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國際扶輪年會【加拿大-多倫多市】 

 
 
 
 
 
 
 

 
ROTAR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 o r o n t o  C a n a d a 
 
          TRAVEL AGENCY: 
TRANS CONTINENTAL TRAVEL 
 



No.12D-加東(MUSKOKA)-06.16-1 

2018 國際扶輪年會【加拿大-多倫多市】—草案 

3481/3482 區推薦行程：美國加拿大東部城市旅遊暨年會活動１2 日 

**本行程僅供參考,待確認後加入餐食及住宿旅館訊息,並依參加人數/餐食/旅館等級估價 

 
出發日期： 2018.6.16 

日期 城 市 參 考 班 機 時      間 

6/16 台北／多倫多 長榮航空 BR-036 19:40～21:55 (14 小時 55分) 

6/26 多倫多／台北 長榮航空 BR-035 01:20～05:00+1(15 小時 40分) 

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標示說明：★表入內參觀      ◎表下車拍照或行車觀光 

天數/日期 行程路線暨活動內容 

第 1天(6/16) 台北多倫多 Toronto 

參考航班:BR-036 19:40～21:55 (14小時 55 分)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加拿大東岸第一

大城—多倫多。隨即前往下塌旅館，消除長途飛行的疲勞。 

早：機上                午：機上                   晚：機上 

旅館：MARRIOTT TORONTO AIRPORT 或 SHERATON TORONTO AIRPORT 或同等級旅館。 

第 2天 (6/17) 多倫多慕斯科卡 Muskoka 渡假勝地(行車約 203公里/2小時) 

今日專車前往號稱多倫多後院的★慕斯科卡。當地的阿岡昆原住民族，稱慕斯科卡為「紅色大

地」，因為夏季的日出和日落之際，沉浸在陽光下的花崗岩，反射出柔美的紅光，藍天、遠山、香

松、楓林、黃綠交織，溪水潺流、湖泊搭配光影閃閃發亮，是一個讓人想起杜牧的詩「山行」＂

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的寫照。這一片交織著香松、楓林、溪流與一千六百多個湖

泊的廣大區域，範圍包括喬治亞灣到阿岡昆省立公園之間，大約兩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土地，是加

拿大的「湖泊之鄉」。 

午間在格雷文赫斯特码头，搭乘皇家★『古老蒸氣船」遊湖，並享用午餐，體驗湖面浪漫

情調...，落葉經不住風的邀約，飛舞了起來，它飄落的聲音不大，但是它訴說著亙古

以來的美麗...岩石的湖岸邊傳來潛鳥清唱的回聲。 

隨後前往慕斯科卡有 100 年的歷史著名的 Deerhurst 渡假村（Deerhurst Resort） ，

享受渡假村的設備。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Ｏ    晚餐︰Ｏ                      

旅館︰DEERHURST RESORT 
 
 
 
 
 
 
 
 
 
 



第 3天 (6/18) 慕斯科卡 Muskoka渡假勝地 

上午我們可以選擇旅館精心安排的各項自選（自費）活動:騎馬、健行、腳踏車、高爾夫球… 

提起慕斯科卡，自然會想到它同時也有北美最理想的高爾夫球場之一。由於地勢崎嶇不平、風景

如畫，在慕斯科卡打高爾夫球的經歷同樣讓人難忘。為了提高高爾夫球藝，可以去超過 20座由著

名高爾夫球場設計師設計的公共或私人的球場打球。慕斯科卡的高爾夫球場上種有美麗的松樹，

設有許多水域障礙，卻不缺乏舖設完好的平坦球道和球坑。想想曾在海拔 1,000英尺高的慕斯科

卡打過高爾夫球，這或許是段引以為豪的經歷。譬如岩石高爾夫球場球場（The Rock），由六屆大

贏家 Nick Faldo設計，加拿大境內僅此一例。知名設計師 Robert Cupp 與 Thomas McBroom設計

了 Deerhurst 高地球場（Deerhurst Highlands）。慕斯科卡灣高爾夫球場（Muskoka Bay Golf 

Course），曾被評選為加拿大最佳球場。 

午後可於旅館享受水療中心的設備或享用英式下午茶。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Ｏ    晚餐︰Ｏ           

旅館︰DEERHURST RESORT 

第 4天 (6/19) 慕斯科卡 Muskoka(行車約 40公里/30分)阿岡昆省立公園(行車約 243

公里/2 小時 50分鐘)渥太華  

今日安排具有百年歷史的★阿岡昆省立公園 (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這座公園佔地約

7,630 平方公里，有 2,400 多個天然湖泊，此處是獨木舟玩家的天堂；另外具備 1,200座露營地是

為露營者必訪之處。這裡處處是觀賞不完的野生動物，包括麋鹿、河狸、黑熊等等。這裡的十九

條健行路線，被所有喜愛戶外旅行者視為吹天然冷氣！大口吸芬多精、賞生態的最佳場所。 

＊阿岡昆省立公園景區內自選（自費）活動：健行、划獨木舟、騎腳踏車…。 

爾後前往加拿大的首都『渥太華」。這個擁有數千英畝的城市，雖不算大但卻井然有序，但處處可

見綠樹濃蔭及高樓大廈。抵達後參觀歷屆總督的官邸★『麗都廳 Rideau Hall」安排入內參觀，加

拿大總督是殖民地時代英女皇的代表。時至今日，總督仍然是加拿大的最高元首。總督府是總督

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宮殿式設計的官邸，保留著英國殖民地的色彩，盡顯元首的氣派。 加拿大總

督府坐落在渥太華東北部蘇塞斯街，名為麗都廳，建於 1838年，是歷屆總督的官邸。總督府雖然

與議會山莊分踞兩地，卻是議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52 年，加拿大人溫森特•馬西被任命為

加拿大的總督，從此麗都廳開始了一個新的起點，就是加拿大總督在加拿大本土產生，而以前的

總督則是英國女王從英國派遣。麗都廳是一幢三層灰色建築，看上去雖然很普通，但不乏莊重和

威嚴。當麗都廳的門前只懸掛加拿大國旗時，表示總督今天不在此辦公，如若同時懸掛總督旗和

加拿大國旗，則表示總督今天在此辦公。 總督府雖然並不算豪華，但它那植滿樹木的廣闊庭園，

讓人感覺仿佛身在一個植物茂密，景色宜人的美麗公園中。隨著林蔭夾道的小徑向前走去，你會

發現每一株樹下都有一個標籤，寫上了日期及姓名稱謂，原來，只要是拜訪過總督府的外國貴賓，

都會在此種下一棵小樹，以作為紀念。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Ｏ    晚餐︰Ｏ    

旅館︰LORD ELGIN或 WESTIN OTTAWA 或同級 

 
 
 
 
 
 
 
 



第 5天 (6/20)  渥太華 (行車約 153公里/1 小時 50分鐘)川普朗 MT. Tremblant 

一早前往參觀蘶聳立莊嚴的★國會大廈 Parliament Hill，由上、下院會議廳、和平鐘及圖書館所

組合而成，在廣場前可看到『和平紀念碑」。之後來到一旁由拜上校所負責興建的◎麗都運河 Rideau 

Canal，是有史以來英國在加拿大耗資最多的一項建設，不僅成為了渥太華和安大略湖間重要的經

濟動脈，更是北美最古老的運河。而麗都運河同時也將該區切割成兩個部份，東側的居民生活水

準較差，但早從 1840年起就是下城生活的集散地點，若想要感受當地人的風格步調，當然不可錯

過！藏身於市區裡的懷舊私房景點～◎拜渥市場，無論是咖啡街座還是新舊購物區，都別有一番

體驗。 

午餐後將前往魁北克最著名的渡假區★「洛朗區」（Laurentians），這裡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山脈，

冬季是極富盛名的滑雪勝地，秋天則可見到整座山巒染遍楓紅之美。當地有許多設施完善的度假

村，位於湖畔的★川普朗渡假村（Village of Mont Tremblant）就像是個小村鎮，小木屋、精品

店，有同童話場景般的飯店錯落在山林之間，午餐選擇山頂餐廳享用，俯瞰眼前一片視野遼闊的

山谷、湖面波光粼粼，襯著美麗的秋楓，心中有一股無法言喻的感動感。餐後搭乘纜車由山頂而

下至湖邊散步前往賭場小試手氣，您可以漫步小鎮上，也可以找一家小酒吧點上本地產啤酒，好

好享受山居樂趣。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Ｏ    晚餐︰Ｏ 

旅館︰PLACE ST. BERNARDN 或 HOMEWOOD SUITES TREMBLANT或同級 

第 6天 (6/21) 川普朗 MT. Tremblant 魁北克市 Quebec (行車約 368公里/3小時 40) 

今日前往北美最古老的城市－魁北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級的古蹟保存地，法國風味

湛厚，其市內的鵝卵石街道、法式建築、石造教堂等。均散發著一股湛厚的中世紀歐洲風格，也

因此魅惑了無數觀光客的心。抵達後安排一趟魁北克古城巡禮：肅穆莊嚴的◎ 「聖母大教堂」、

魁北克市地標◎ 「芳堤娜克城堡飯店」、舊城區的中心廣場◎ 「兵器廣場」，續往◎ 「要塞公園」

眺望佛羅倫斯河美景，接續造訪◎ 「小香普蘭街」，古趣盎然的古老街景，彷若回到二百年前的

繁華，是最受觀光客喜愛的一條街，無論是精美的櫥窗、別緻的招牌、美麗的窗台，都足以讓人

駐足半天，驚豔不已。由於曾經被法國統治，加拿大魁北克充滿法式風情。到魁北克省旅遊不僅

可以享受傳統英語環境的方便，更有一份法國風味的熱情與款待。魁北克除了以歐洲風情聞名，

更是加拿大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徵─楓葉（林）的主產地，全球楓糖漿有 75%來自於這美麗的楓葉省。

楓糖顧名思義來自於楓樹，秋後楓葉掉落，經過一個冬天，在樹幹上鑿洞收集而來的楓樹汁液經

過加熱，蒸發掉大部分水分後，留下來的就是濃縮的楓糖漿。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中西式自助餐     晚餐：古城區法式料理  

旅館：MANOIR VICTORIA 或同級 

第 7天 （6/22） 魁北克 

一早來到被譽為楓紅大峽谷之稱的★「聖安妮峽谷」，峽谷內三座高低不同的吊橋，可欣賞美麗的

峽谷與瀑布景色。走在高達 55米的吊橋上，兩邊是陡峭的崖壁，腳下是湍急、奔騰的瀑布，吊橋

在半空中搖晃，那蕩悠悠的感覺使得自己的心也七上八下地晃悠，在這種驚險的地方欣賞瀑布美

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聖安妮峽谷是由於香普藍海退卻後形成了峽谷地形，又因冰河融化成

大大小小的瀑布、激流穿插於峽谷之間，蔥蔥茂樹點綴其間，與瀑布相互輝映，宛如一個精心修

飾、娥娜多姿的自然盆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每年來這裡遊玩的人絡繹不絕。為方便遊客從不

同角度觀賞瀑布、美景，這裡設立了一連串的觀賞平台。而其中最大的瀑布，就是「聖安妮瀑布

The Sainte-Anne Falls」，她高達 75公尺，比尼加拉瀑布 60公尺，高出 15公尺。瀑布水量因為

季節變化而有極大落差，在每年 4-5月每秒水量可達 10萬公升，到了 8月～9月只有 1萬公升左

右。瀑布源頭的北聖安妮河，則是孕育許多魚類生長的地方，熱愛釣魚的玩家可以在此釣到彩虹

鱒、斑點鱒、紅點鮭，有時甚至可以看到當地的釣客釣到鰻魚。之後前往遊覽美麗的◎ 「蒙特倫

西瀑布公園」，整座公園擁有規劃相當完善的休閒設施，並參觀落差大於尼加拉瀑布 1.5 倍的★ 

「蒙特倫西瀑布」，此瀑布高約 83公尺，雖然不如尼加拉瀑布出名，但聲勢浩大非常壯觀。午後

安排騎馬活動,漫步林間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Ｏ    晚餐︰Ｏ              旅館：MANOIR VICTORIA或同級 



第 8天(6/23) 魁北克多倫多 

參考航班:AC-8921 14:15/16:03 (機票參考價 NT$5,719-NT$7,887) 

享受優閒的早餐時光 

11:00前往機場理登機手續 

12:30於機場享用午餐 

14:15 飛往多倫多 

16:03 抵達多倫多 

17:40 抵達住宿旅館 

*查日尚可選擇 AC-8911 11:05/12:53班機飛往多倫多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Ｏ    晚餐︰Ｏ                 旅館：CHELSEA HOTEL或同級 

第 9天(6/24) 多倫多 

國際扶輪 2018年年會開幕式暨會議活動。 

半日備用行程：參觀安大略省的造型奇特的『新市政廳」及霸氣的『省議會廳」，而『多倫多大學

城」和『皇后公園」就在其周遭。緊接著安排登上世界第二高的『CN塔」，塔高 553公尺（台北

101 大樓高度 508公尺），在此俯瞰多倫多市區景觀，感受於 400多公尺高空的刺激，搭乘高速的

玻璃電梯升上塔頂約需 58秒；在塔頂的地方是 Space Deck展望台，內有 360度的旋轉餐廳、飯

店，還有一個專為遊客觀景而設置的塔樓，稱之為「太空甲板」，即是地板為玻璃材質，走在玻璃

地板上，望著腳下的景物，很少有人不會手腳發軟的吧。 

早餐︰飯店內西式   午餐︰C.N.TOWER 西式套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CHELSEA HOTEL同級 

第 10天(6/25) 多倫多(行車約 130公里/1小時 30分鐘)尼加拉瀑布(行車約 130公里/1

小時 30 分鐘)多倫多  

今日前往每年都吸引上百萬觀光客造訪，也是世界票選，人類一生中不可不參觀的五十個風景區

之一的尼加拉瀑布，此名稱源自印第安語，意為「雷神之水」，是一座位於北美洲五大湖區尼加拉

河上的瀑布，平均流量 2,407立方公尺／秒，與南美洲的伊瓜蘇瀑布，及東非的維多利亞瀑布並

稱為世界三大跨國瀑布。安排搭乘『皇家司令。★霍恩布洛爾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S」瀑

布遊船，載著您航行於瀑布之下，感受那有如千軍萬馬奔騰般磅礡的水勢，令您享受前所未有的

獨特感受。午餐過後前往欣賞位於尼加拉公園大道上，有一個由二萬五千朵花栽種而成的『大花

鐘」，直徑十二．二公尺，為世界上最大的花鐘。而我們特別另外安排前往湖濱小鎮，此地是加拿

大兩大冰酒 Ice Wine產地之一，所生產的冰酒品質居加拿大之冠，在此將帶您前往『Ice Wine

冰酒酒莊」，以了解冰酒的奧秘。晚餐後稍事休息，準備前往機場搭機飛返台北。 

早餐︰西式     午餐︰Ｏ    晚餐︰Ｏ 

第 11天(6/26) 多倫多台北 

參考航班:BR-035 01:20～05:00+1(15小時 40分) 

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采的電影，更可以

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第 12天(6/27) 台北 05:00抵達 

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一年的

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再忙也要去旅行喔！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備註：以上行程上所載之景點係依旅遊國家之觀光背景論述，僅供出發前旅客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

館，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如因旅逰期間遇天災，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導至無法按原計劃執行，

將由旅行社就可行之範圍內提供其他景點替代之。 



                               

 

 

美國加拿大東部城市旅遊暨年會活動１2 日 

報 價 參 考 
 

機票:1.長榮航空團體經濟艙票價：每人新台幣 36,500.-（含稅金） 

  *團體均【不能延回】，若需延回【請開個人機票】。 

     2.長榮航空豪經艙(P)票價:每人台幣 66,500.-(含稅金) 
  *報價有效期間 2017/10/31止,本票不限張數,可計入團體經濟艙基本人數要求名額內。 

     3.長榮航空特惠商務艙(D)票價:每人台幣 165,600.-(含稅金) 

  *特惠艙等有限，以訂位確認為主。 

 

團費: 1.現金價:每人新台幣 95,000.-(20 人以上成團/二人一室) 
   2．現金價:每人新台幣 92,000.-(25人以上成團/二人一室) 
 
團費包含:           
1.6/23魁北克-多倫多，團體經濟艙機票 

＊內陸機票屆時有折扣則按實際支出，退回溢收價格。 
2.行程所列之交通、餐食、住宿（兩人一室）、景點門票等費用。 

＊餐標：午餐 30加幣/晚餐 40加幣 
3.新台幣 500萬旅遊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 
備註:如 6/24日不用車每人可退 NT$2000。 

 
以下費用皆不包含 
1. 以上表列飯店如遇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 
2. 不含扶輪社會議註冊費用。 
3. 個人證件費用，護照新辦 NT$1500元/加拿大 eTA認證費用 NT$300。 
4. 司機、領隊導遊服務費每日每人 US$10元。 
5. 行李、床頭小費。 
6. 桃園機場來回接送。 

貼心提醒： 

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

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

程說明資料為準。 

東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精緻旅遊)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5巷 23號 3樓之 3  
電話:02-25651515 傳真:02-25651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