉年華期間將不會入內參觀），途徑新舊歐式建築風情響應交錯的舊城區，簡約雄偉的建築風格及嘖嘖稱奇的神
蹟故事令您對這個「千塔之城」留下美好印象；隨後前往參觀繁花似錦的溫室植物園，各個溫室內均有世界不同氣
候的名貴珍稀物種，匯集世界各地獨特的昆蟲品種及各國特色花園，花飛蝶舞，不亦樂乎。在別具風格的「楓糖小
屋」內，品嚐加拿大特產冰楓糖以及具有當地特色的午餐。抵達法式浪漫的魁北克古城，登上觀景臺飽覽全城美
景，魁北克古城、古戰場、所有錯落有致的十七十八世紀唯美歐式建築群一覽無遺，讓您仿佛置身於歐洲古鎮。
隨後前往每年只在冬季建造，世界著名及北美最大的冰雪酒店（展出日期：2019年1月3日至3月24日），是遊客不
容錯過的景點。自由參觀內里的冰雪大堂、冰雪酒吧，及冰雕藝術館，和與別不同的客房佈置主題更令人喜出望
外。然後前往萬人期待，一年一度魁省最盛大冰雪嘉年華（展出日期：2019年2月8日至17日），晶瑩剔透的冰雕
皇宮，燈光璀璨耀眼，身歷其境更顯浪漫。到了晚上在彩色燈光的投射下，顯得繽紛多彩，有如七色寶石的絢麗
城堡，盡情沉醉在熱力四射的氛圍中，感受浪漫絢麗的冬天，深度體會加拿大冬日風情。晚間返回酒店休息。

DAY 4：魁北克－京士頓－多倫多 
早上，離開魁北克，前往特色冬令活動－西伯利亞雪犬拉雪橇（取決於當天氣候狀況），體會驚險刺激的運動
之余，亦可體會山野間的純靜與壯觀。之後前往北美八大奇景之一，風景如畫的聖勞倫斯國家公園水域，自費
乘坐直升飛機（取決於天氣當天氣候狀況），感受從高空俯瞰千島湖冬季的秀麗景緻。

行程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