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们的梦想与快乐！加拿大夏令营合辑！ 

            您可任选 A 系列（夏令营部分）及 B 系列（旅游部分）组合 

 

多伦多公校，私校插班营（A1）：在加拿大省教育局下属的正规公立学校或者西人私

校，体验真正的北美学习氛围，汲取西方教育的精髓，课程期间入住寄宿家庭，体验中西方家庭文化的

差异与融合 

 

营地特色： 

按年龄及英语程度，按比例分配到当地孩子的各个班中，保证每个孩子都在一个纯英语的环境中上课娱

乐 

在加拿大省教育局下属的正规公立学校或者西人私校，体验真正的北美学习氛围，汲取西方教育的精髓 

课程期间入住寄宿家庭，体验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获得留学经验，体验北美公校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为将来学习发展作出选择时提供真实的参考 

 

寄宿家庭： 

寄宿接待家庭来自学校附近区域，有独立的房子和庭院等活动空间，每个家庭接待 2-4 个营地学生，让

学生体验最纯正的北美家庭文化。 

 

  多伦多公立学校插班夏令营 多伦多私立学校插班生 

年龄要求：  12-17 岁 8 -17 岁 

开班日期： 
July 06 – July 31 2020 

Monday to Saturday, 9am – 4pm 
全年开放 

天数要求：  最少 2 个星期，可以选 2，3，4 个星期 无 

报名截止日： May 08, 2020 无 

一日游： 包括：CN 塔, 皇家博物馆，多大校园，瀑布 

 

 



 

         

              价格： 

星期数 有寄宿家庭 无寄宿家庭 

2 个星期 $3,600 $2,400 

3 个星期 $4,600 $2,800 

4 个星期 $5,600 $3,700 

 

  费用包含 

1. 注册费 

2. 英语课程费用及学习资料 

3. 入学考试分班，毕业证书 

4. 交通费（机场，寄宿家庭及学校） 

5. 医疗保险 

6. 一日游费用  

费用不含 

1. 国际段往返机票。 

2. 不包括护照及签证费用。 

3. 行程中所列景点以外各种门票。 

4. 因交通*罢工*航班*天气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详情请邮件 Aright000@gmail.com 

Address： 18 Crown Steel Dr. Suite 207, Markham, ON, L3R 9X8 



 

               

             孩子们的梦想与快乐！加拿大夏令营合辑！ 
            您可任选 A 系列（夏令营部分）及 B 系列（旅游部分）组合 

 

ESL 英语体验营（A2）：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一起提高英语的阅读、书写、听讲及交谈能力，同时体验到一系列文化和休

闲活动。最少要求 1 周，年龄为 10-17 岁，营地可以选择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也可同时提供家

长英语提高营. 

 

营地特色： 

全面多元的英语课程选择，帮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各项技能，弹性的课程结构，学习时间长短灵

活配置，分设十个不同级别，确保适合各种英语水平的学生，既能迎面挑战，同时语言能力又能稳步提

高 

 

寄宿家庭： 

寄宿接待家庭来自学校附近区域的加拿大家庭，学生可以在自然语境中学习生活英语，这样能帮助学生

快速适应新的生活，更好的了解加拿大生活。寄宿家庭服务包含学生拥有自己的私人房间，公用的浴室

及一日三餐 

 

 

课程活动安排及价格 

课程种类 半密集上课（仅上午） 
密集上课 

（全天） 

学时 9:00 点-12:00 点 9:00 点-3:00 点 

学费/每星期 $455 $520 

寄宿家庭/一周 $680 $680 

 

 



 

  费用包含 

1. 注册费 

2. 英语课程费用及学习资料 

3. 入学考试分班，毕业证书 

4. 交通费（机场接送及公交卡） 

5. 医疗保险 

费用不含 

1. 国际段往返机票。 

2. 不包括护照及签证费用。 

3. 行程中所列景点以外各种门票。 

4. 因交通*罢工*航班*天气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参团要求：  

− 住宿安排需提前在出团前35 天内确认。  

− 不可退押金：每人$ 400，必须不晚于出发前60天确认。  

− 申请必须在开始日期前60天递交。  

− 全额款应在计划开始日期的20天之前支付。  

 

 

 

 

 

 
 

详情请邮件 Aright000@gmail.com 

Address： 18 Crown Steel Dr. Suite 207, Markham, ON, L3R 9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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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东顶尖名校及留学考察之旅（A3）： 
世界顶尖名校交流体验之旅（加东版）将带你拜访体验 6 所世界顶尖名校：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皇后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麦吉尔大学，零距离接触世界名校，助你见识世界名校   

扩展人生格局。 

 

独家安排-名校留学说明会： 

资深留学专业人士介绍以上 6 所世界顶尖名校的*申请程序*入学条件*专业选择及毕业前景规划 

大学在校生的亲身体验及环校游： 

安排各个大学在校生的带领+讲解：看校区，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亲身亲历大学氛围 

大学公寓住宿： 

切身体验大学学生生活，在大学校园餐厅享用每日早餐，体验最厚重的大学气息 

 

日期 线路 行    程 用餐 

 

第 1 天 

 

 

多伦多   

接机 

【多伦多】接机，之后根据接机时间，适当安排之后的活动，晚上入

住多伦多大学学生宿舍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arborough 

 

午晚 

 

第 2 天 

 

 

多伦多/滑

铁卢/伦敦 

多伦多大学-【CN塔】-滑铁卢大学-西安大略大学 

【多伦多大学】作为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加拿大建校最早的大学，

是无数中国留学生最向往的留学梦校。圣乔治校区，位于多伦多市市中

心，校园环绕安大略省政府与皇后公园。一踏进校园，你立即就会被古

老而生机勃勃的大学气氛所吞没。整个校园气氛和谐、雅静、使人心旷

神怡。古老的维多利亚建筑和现代化的钢筋混疑土大楼鳞次栉比，交相

掩映。校园内雕塑棋布，林荫夹道，花坛遍地，绿茵如毯。校园中心很

少有车辆的辚辚嘈杂和市尘的喧嚷闹嚣，使人忘记了自己是置身于世界

上最活跃的大都市之一。 

 

早午晚 



 
【CN塔】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纪录为最高的国家电视塔，是多伦

多的标志。 

【滑铁卢大学】创建于 1957 年，位于安大略省西南部滑铁卢，以学习

与实习并重的合作教育(CO-OP)而闻名。2011年到 2013年，该校一直

稳居麦克林杂志评选的加拿大综合性大学排名的第 3位，是北美地区最

优大学之一，其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科教学水平居世界前列 

【西安大略大学】是加拿大顶尖医学博士类公立大学之一，有超过

130多年的学术积累及深厚的人力资源背景，其 Ivy 商学院非常有名，

和哈佛大学并为北美案例法教育的两大发源地之一。舒立克医学院享有

极高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在小型化低耗性外科手术领域上承前启后，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晚餐后入住西安大略大学学生宿舍 

University of west Ontario residences 

 

第 3 天 

 

 

伦敦/哈密

尔顿/瀑布 

麦克马斯特大学-尼亚加拉湖滨小镇-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船  

上午前往哈密尔顿，参观麦克马斯特大学。之后前往尼亚加拉瀑布 

【麦克马斯特大学】世界著名学府，加拿大顶尖大学之一，大学成立于

1887年，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优美的旅游城市汉密尔顿，以其独特的

创新性和求实理念而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之一。学校诞生了 4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和各种先进的设施，是北美

仅有的少数拥有自己核反应堆的大学之一，医学院保留了部分爱因斯坦

的大脑样本，拥有在加拿大唯一能与麦吉尔大学相媲美的医学院，以及

一流的理学院， 其工学院更是在加拿大名列前茅，名列加拿大六大名

校之一。 

【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被誉为加拿大最美小镇，世界七大童话小镇之

一。走在小镇的街道上你能深深的感受到其浓郁的英格兰风情。小镇的

房屋保持着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古朴中孕育着典雅。 

【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

中意为“雷神之水”，站在瀑布河畔欣赏加拿大及美国境内的瀑布景

观，水花四溅，汹涌澎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你也可以乘坐“号角者” 

【游船】，全新体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玩乐项目。穿上薄薄的红色雨

衣，乘坐可承载 700位乘客双层游轮，经过美国瀑布，新娘面纱瀑布，

驶入马蹄形瀑布的心脏地带，在游轮的 360度无阻碍无水观赏区与瀑布

亲密接触，感受瀑布充沛的水量、振聋发聩的轰鸣声，这种惊险与刺激

会令你毕生难忘  细细欣赏大瀑布之美，把这美好时刻定格 

 

 

 

 

 

早午晚 



 
Best western St. Catharine 

 

第 4 天 

 

 

瀑布/京士

顿 

京士顿-皇家军事学院-皇后大学 

【金斯顿】金斯顿因为拥有很多采用当地灰岩石修建的 19世纪的老房

子，又被称为“石灰岩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参观市政府大

会堂，十八世纪英式灯塔，最古老的东西横贯火车头，加拿大唯一皇家

军事学院，加国名列前茅的皇后大学，加拿大第一总理故居等 

【皇家军事学院】加拿大军队最高军事学府，该学院创建于 1947年。

是加拿大一所军队陆军军官学校，学校的毕业生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训练

后，成为加拿大的军官。从 1885年的的北方西方叛乱开始，历经南非

战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海湾战争，一直到最近中东的维

和部队行动，皇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加拿大武装力量中，表现出类拔

萃。即使是退役军官，也在各行各业表现出色。 

 【皇后大学】又名女王大学，坐落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是一所

世界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于 1841年 10月 16日根据维多利亚女王颁

布的皇家宪章成立，该校拥有近两百年的学术积累及深厚的校友人脉网

络，在北美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加拿大的贵族学校 

Queen’s university residences 

 

 

 

 

 

早午晚 

 

第 5 天 

 

 

京士顿/千

岛湖/渥太

华/蒙特利

尔 

【千岛群岛国家公园】整个公园内的河道与岛屿完全系天然形成。特

别安排【搭船巡游】，欣赏千岛美丽风光园内圣劳伦斯河面上星罗棋布

地散布着 1800多个。这些岛屿如繁星般散落在翠绿、浩瀚的圣劳伦斯

河上，绿岛与碧水辉映，画面宛若仙境。因优良的自然环境、气候和丰

富物种，2002年联合国将千岛群岛国家公园指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 

【渥太华】渥太华是加拿大首都，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国家机构、

山林、公园、水道以及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构成了渥太华独特的景观。

这里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加拿大的必到之地，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

“大山”的故乡。 

【渥太华国会大厦】由三栋哥特式的建筑组成，是目前加拿大政府及

参议院的所在地。大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约 87公尺的【和平

塔】、【国会广场】及百年【不熄之火】。 

【渥太华河】（车览）渥太华河是加拿大的主要河流之一，用于界定

安大略和魁北克省。 

【渥太华总督府】这里是嘉奖加拿大优秀公民和接待世界各国领导人

的荣誉之处。渥太华在赏枫季节最不能错过的赏枫重点便是总督府。 

 

 

 

 

 

 

 

 

早午晚 



 
游毕，前往蒙特利尔，入住麦吉尔大学学生宿舍 

McGill University Residences 

 

第 6 天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又称满地可，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经济中心

和主要港口，也是该省面积最大的城市，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加拿大

第二大城市、魁北克省最大城市，拥有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北

美的“浪漫之都” 

蒙特利尔旧城-麦吉尔大学-皇家山-诺丹圣母大教堂-圣约瑟夫大教

堂-蒙特利尔奥林匹克公园- 

【麦吉尔大学】学校成立于 1821年英国殖民地时期，是加拿大最古老

的高等学府，百年来在国际上享负盛誉，被视为“北方哈佛”或“加拿

大哈佛”。 

【旧城】300年前这里曾是繁忙的港口，鹅卵石街道还是殖民地时法国

人铺设的，老城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欧式，很多建筑都有百年历史。 

【皇家山】由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师欧姆思特(Frederick 

LawOlmsted)设计，他设计过许多美国著名公园，包括纽约的中央公

园，在皇家山观景台可以俯瞰整个蒙特利尔的市容市貌，远处的高楼建

筑，可以一览无遗，是蒙特利尔必游景点之一。 

 【圣约瑟夫大教堂】座落于蒙特利尔皇家山（Mont Royal）北面。其

不仅是北美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蒙特利尔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蒙特利尔奥林匹克公园】是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主会场，这

座露天运动场以及其倾斜的塔台己成为蒙特利尔的一个象征，塔高约

50公尺(163英寸)，是世界上第一高的斜塔 

【Art Souterrain 艺术区】如果你现在还没想到，蒙特利尔是一个艺

术之城，这个当代艺术节，发生在蒙特利尔的地下城。每个人都有一个

与节日不同的主题，目标是让更多观众可以欣赏到艺术。 

McGill University Residences 

 

 

 

 

早午晚 

第 7 天 

 

蒙特利尔/

魁北克城/

蒙特利尔 

【魁北克城】魁北克市是一座法兰西风味浓郁、历史悠久的文化名

城，是北美洲所有城市中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迹保存名

单的城市。 

魁北克城-凯旋圣母教堂-炮台公园-古代军事要塞-芳缇娜城堡-小香

普兰街-画廊街-立体壁画-枫糖制作庄园 

 

早午晚 



 
【凯旋圣母教堂】皇家广场的南面，有一座石头结构的教堂，始建于

1688年，直到 1723年才完工。教堂所建之处，是 1608年桑普兰建造

城堡的地方，为了对能够最终艰辛地躲避 1690年和 1711年的英国攻击

表示感谢之情，故而命名为“凯旋”。 

【炮台公园】三处别具特色的历史建筑：1712年始建的王妃城堡、

1818年建成的机关总部和 1903年建成的兵工厂。 

【古代军事要塞】军事防御要塞，城堡耸立于圣劳伦斯河的断崖上，

扼守着圣劳伦斯运输河道的咽喉，被称作是当年大英帝国在北美最坚固

的要塞之一，同时也称其为北美的直布罗陀。城堡大门上挂着 22团的

团徽，团徽中间是个海狸，象征着皮毛贸易。 

【芳缇娜城堡】由建筑师 BrucePrice设计，落成于 1893年，是加拿

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建于 19世纪末的一系列古堡大饭店之一。 

【小香普兰街】古雅的房子、精美的橱窗、别致的招牌、美丽的窗

台，是一条非常富有浪漫气息，并且让人感觉很温馨的小街。欣赏画廊

街及立体壁画 

【枫糖制作庄园】带您步入枫林现场了解当地枫糖制作、提炼过程，

并在【枫糖小屋】享用特色午餐。（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餐的时间） 

之后返回蒙特利尔，晚餐后入住麦吉尔学生宿舍 

McGill University Residences 

第 8 天 
蒙特利尔  

送机 

根据航班时间安排相应活动，送机，办理登机手续，圆满地完成加拿大

游学之旅，乘坐国际航班返回亲爱的家 

早 

 

此行程也可以反向从蒙特利尔接机-魁北克-渥太华-金斯顿-尼亚加拉

大瀑布-多伦多-送机 

 

 

 



 

 
 

价格 1450 加元/人    （ 10 人起计） 

费用包含 

1. 费用以加币计，已含税 

2. 住宿以双人间计算 

3. 餐：包含行程中所列餐，全程酒店内早餐，普通餐标(团餐，自助餐和西式简餐麦当劳，皮

萨等） 

4. 豪华旅游巴士包括车费，燃油费，停车费， 小费，司导费各种费用 

5. 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6. 说明会 及 留学生环校游讲解 

7. 医疗及意外保险  

费用不含 

1. 国际段往返机票。 

2. 不包括护照及签证费用。 

3. 行程中所列景点以外各种门票。 

4. 因交通*罢工*航班*天气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行程时间 

每天不超过 10 小时 

独立成团的游览时间是有弹性的，导游不会限制景点停留时间，只要总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

如因客人需要，超时后需要收费，费用直接支付给导游。 收费标准：120 加元/小时。 

 

 

 

 
 

 

详情请邮件 Aright000@gmail.com 

Address： 18 Crown Steel Dr. Suite 207, Markham, ON, L3R 9X8 



 

             

            孩子们的梦想与快乐！加拿大夏令营合辑！ 

            您可任选 A 系列（夏令营部分）及 B 系列（旅游部分）组合 

 

   加拿大夏令营旅游行程选项 B1-加东 5 日 

 

第一天 

多伦多 – 千岛湖 - 渥太华 

早餐后驱车前往 【千岛湖】，乘坐【游船】，观赏湖区风景；之后前往渥太华，参观 

国会山、和平塔 - 总督府 - 丽都运河，皇家铸币厂（自费），战争博物馆（自费）-等，

晚餐后入住渥太华地区酒店 

酒店：Travelodge / Welcome INN 或同级 

 

早        

X  

X 

 

第二天 

渥太华 - 蒙特利尔 

早餐后驱车前往蒙特利尔 参观 皇家山 ，圣约瑟大教堂， 蒙特利尔老城区，奥运村遗

址，圣凯瑟琳大街等，晚餐后入住蒙特利尔地区酒店 

酒店：Ramada / Quality 或同级 

 

早

X  

X 

 

第三天 

蒙特利尔 - 魁北克 - 蒙特利尔 

早餐后驱车前往魁北克城，参观魁北克老城区，战场公园，尚波澜小街，金库街，立

体壁画，胜利圣母教堂等，之后 返回蒙特利尔，晚餐后入住 

酒店：Ramada / Quality 或同级 

 

早

X  

X 

第四天 蒙特利尔 - 京士顿 - 多伦多 

早餐后驱车前往京士顿，参观皇后大学 - 皇家军事学院 - 市政厅等，之后返回多伦

多，晚餐后入住酒店 

酒店：Travelodge / Quality 或同级 

早

X  

X 



 

 

第五天 多伦多 - 尼亚加拉瀑布 – 多伦多 

早餐后驱车前往尼亚加拉瀑布，登上天虹塔 360 度观赏瀑布（自费）- 近距离观赏瀑

布并乘坐瀑布游船 -观看瀑布历史 IMAX 大电影（自费）- 游览欧式风情的尼亚加拉

湖滨小镇 - 参观冰酒庄园，免费品尝冰酒；返回多伦多后参卡萨罗马城堡（自费 ）– 

多伦多大学 - 安大略省议会大厦 - 多伦多市政厅（外观）-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自费

上塔） - 古酿酒区[或]圣劳伦斯市场。晚餐后返回酒店 

酒店：Travelodge / Quality 或同级 

 

早

X  

X 

 

  

   

价格（含税）  980元/人（加币）- 10 人起成团               

     费用包含 

1. 费用以加币计 

2. 酒店 3 星  

以双人间计算，单人房需要付单房差 

3. 餐：包含行程中所列餐，全程酒店内早餐，普通餐标(团餐，自助餐和西式简

餐麦当劳，皮萨等） 

4. 豪华旅游巴士包括车费，燃油费，停车费， 小费，司导费各种费用 



 

5. 行程中所列非自费景点门票 

6. 医疗及意外保险  

费用不含 

1. 国际段往返机票（如需要，请联系公司 aright000@gmail.com）。 

2. 不包括护照及签证费用。 

3. 自费门票及行程中所列景点以外各种门票。 

4. 因交通*罢工*航班*天气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门票代购价格 

CN 塔：43 加币/每人 

skylon 登塔（不低于游览 35 分钟）：17 加币/人 

Niagara 游船+skylon 中餐自助：75 加币/人 

casa loma 城堡（不低于游览 60 分钟）：30 加币/人 

加拿大皇家铸币厂，门票：8 加元/人 

加拿大战争博物馆，门票：20 加元/人 

我们可以帮你提前代订门票，节省排队时间，当然你也可以到现场再买门票。 

超时费用 

每天不超过 10 小时 

如因客人需要，超时后需要收费，费用直接支付给导游。 收费标准：120 加元/小

时。 

 

 

详情请邮件 Aright000@gmail.com 

Address： 18 Crown Steel Dr. Suite 207, Markham, ON, L3R 9X8 



 

            孩子们的梦想与快乐！加拿大夏令营合辑！ 
            您可任选 A 系列（夏令营部分）及 B 系列（旅游部分）组合 

 

多伦多五日市内开心游（B2）： 

 

 

 

 

 

 

 

 

 

 

 

 

 

 

 

 

 

  日期 行程 餐食 酒店 

第 1 天 

  

参观 CN 塔，海洋馆，ROM 

 

早 

午 

 晚 

Quality Inn & Suites (Mississauga)

（或同级） 

第 2 天 

  

参观多伦多大学，市政厅，省议会（外观），古酿酒

区等 

早 

午 

晚 

Quality Inn & Suites (Mississauga)

（或同级）  

第 3 天 

  

 Wonderland 奇幻园 一日游 

早 

午 

晚 

Quality Inn & Suites (Mississauga)

（或同级）  

第 4 天 

  

参观安省科技馆， Casa Loma 古堡 

早 

午 

晚 

Quality Inn & Suites (Mississauga)

（或同级）  

第 5 天 

  

早餐后乘车前往尼亚加拉瀑布，乘坐“号角号”游

船，观看 IMX 电影，Skylone 塔上自助餐，下午去

尼亚加拉湖边小镇，结束后返回多伦多，晚餐后入住

酒店 

早 

午 

晚 

Quality Inn & Suites (Mississauga)

（或同级）  



 

 

价格（含税）  1150 元/人（加币）- 10 人起成团               

     费用包含 

1. 费用以加币计 

2. 酒店 3 星：Quality Inn & Suites (Mississauga)（或同级） 

以双人间计算，单人房需要付单房差 

3. 餐：包含行程中所列餐，全程酒店内早餐，普通餐标(团餐，自助餐和西式简

餐麦当劳，皮萨等） 

4. 豪华旅游巴士包括车费，燃油费，停车费， 小费，司导费各种费用 

5. 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6. 医疗及意外保险  

费用不含 

1. 国际段往返机票（如需要，请联系公司 aright000@gmail.com）。 

2. 不包括护照及签证费用。 

3. 行程中所列景点以外各种门票。 

4. 因交通*罢工*航班*天气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超时费用 

每天不超过 10 小时 

如因客人需要，超时后需要收费，费用直接支付给导游。 收费标准：120 加元/小

时。 

详情请电 416-900-3188 / 416-318-04509(Aright001@gmail.com) 

Address： 18 Crown Steel Dr. Suite 207, Markham, ON, L3R 9X8 



 

               

             孩子们的梦想与快乐！加拿大夏令营合辑！ 
            您可任选 A 系列（夏令营部分）及 B 系列（旅游部分）组合 

 

加东顶尖名校考察之旅（B3）： 
世界顶尖名校交流体验之旅（加东版）将带你拜访体验 6 所世界顶尖名校：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皇后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麦吉尔大学，零距离接触世界名校，助你见识世界名校   

扩展人生格局。 

大学在校生的亲身体验及环校游： 

安排各个大学在校生的带领+讲解：看校区，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亲身亲历大学氛围 

大学公寓住宿： 

切身体验大学学生生活，在大学校园餐厅享用每日早餐，体验最厚重的大学气息 

 

日期 线路 行    程 用餐 

 

第 1 天 

 

 

多伦多/滑

铁卢/伦敦 

多伦多大学-【CN塔】-滑铁卢大学-西安大略大学 

参观多伦多大学，议会，市政厅，CN塔，午餐后，前往滑铁卢大

学，晚餐前往伦敦，入住西安大略大学宿舍 

【多伦多大学】作为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加拿大建校最早的大学，

是无数中国留学生最向往的留学梦校。圣乔治校区，位于多伦多市市中

心，校园环绕安大略省政府与皇后公园。一踏进校园，你立即就会被古

老而生机勃勃的大学气氛所吞没。整个校园气氛和谐、雅静、使人心旷

神怡。古老的维多利亚建筑和现代化的钢筋混疑土大楼鳞次栉比，交相

掩映。校园内雕塑棋布，林荫夹道，花坛遍地，绿茵如毯。校园中心很

少有车辆的辚辚嘈杂和市尘的喧嚷闹嚣，使人忘记了自己是置身于世界

上最活跃的大都市之一。 

【CN塔】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纪录为最高的国家电视塔，是多伦

多的标志。 

【滑铁卢大学】创建于 1957 年，位于安大略省西南部滑铁卢，以学习

与实习并重的合作教育(CO-OP)而闻名。2011年到 2013年，该校一直

 

早午晚 



 
稳居麦克林杂志评选的加拿大综合性大学排名的第 3位，是北美地区最

优大学之一，其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科教学水平居世界前列 

【西安大略大学】是加拿大顶尖医学博士类公立大学之一，有超过

130多年的学术积累及深厚的人力资源背景，其 Ivy 商学院非常有名，

和哈佛大学并为北美案例法教育的两大发源地之一。舒立克医学院享有

极高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在小型化低耗性外科手术领域上承前启后，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晚餐后入住西安大略大学学生宿舍 

University of West Ontario residences 

 

第 2 天 

 

 

伦敦/哈密

尔顿/瀑布

/多伦多 

西安大略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尼亚加拉湖滨小镇-尼亚加拉大瀑布

游船 -多伦多 

参观西安大略大学，前往哈密尔顿，参观麦克马斯特大学。午餐

后，之后前往尼亚加拉瀑布，乘坐瀑布游船，入住多伦多酒店。 

【麦克马斯特大学】世界著名学府，加拿大顶尖大学之一，大学成立于

1887年，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优美的旅游城市汉密尔顿，以其独特的

创新性和求实理念而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之一。学校诞生了 4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和各种先进的设施，是北美

仅有的少数拥有自己核反应堆的大学之一，医学院保留了部分爱因斯坦

的大脑样本，拥有在加拿大唯一能与麦吉尔大学相媲美的医学院，以及

一流的理学院， 其工学院更是在加拿大名列前茅，名列加拿大六大名

校之一。 

【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被誉为加拿大最美小镇，世界七大童话小镇之

一。走在小镇的街道上你能深深的感受到其浓郁的英格兰风情。小镇的

房屋保持着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古朴中孕育着典雅。 

【尼亚加拉大瀑布】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

中意为“雷神之水”，站在瀑布河畔欣赏加拿大及美国境内的瀑布景

观，水花四溅，汹涌澎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你也可以乘坐“号角者” 

【游船】，全新体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玩乐项目。穿上薄薄的红色雨

衣，乘坐可承载 700位乘客双层游轮，经过美国瀑布，新娘面纱瀑布，

驶入马蹄形瀑布的心脏地带，在游轮的 360度无阻碍无水观赏区与瀑布

亲密接触，感受瀑布充沛的水量、振聋发聩的轰鸣声，这种惊险与刺激

会令你毕生难忘  细细欣赏大瀑布之美，把这美好时刻定格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arborough 

 

 

 

 

 

早午晚 



 
 

 

第 3 天 

 

 

多伦多/京

士顿 

京士顿-皇家军事学院-皇后大学 

前往金士顿，参观女王大学，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午餐后，游览

千岛湖，晚餐，入住皇后大学宿舍 

【金斯顿】金斯顿因为拥有很多采用当地灰岩石修建的 19世纪的老房

子，又被称为“石灰岩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参观市政府大

会堂，十八世纪英式灯塔，最古老的东西横贯火车头，加拿大唯一皇家

军事学院，加国名列前茅的皇后大学，加拿大第一总理故居等 

【皇家军事学院】加拿大军队最高军事学府，该学院创建于 1947年。

是加拿大一所军队陆军军官学校，学校的毕业生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训练

后，成为加拿大的军官。从 1885年的的北方西方叛乱开始，历经南非

战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海湾战争，一直到最近中东的维

和部队行动，皇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加拿大武装力量中，表现出类拔

萃。即使是退役军官，也在各行各业表现出色。 

【千岛群岛国家公园】整个公园内的河道与岛屿完全系天然形成。特

别安排【搭船巡游】，欣赏千岛美丽风光园内圣劳伦斯河面上星罗棋布

地散布着 1800多个。这些岛屿如繁星般散落在翠绿、浩瀚的圣劳伦斯

河上，绿岛与碧水辉映，画面宛若仙境。因优良的自然环境、气候和丰

富物种，2002年联合国将千岛群岛国家公园指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 

 【皇后大学】又名女王大学，坐落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是一所

世界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于 1841年 10月 16日根据维多利亚女王颁

布的皇家宪章成立，该校拥有近两百年的学术积累及深厚的校友人脉网

络，在北美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加拿大的贵族学校 

Queen’s university residences 

 

 

 

 

 

早午晚 

 

第 4 天 

 

 

京士顿/千

岛湖/渥太

华/蒙特利

尔 

金士顿-渥太华-蒙特利尔 

前往渥太华，参观国会山庄，和平塔，午餐后，参观总督府，渥太

华河，晚餐后前往蒙特利尔，入住麦吉尔大学 

【渥太华】渥太华是加拿大首都，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国家机构、

山林、公园、水道以及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构成了渥太华独特的景观。

这里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加拿大的必到之地，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

“大山”的故乡。 

 

 

 

 

 

 

 



 
【渥太华国会大厦】由三栋哥特式的建筑组成，是目前加拿大政府及

参议院的所在地。大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约 87公尺的【和平

塔】、【国会广场】及百年【不熄之火】。 

【渥太华河】（车览）渥太华河是加拿大的主要河流之一，用于界定

安大略和魁北克省。 

【渥太华总督府】这里是嘉奖加拿大优秀公民和接待世界各国领导人

的荣誉之处。渥太华在赏枫季节最不能错过的赏枫重点便是总督府。 

游毕，前往蒙特利尔，入住麦吉尔大学学生宿舍 

McGill University Residences 

 

早午晚 

 

第 5 天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旧城-麦吉尔大学 

参观麦吉尔，皇家山，午餐后，参观圣约瑟夫大教堂，蒙特利尔奥

林匹克公园，晚餐后入住麦吉尔大学 

【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又称满地可，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经济中心

和主要港口，也是该省面积最大的城市，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加拿大

第二大城市、魁北克省最大城市，拥有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北

美的“浪漫之都” 

【麦吉尔大学】学校成立于 1821年英国殖民地时期，是加拿大最古老

的高等学府，百年来在国际上享负盛誉，被视为“北方哈佛”或“加拿

大哈佛”。 

【旧城】300年前这里曾是繁忙的港口，鹅卵石街道还是殖民地时法国

人铺设的，老城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欧式，很多建筑都有百年历史。 

【皇家山】由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师欧姆思特(Frederick 

LawOlmsted)设计，他设计过许多美国著名公园，包括纽约的中央公

园，在皇家山观景台可以俯瞰整个蒙特利尔的市容市貌，远处的高楼建

筑，可以一览无遗，是蒙特利尔必游景点之一。 

 【圣约瑟夫大教堂】座落于蒙特利尔皇家山（Mont Royal）北面。其

不仅是北美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蒙特利尔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蒙特利尔奥林匹克公园】是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主会场，这

座露天运动场以及其倾斜的塔台己成为蒙特利尔的一个象征，塔高约

50公尺(163英寸)，是世界上第一高的斜塔 

McGill University Residences 

 

 

 

 

早午晚 



 

第 6 天 

 

蒙特利尔/

魁北克城/

蒙特利尔 

魁北克城-凯旋圣母教堂-炮台公园-古代军事要塞-芳缇娜城堡-小香

普兰街-画廊街-立体壁画-入住麦吉尔大学 

【魁北克城】魁北克市是一座法兰西风味浓郁、历史悠久的文化名

城，是北美洲所有城市中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迹保存名

单的城市。 

【凯旋圣母教堂】皇家广场的南面，有一座石头结构的教堂，始建于

1688年，直到 1723年才完工。教堂所建之处，是 1608年桑普兰建造

城堡的地方，为了对能够最终艰辛地躲避 1690年和 1711年的英国攻击

表示感谢之情，故而命名为“凯旋”。 

【炮台公园】三处别具特色的历史建筑：1712年始建的王妃城堡、

1818年建成的机关总部和 1903年建成的兵工厂。 

【古代军事要塞】军事防御要塞，城堡耸立于圣劳伦斯河的断崖上，

扼守着圣劳伦斯运输河道的咽喉，被称作是当年大英帝国在北美最坚固

的要塞之一，同时也称其为北美的直布罗陀。城堡大门上挂着 22团的

团徽，团徽中间是个海狸，象征着皮毛贸易。 

【芳缇娜城堡】由建筑师 BrucePrice设计，落成于 1893年，是加拿

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建于 19世纪末的一系列古堡大饭店之一。 

【小香普兰街】古雅的房子、精美的橱窗、别致的招牌、美丽的窗

台，是一条非常富有浪漫气息，并且让人感觉很温馨的小街。欣赏画廊

街及立体壁画 

【枫糖制作庄园】带您步入枫林现场了解当地枫糖制作、提炼过程，

并在【枫糖小屋】享用特色午餐。（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餐的时间） 

之后返回蒙特利尔，晚餐后入住麦吉尔学生宿舍 

McGill University Residences 

 

早午晚 

第 7 天 
蒙特利尔  

/多伦多 

早餐后乘车返回多伦多，结束愉快的旅行 早 

 

 

 
 



 

价格 1350 加元/人 

费用包含 

1. 费用以加币计，已含税，10 人起计 

2. 住宿以双人间计算 

3. 餐：包含行程中所列餐，全程酒店内早餐，普通餐标(团餐，自助餐和西式简餐麦当

劳，皮萨等） 

4. 豪华旅游巴士包括车费，燃油费，停车费， 小费，司导费各种费用 

5. 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6. 医疗及意外保险  

费用不含 

1. 国际段往返机票。 

2. 不包括护照及签证费用。 

3. 行程中所列景点以外各种门票。 

4. 因交通*罢工*航班*天气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行程时间 

每天不超过 10 小时 

独立成团的游览时间是有弹性的，导游不会限制景点停留时间，只要总时间不超过 10 小

时。如因客人需要，超时后需要收费，费用直接支付给导游。 收费标准：120 加元/小

时。 

 

 

 

 
 

 

详情请邮件 Aright000@gmail.com 

Address： 18 Crown Steel Dr. Suite 207, Markham, ON, L3R 9X8 



 

    精彩多伦多市区一日游 

价格（含税）   85 元/人（加币）- 10 人起成团               

  费用包含 

1. 费用以加币计 

2. 餐：包含行程中所列餐，普通餐标(团餐，自助餐或西式简餐麦当劳，皮萨

等） 

3. 豪华旅游巴士包括车费，燃油费，停车费， 小费，司导费各种费用 

4. 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5. 医疗及意外保险  

                                                                                                                                           

天数 
行     程 餐 住  宿 

周三： 

 

 

 

 

 

多伦多

市区游 

 

多伦多一日深度游 

清晨出发，前往多伦多市中心省议会，多伦多大学。之后抵达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外

观），位于多伦多心脏地带的多伦多地标。可自费塔上瞭望台可观赏安大略湖和多市全

景。唐人街附近午餐。参观卡萨罗马城堡(外观)，屹立在小山上的古堡给人以高贵古朴

的神秘感觉，精致的建筑令人叹为观止。 

卡萨罗马门票自费:30 加币/人     电视塔门票自费:43 加币/人 

 

自行散团（散团地铁站点） 

 

 

 

 

 

X 

午 

晚 

 

 

不含 



 

费用不含 

1. 国际段往返机票（如需要，请联系公司 aright000@gmail.com）。 

2. 不包括护照及签证费用。 

3. 自费门票及行程中所列景点以外各种门票。 

4. 因交通*罢工*航班*天气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超时费用 

每天不超过 10 小时 

如因客人需要，超时后需要收费，费用直接支付给导游。 收费标准：120 加元/小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