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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多倫多

CANADA加拿大

Kingston京士頓

Ottawa渥太華

Thousand Islands千島

Mount Tremblant碧湖山渡假村

Montreal
蒙特利爾

Quebec City
魁北克城

特色安排

楓葉之國，處處「楓」情。號稱「楓葉王

國」的加拿大，連國旗都有楓葉的標誌—

這裏有著說不完的浪漫「楓」情。九月的

加拿大，除了大山大水的豪邁，更多的是

閒適、柔美，通過片片楓葉傳遞出來。穿

越河山峽谷，到處都是靚麗的紅色，仿佛

沉浸在紅色的海洋中。漫步在碧湖山渡假

村的綠茵小徑，呼吸清新的大自然氣息。

精選行程:

1. 暢遊加拿大4大名城（多倫多，蒙特利爾，
渥太華和魁北克城），體驗其獨有的英、法
共存的文化。

2. 遊歷加拿大的城市人文文化和豐富的自然風
光，品嘗地道的中西美食。

3. 特別安排參觀和住宿加東最豪華的度假區—
碧湖山渡假區，登上加拿大東部最高的山
峰—仙駝峰，一覽洛朗山區美麗的風光。�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精選住宿:全程入住當地最優質的旅館，保證您

旅途中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精心安排當地特色料理讓您品嘗其餐

飲文化。

特優待遇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09/26	 原居地Hometown 多倫多Toronto
今日飛往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倫多Toronto，抵達
後送回酒店享用晚餐及休息。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Hilton Suite Markham或同等級酒店

09/27	 多倫多Toronto	 	尼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	
多倫多Toronto

早上驅車前往世界著名的★尼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 美加的天然邊境線，據研究發現此瀑布是在
約一萬年前的冰河時期形成。其名字源自印第安
語，意為「雷神之水」。

��乘坐驚險瀑布船 — 霧美人號，親臨氣勢磅礡的
馬蹄型瀑布之下，精彩刺激。

*您可選擇自費乘坐直升機遊覽大瀑布，從高空俯
瞰大瀑布。

▲�維多利亞小鎮Victoria Town，欣賞傳統的英式
傳統建築及漫步於小鎮優雅的街道，感受英式
風情。

��著名的冰酒廠Inniiskillin Wines: 現場瞭解冰酒的
釀制過程，品馳名世界的優質冰酒。

【早餐】酒店早餐

【住宿】Hilton Suite Markham或同等級酒店

Toronto – (83km) – Niagara Falls – (83km) – Toronto

09/28	 多倫多Toronto
▲�皇后公園Queen’s Park: 由威爾斯親王愛德華開放

於1860年，以當時的英王維多利亞女王命名。

▲�安大略省議會大樓Ontario Legislative Building:
整個建築古老莊嚴、雄偉壯觀、氣勢宏大，茶
色的外表同周圍的綠色景觀有機的融為一體。

▲�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 創建於1827
年，是世界級的大學。

▲�多倫多舊市政廳Old City Hall: 1899年至1965年
間，多倫多市政府的總部所在地。

��羅馬古堡Casa Loma: 建於1911年，是加拿大最早
的古堡，由富有的金融家亨利拉特男爵修建。

��登臨多倫多國家電視塔CN Tower: 曾經是世界第
一高的電視塔。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CN Tower Seafood 
Dinner

【住宿】Hilton Suite Markham或同等級酒店

09/29	 多倫多Toronto	 	京士頓Kingston	 	蒙特利爾
Montreal

清晨，前往加國故都京士頓市Kingston。

▲�舊國會大樓Kingston City Hall:現今的市政廳。

▲�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 of Canada:
加拿大未來將軍的搖籃。

��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加拿大第二久遠的
大學。老建築林立，學院氣息濃厚。

參觀▲最古老東西橫貫火車頭、英美爭奪的軍事
城堡、炮台Fort Henry及聯邦政府屬下的男女監獄
Kingston Penitentiary，還有★加拿大第一任總理
麥當勞故居。

接著前往素有北美小巴黎之稱的蒙特利爾市Mon-
treal。

��諾特丹大教堂Notre-Dame Basilica of Montreal:
建於1829年，是北美最大的教堂。

遊覽古意濃郁的▲舊城區Old Town、莊嚴的▲市
政府大樓Montreal City Hall，您可體會到法國文化
在這裡根深蒂固的影響。

【早餐】酒店早餐

【住宿】Hyatt Regency Montreal或同等級酒店

Toronto – (263km) – Kingston – (288km) – Montreal



還要高1倍半，可乘坐纜車登上最高峰再沿小路
穿梭於瀑布中，近距離感受大瀑布有如萬馬奔
騰之氣勢。

��觀魁北克的印第安文化村Indian Village，瞭解
加拿大原住民的歷史和傳統。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French Restaurant

【住宿】Palace Royal Hotel Quebec City或同等級酒店

10/03	 魁北克城Quebec	City	 	碧湖山渡假村Mount	
Tremblant

開車到達有「東方小班芙」之稱的著名渡假勝地
碧湖山渡假村Mount Tremblant，�鎮內建築物富
有歐陸色彩，充滿法式情調，依山勢而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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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吸引數以百萬計的遊客慕名而來，開
懷盡興，享受一個充滿繽紛色彩的法式假期。各
團友可以悠閒地在石板街道上漫步而行，兩旁商
店林立，各類精品琳琅滿目，目不暇給。亦可在
路旁的露天咖啡座享受一杯美味的法式咖啡，定
能令您樂不思蜀。

【早餐】酒店早餐

【住宿】Le Westin Resort & Spa或同等級酒店

Quebec City – (366km) – Mount Tremblant

10/04	 碧湖山渡假村Mount	Tremblant	
早餐後，團友可以沿著綠茵小徑悠然漫步，呼吸
清新的大自然氣息。

��乘坐別具特色的登山纜車，直達加東最高峰之
一仙駝峰Herald Monthly�(高3,300呎)�，山頂
雲霧飄繞，如幻似虛，恍若置身蓬萊仙境，忘
卻凡塵俗事。

��乘坐遊船暢遊洛朗湖Lake Laurentian，湖光山
色融為一體。

【早餐】酒店早餐

【住宿】Le Westin Resort & Spa或同等級酒店

9/30	 蒙特利爾Montreal		
��全北美最大教堂之一的聖約瑟大教堂Saint 
Joseph’s Oratory of Mount Royal，此教堂之創
辦人為安德教士，他被譽為本世紀行神蹟最多
的教士。當時享譽盛名，無人不知。

��著名奧林匹克公園Olympic Stadium，登上世界
最高的斜塔俯瞰蒙特利爾市的全景。

��參觀蒙特利爾的歷史博物館Montreal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y，瞭解該市的城市發
展歷史。

▲聖嘉芙林大道

【早餐】酒店早餐�

【住宿】Hyatt Regency Montreal或同等級酒店

10/01	 蒙特利爾Montreal	 	魁北克城Quebec	City
早上前往魁北克著名的楓糖產區–三河城Trois Riv-
ieres，參觀★楓糖種植場Maple Syrup Farm和品嘗
地道的法式農家菜，欣賞傳統的法式音樂表演。

��魁北克古城Quebec Old City，此為北美洲唯一
圍有古城牆的城市，亦為法裔人另一聚居之
處。城內充滿著濃厚的歐陸色彩，尤以古城更
甚:古炮台、馬拉車、古城牆、廣場銅像、藝術
畫廊，大笪地賣藝什技人、宮廷式街燈、色彩
艷麗的法式建筑物...等等，構成一幅幅美麗的
圖畫。

【早餐】酒店早餐�

【住宿】Palace Royal Hotel Quebec City或同等級酒店

Montreal – (269km) – Quebec City 

10/02	 魁北克城Quebec	City		
��魁北克三大教堂之一聖安尼大教堂–Saint Anne 
de Beaupre，欣賞著名的聖跡見證和十四苦路
雕塑。

��銅雕博物館Albert Gilles Copper Art Museum。

��全北美洲最高的瀑布–蒙摩倫斯大瀑布Montmo-
rency Falls: 瀑布高272呎，比著名的尼加拉瀑布



代理旅行社:

Please save this PDF file to your computer before you can fill in the following form.

��感受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千島風情—遊船
河，暢遊聖羅倫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欣
賞這世界著名之群島的特有風采，心型島億萬
富豪古堡，世界最短國際橋，外母島….等等。

然後驅車返回多倫多。

【早餐】酒店早餐�【晚餐】Farewell Dinner

【住宿】Hilton Suite Markham或同等級酒店

Ottawa – (133km) – Thousand Islands – (317km) – Toronto

10/07	 多倫多Toronto 原居地Hometown
今日前往多倫多機場，飛返原居地，結束愉快的加
東精彩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CST#2068966-40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9/26/2018 $3,500 $1,500

10/05	 碧湖山渡假村Mount	Tremblant	 	渥太華	
Ottawa

早餐後，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Ottawa。

參觀雕刻藝術登峰之★國會山莊Parliament Hill，然
後登上其最高建築物國會和平塔，俯瞰首都市容。

遊覽風光秀麗之▲渥太華河Ottawa River，莊嚴聳
立的▲陣亡將士紀念碑National War Memorial、氣
派雄偉的▲和平鐘塔Peace Tower，雅典別致的▲
總督府Rideau Hall，和令人思古幽情油然而生的▲
麗都大運河Rideau Canal。

��皇家鑄幣廠Royal Canadian Mint，可選購各款
精裝絕版紀念幣。

【早餐】酒店早餐

【住宿】Mariott Downtown Ottawa或同等級酒店

Mount Tremblant – (176km) – Ottawa

10/06	 渥太華Ottawa	 	千島Thousand	Islands	 		
多倫多Toronto

早餐後，驅車離開酒店前往安省千島旅遊區Thou-
sand Islands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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