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年會幸福團 
6/19-6/30, 2018 (共12天) 
 領隊：林口幸福社 CP.Roger 

 Line ID: rogertung88 

 手機：0955-980-647 

 瀚斯遊學主辦 / 元富旅行社 協辦 



1.深度旅遊尼加拉瓜大瀑布、多倫多、蒙特婁、
渥太華、魁北克等城市，在當地堅持不換飯
店，讓您充分享受類似自由行的旅行樂趣 

2.安排參加多倫多世界年會開幕式(中文翻譯)、
總監之夜慶功宴、及安排到蒙特婁扶輪社補
出席，有助您對加拿大扶輪社例會運作的了
解 

3.旅途中將安排當地導遊講解加拿大歷史及文
化，讓您感受到類似遊學的充實感，幫助您
一次了解加拿大！ 

幸福團行程三大特色 



2018多倫多世界年會幸福團 參考行程 

天數 日期 行程 

第一天 6月19日(二) 下午1:00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加拿大航
空AC018班機，經溫哥華轉機(AC118)，預計
晚上21:05抵達多倫多；入住多倫多飯店 

第二天 6月20日(三) 多倫多市區觀光：加拿大國家電視塔、皇家
安大略博物館、卡薩羅瑪古堡 

第三天 6月21日(四) 尼加拉瓜瀑布一日遊 

第四天 6月22日(五) 多倫多市區觀光：加拿大里普利水族馆、多
倫多動物園 、逛多倫多Outlet 

第五天 6月23日(六) 參觀多倫多大學、貝塔鞋類博物館、多倫多
老城區踩街、安大略湖郵輪晚餐趴 

第六天 6月24日(日) 扶輪年會會場、總監之夜 

PS. 6個晚上住多倫多+4個晚上住蒙特婁。當地堅持不換飯店 



2018多倫多世界年會幸福團 參考行程 

天數 日期 行程 

第七天 6月25日(一) 早上搭加拿大航空AC406班機直飛蒙特婁；
下午安排蒙特婁市區觀光半日遊(逛舊蒙特
婁城、聖保羅大街、逛蒙特婁Outlet)；晚
餐後入住蒙特婁飯店 

第八天 6月26日(二) 渥太華一日遊：加拿大戰爭博物館、加拿大
國家美術館、國會山莊 

第九天 6月27日(三) 魁北克一日遊：魁北克城堡、達弗林平台、
蒙特倫西瀑布公園、加拿大文明博物館 

第十天 6月28日(四) 蒙特婁一日遊：聖母聖殿、奧林匹克公園 
、蒙特婁植物園、蒙特婁扶輪社補出席 

第十一天 6月29日(五) 蒙特婁搭機(AC301)，經多倫多轉機(AC17)
回台灣 

第十二天 6月30日(六) 預計下午14:15抵達抵達台灣，入住六星級
溫暖的家 



航班資訊 

日期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 
時間 

抵達 
時間 

飛行 
時間 

班機 

6/19 
台北 
TPE 

溫哥華 
YVR 

1555 1125 10h30m 
加拿大航空 

AC18 

6/19 
溫哥華 
YVR 

多倫多
YYZ 

1345 2105 4h20m 
加拿大航空 

AC118 

6/25 
多倫多

YYZ 
蒙特婁 
YUL 

1000 1112 1h12m 
加拿大航空 

AC406 

6/29 
蒙特婁 
YUL 

溫哥華 
YVR 

0735 0953 5h20m 
加拿大航空 

AC301 

6/29 
溫哥華 
YVR 

台北 
TPE 

1110 
1415 
(+1) 

12h05m 
加拿大航空 

AC17 



每人團費： 
•經濟艙：台幣112,000元 
•豪華經濟艙：台幣135,000元 
•商務艙：台幣205,000元 

 
報名及繳費： 

•報名費：台幣2萬元 
•即日起，繳交報名費及回傳護照照片即完成報
名 
•本團擬招收40位團員，額滿即停止接受報名 
•2018年3月底可開始刷卡付機票費，並繳交團
費尾款(僅接受銀行匯款) 



費用包含： 
來回機票、機場稅、飯店住宿含
早餐、旅途所有行程交通及門票、
保險、WIFI分享器租用、當地司
機導遊小費。 

費用不含： 
世界年會報名費、總監之夜餐費、
簽證、飯店小費、個人花費、每
日午晚餐。 



費用不含午晚餐 五大好處 

1.用餐時間無限制~可結合觀光景點處用餐 
2.餐點葷素自由選~各種飲食限制自動化解 
3.在地美食任君挑~導遊推薦必去的在地私房
餐廳 

4.公費支出無負擔~符合扶輪四大考驗之公平
原則 

5.行程安排有彈性~比較方便因應團員需求增
加景點，以提升旅遊品質，比較有自由行
的fu啦！ 



多倫多周邊 
景點介紹 
6/19-6/24 



多倫多喜來登酒店 (Sheraton Hotel) 

<目前僅供參考用> 



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 

 尼加拉瀑布是由三座位
於北美洲五大湖區尼加
拉河上瀑布的總稱，平
均流量2,407立方公尺/秒，
與伊瓜蘇瀑布、維多利
亞瀑布並稱為世界三大
跨國瀑布。尼加拉瀑布
以美麗的景色，巨大的
水利發電能力和極具挑
戰性的環境保護工程而
聞名於世，是非常受遊
客歡迎的旅遊景點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Royal Ontario Muesum) 

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中心，是北美
洲第5大博物館和加拿大最大的世界文化和
自然歷史博物館，每年吸引近100萬參觀者。 



卡薩羅瑪古堡 (Casa Loma) 

 城堡於1914年建成，有98個房間，當時
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宅邸。它是由加拿
大著名的建築師愛德華·蘭諾斯設計，佩
雷特爵士出錢建造的。可惜的是佩雷特
爵士一家只在裡面住了11年，就被迫把
它賣掉了。1937年，同濟會俱樂部把它
租下並發展成為一個旅遊勝地。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N Tower) 

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
多的電波塔。英文原名裡
的「CN」最初是則是
「Canada‘s National」
的縮寫。塔高553.33米，
現為世界上第五高的自立
式建築物。該塔被認為是
多倫多的地標。自從在
1976年落成後，該塔一直
被金氏世界紀錄大全紀錄
為最高的建築物，直至被
哈里發塔超越為止。 



加拿大里普利水族馆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 

 走進位於多倫多市中
心核心地帶的另一個
世界。探索世界水域，
這裡擁有16,000動物、
100個交互式顯示屏和
三個觸摸展覽：鯊魚、
黃貂魚和馬蹄蟹。遊
覽北美最長的海底觀
賞隧道，以驚奇的眼
光欣賞各種各樣的水
母，沉浸在現場潛水
秀表演中！ 



多倫多動物園 Toronto Zoo 

 在Canada首屈一指的動

物園參觀的時候，來見
見Canada唯一的大熊貓

幼仔「加盼盼」與「加
悅悅」。擁有超過5,000

動物和710畝的地域可

供探索，您可以通過一
次旅行來周遊世界。另
外，了解動物園是如何
拯救和保護海內外瀕危
物種。 



貝塔鞋類博物館Bata Shoe Museum 

 如果你想找一些與眾不同
的東西，鞋子博物館是一
個迷人的地方。展品附有
詳細的鞋子歷史和文化方
面的說明，從古代不同文
化的人穿鞋子的歷史，到
20世紀美國名人的鞋子，
整個下午在這裏看展覽，
感覺很有趣。學到了很多，
了解了人們喜歡特定鞋子
的原因。針織品很吸人眼
球，設計和鞋子顏色都很
不錯。 



多倫多年會(6月24日,星期日) 

 友誼之家 | 09:00-18:00 | 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 

 上午場開幕式| 10:30-12:30 | Air Canada Centre 

 下午場開幕式| 15:30-17:30 | Air Canada Centre 

 



蒙特婁周邊 
景點介紹 
6/25-6/29 



蒙特婁喜來登酒店 (Sheraton Hotel) 

 <目前僅供參考用> 



 
加拿大戰爭博物館  
(Canadian War Museum) 

館內有一萬三千件藏品，涵蓋了從加拿大原始居民
的弓箭長矛到當今的尖端武器，最精彩的是從第一、
二次世界大戰至今各國軍隊所使用的各種戰機、坦
克、車輛、槍械、子彈、軍服、急救醫療用具及後
勤物資。建築風格獨具特色，整體建築向東部漸漸
走高而成艦頭之狀，酷似一艘威武東行的戰艦。 



 

加拿大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位於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一座美術館，以其極具特
徵的玻璃幕牆外裝而聞名。設立於1880年，由加拿
大總督約翰·坎貝爾，第九代阿蓋爾公爵創建。
1882年，加拿大國立美術館搬遷，和最高法院搬入
同一座建築物。1911年，搬遷至現在的加拿大自然
博物館處。1988年搬入現址。加拿大國立美術館收
藏有眾多繪畫、素描、雕刻、攝影作品，特別是安
迪·沃荷等現代美術家的作品尤為豐富。 



 

國會山莊  
(Parliament Hill and Buildings) 

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華市中心，坐落渥太華河南岸的
官地，為加拿大國會建築群所在。國會建築呈哥德復興風
格，加上其政治核心地位，每年吸引約300萬人次的訪客
到此遊覽。 



 
聖母聖殿 (Notre-Dame Basilica) 

聖母聖殿為哥特復興式建築，
內部宏偉，色彩絢麗，天花
板為深藍色，裝飾金色的星
星，其餘地方藍色，紅色，
紫色，銀色和金色。內部有
數百木雕。不尋常的是，花
窗玻璃沒有描繪聖經的場景，
而是描繪滿地可宗教歷史的
場景。還有一台Casavant 
Frères管風琴。 



奧林匹克公園(Olympic Park) 

位於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婁的
奧林匹克體育場（法語：
Stade olympique，英語：
Olympic Stadium）是
197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
會的主場地，可容納5萬
6040人。也曾經是職棒大
聯盟球隊蒙特婁博覽會隊
（Montreal Expos，2004
年後遷往美國華盛頓）的主
場。擁有一座高175公尺的
高塔，為世界上最高的傾斜
建築物 



 

蒙特婁植物園  
(Montreal Botanical Gardens) 

蒙特利爾植物園是1931年由加拿大植物學家馬里·維克
羅林（Marie Victorin）發起興建的，由植物學家和園
藝家Henry Teuscher設計完成。蒙特利爾植物園佔地
730000平方米，以法國庭園風格為主，共分10個溫室
和30個各有主題的室外園區，內有植物和變種植物
22000多種，標本90多萬份，是北美最大的植物園。 



蒙特婁扶輪社補出席 

 7040 地區Montreal-
Westward扶輪社補出席 

 創立於1940年 

 例會地點：Montreal W. 
Town Hall, 50 Westminster 
S., Montreal-Ouest, QC 
H4X 1Y7, Canada 

 例會時間：星期四中午
12:30 PM  

 官方語言：英文 

 輔導蒙特婁大都會扶青
團  

 

 



 

蒙特倫西瀑布公園  
(Montmorency Falls Park) 



達弗林平台 (Terrasse Dufferin) 

是一個長長的木製平台，位於魁北
克歷史城區上方的鑽石岬角於1838
年修建在聖路易城堡（château 
Saint-Louis）的廢墟上。1854年加
以擴建。當它在1878年至1879年再
次擴建時，更名為達費林平台。 
 



魁北克城堡 
(La Citadelle de Quebec) 

是一處軍事設施和官邸，位於加拿大魁北
克市的鑽石岬角上，毗鄰亞伯拉罕平原。
它是北美洲唯一保留了城牆的城市魁北克
市防禦工事的一部分。 



加拿大文明博物館 
(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 

其展現了加拿大20000年的人類歷史的永久性畫廊，以及
它的建築和河濱。博物館還有一個不斷變化的特殊展覽，
內容為加拿大的主題擴展，並探索其他過去和現在的文化
和文明。文明博物館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機構。 
博物館歷史可以追溯到到1856年，是北美最古老的文化機
構之一。它也是加拿大兒童博物館、加拿大郵政博物館的
所在地。並有一個3DIMAX影院。 



舊蒙特婁城 (Old Montreal) 

羅倫斯河與聖傑克街為界的一個區域，位於聖勞
倫斯河畔，很多著名景區匯聚與此，300年前這裡
曾是繁忙的港口，如今以旅遊業為主。  
遊蕩在舊城區繁忙的港灣口，裝扮華麗，披著鮮
花的觀光馬車，不時駛過精妙絕倫的法國景觀和
古老城堡間，清脆的馬蹄聲灑著一路鈴聲，踏出
了滿街的喜色和春意，彷彿要喚回歐洲人閒情逸
致，詩一樣的古老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