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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加東五天精華游 
超值團WCEC05/（常規酒店，每人每天贈送早餐） 

精品團 WCEC0 5-D 

（可升級入住魁北克老城區酒店或同級，每人贈送 3天早餐） 

高級團 WCEC0 5-V 

（可升級入住魁北克費爾蒙古堡酒店，每人贈送 2天早餐） 

New***獨家特惠：免費升級入住蒙特利爾 Fairmont 

*參加WCEC0 5-V高級團的團友，即可免費升級至連續 2晚入住 Fairmont酒店

*蒙特利爾入住 Fairmont The Queen Elizabeth 費爾蒙伊莉莎白女王酒店

*魁北克入住 Fairmont Le Château Frontenac 芳堤娜古堡酒店

行程亮點： 

1. 即使你體會過全球多種風格的奢華酒店，卻未必碰觸過像它一樣的別致酒店—全部用冰和
雪鑄造而成、耗資巨大的北美唯一一家冰酒店，有機會觸摸下“小龍女的寒 冰床“

2. 可選擇升級魁北克老城區 4星酒店或超 5星 Fairmont 芳緹娜古堡酒店， 入住老城區，更

多時間駐足魁北克老城

3. 免費升級蒙特利爾費爾蒙伊莉莎白女王酒店 Fairmont The Queen Elizabeth

4. 特別安排「西伯利亞狗拉雪撬」的無限樂趣

5. 漫步於魁北克充滿歐式風情的古老街道上，在充滿浪漫氛圍的餐廳享用地道的法餐。

6. 品嘗用楓樹糖槳為原料製作的當地特色農家菜，體驗加拿大的“農家樂”
7. 欣賞大自然賦予尼亞加拉瀑布冬季的另一種震人心魄的冰瀑奇觀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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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機導遊小費每位 CAD$8 

酒店：Quality/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含早） 

可升級入住 Sheraton Parkway  

（升級差價/房/晚：CAD50/單雙人房; CAD70/3人房; CAD90/4人房） 



第二天 多倫多–京士頓- 渥太華- 蒙特利爾 

清晨從多倫多啟程前往加拿大古都京士頓，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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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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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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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Comfort/Quality Hotel 或同級 （含早） 

WCEC03-V 酒店：Fairmont The Queen Elizabeth 費爾蒙伊莉莎白女王酒店（無早） 

第三天 蒙特利爾– *冰酒店 - 魁北克市 

早餐後登上皇家山，俯瞰蒙特利爾，入內參觀北美洲最大的天主教聖約瑟大教堂。 然後前往參

觀於 1976 年奧運會舉辦場地奧林匹克公園，其後改建為北美洲唯一自然生態館。 *全新裝修后

的自然生態館共分熱帶雨林、極地、加拿大落葉林、聖勞倫斯河等四個自然生態區，園內共有超
過 4000 隻動物和 5000 棵植物，以及水族館等，是一處非常具吸引 力，同時也富有教育意義，

老少皆宜的旅遊景點。 其後參觀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園之一蒙特利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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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前往坐落在楓樹林中的“楓糖小屋”， 自費品嘗當地特色農家

菜，體驗加拿大式的“農家樂”。 午餐后參觀冬季人工奇景*魁北克冰酒店（開放日期：2023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19 日）。 魁北克冰酒店共使用 15000 噸雪和 500 噸冰，耗資約 75 萬美金建成。 

每年冬季來臨時，魁北克冰酒店都以嶄新的設計和構造再次呈現在銀天白地之間。 其晶瑩剔透

的冰制雕塑和獨特的浪漫氣氛，吸引了數以萬計的遊客慕名前往參觀，然後進入加拿大最古老的

魁北克城，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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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膳於法式餐廳內享用特

色餐，更能讓您充份享受歐陸浪漫情懷。 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冰酒店開放日期：2023年1月4日至3月19日

WCEC05 酒店：Comfort/Quality Hotel 或同級 （含早） 

WCEC05-D 升級可步行到古城酒店：Palace Royal Hotel/ Hilton Quebec or similar 或同級（不含早
餐） 

WCEC05-V 升級古堡酒店：Fairmont Le Chateau Frontenac（不含早餐） 



第四天 魁北克- 多倫多 

早餐後在導遊帶領下感受另一冬季雪地自費專案~坐一程哈士奇狗狗拉的雪橇到大森林裡去獵

奇，在加拿大的冬季感受生命的悅動之歌吧！ 您將坐在雪橇上，由一群親近人類的愛斯基摩犬

拉著在雪地飛馳，清冽空氣會吹紅您的臉頰。 乘坐狗拉雪橇探索夢幻般的冬季仙境時，沒有什

麼比感受狗狗的魅力和人類與狗之間的緊密聯繫更美妙的事情了。 （狗拉雪橇為季節性行程，

會因應氣候等原因修改或取消。 所有狗拉雪橇中的工作動物都受到嚴格的政府動物保護條例監

管飼養）。 途中午餐后經過千島湖，自費乘坐直升飛機 （根據當天氣候條件是否允許） ，感受

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千島湖風情：從高空俯瞰千島湖的湖光山色。 冬季湖面如明鏡，上千島

嶼鑲嵌其中如散落的寶石，開闊壯美令您心曠神怡。 約黃昏時份返抵多倫多。 

酒店：Quality/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 或同級 （含早） 

可升級入住 Sheraton Parkway （含早） 

（升級差價/房/晚：CAD50/單雙人房; CAD70/3 人房; CAD90/4 人房） 

第五天 多倫多 - 尼亞加拉瀑布 – 多倫多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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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首先為你開啟「瀑布水簾洞」探險之旅（Journey Behind the Falls）。 站在撲朔迷離的水霧之

中觀賞從 13 層樓的高度飛瀉直下的馬蹄瀑布， 聽那轟隆轟隆的水聲，連地板都感覺在震動，真

真切切在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是如何無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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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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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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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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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出發日期 

1月 20，27 

2月-4月 每周五 

US$ 團費每位含稅含 4日早餐 （WCEC05-D/-V含 3日早餐） 

團號 

Tour Code 

單人房 

Single 

雙人房/人 

Double 

三人房/人 

Triple 

四人房/人房 

Quad 

WCEC05 939 599 499 419 

WCEC05-D 1209 709 549 459 

WCEC05-V 1469 849 639 489 

其它收費專案  CAD$每位含稅 
 成人 12+ 

  Adult 

長者 65+ 

Senior 

 小童 12- 

Child 

Hôtel de Glace 冰酒店 

（2023年 1月 4日至 3月 19號左右） 
$35.00 $35.00 $29 

 Dog Sledding 狗拉雪橇 $45~$75 

（根據不同場地，價錢會有相應變化） 

St Joseph Oratory 聖約瑟大教堂 $5.00 $5.00 $5.00 

Biodome 蒙特利爾自然生態館 $22.00 $20.00 $11.00 

Botanical Garden 蒙特利爾植物園 $22.00 $20.00 $11.00 

Canadian War Museum 国家军事博物馆 $21.00 $18.00 $14.00 

Canadian Civilization Museum 國家歷史博物館 $24.00 $21.00 $16.00 

1000 Islands Helicopter（20min）千島湖直升機 $190 

Skylon Tower 天虹塔 $19.00 $19.00 $11.00 

Journey Behind the Falls瀑布水簾洞 $26.50 $26.50 $17.50 

Bird Kingdom鳥類王國 $22.00 $22.00 $16.00 

餐费包括三顿午餐及两顿晚餐, 其中含枫糖午餐及

魁北克古城正式晚餐(汤,主菜,甜品,咖啡/茶) 
$150 $150 $120 

Niagara Fall Lunch瀑布中式午餐 $23.00 $23.00 $18.00 

司機導遊最低服務費每人/天，接機按半天計算 $16 

*以上所有門票&餐費標價以僅供參考（2022年 9月 30日更新） ，實際窗口價可能會有適當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景點門票或城市 City Pass， 均不適用旅行團。 否則團上需收取 CAD40/位附加費。

*預付門票只能打包購買（千島湖直升機除外） ，如果只付某專案請客人車上支付給導遊。

*10人或以上訂單必須預付全程門票以及導遊服務費。

*兒童餐費年齡標準是 10歲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