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6起

出发日期：每周五
（5月17日~9月6日）

1、乘坐海洋景观火车：避免交通拥堵，畅览专属景观

2、省去乘坐长途大巴劳累：精力不浪费

3、深度体验：在当地专业导游带领下体验独特风景

单飞+火车游优势

单飞八日游
加东海洋省火车超值

独家特色

QHPC8

婴儿（0-2岁，不占座位）免团费！

赠送海洋省全程所至 景点门票所有

豪华团更可升级体验魁北克古城古堡酒店！

升级费用低至$165 /位

(包含本行程第四至八日)



第一天：多伦多-金士顿-渥太华-蒙特利尔
Toronto -Kingston -Ot tawa-Montreal

Hal i fax P ick -up -Peggyʻs  Cove

Hal i fax -Magnet ic  Hi l l -Bay of  Fundy-Shediac -Moncton

Montreal -Quebec Ci ty

Quebec Ci ty -Sainte -Foy Rai lway Stat ion

* 请 预 定 晚 7 点 后 从 哈 利 法 克 斯 起 飞 航 班

第四天：哈利法克斯接站-佩吉湾

费用包括: 费用不包括: 备注：
1. 乘坐豪华巴士，或其它交通工具，团体接送观光
2. 住宿豪华酒店，必设有私人浴室及空气调节设备
3. 海洋省所至景点所有门票（第4-8日）
4. 经验丰富的华人领队随团服务

1. 司机及导游的服务费（$15/天/位）
2. 新斯科舍省税项15%
3. 全程膳食，以及前两日加东行程门票
4. 机票、火车票、各种医疗保险、个人
    平安险及行李保险等
5. 提前到达/延住酒店客人接送附加费：
    单程每位$20
6. 升级酒店以及包餐费用，确认后不可更改，
    取消不作任何退款

夜宿：Montreal Sheraton Center或同级

夜宿：超值团：Future Inn或同级/豪华团：Hampton Inn或同级

夜宿：Holiday Inn Moncton或同级

夜宿：Holiday Inn New Glasgow或同级

info@piyaotravel.com              www.piyaotravel.com QHPC8 加东海洋省火车超值单飞八日游

夜宿：超值团：Hampton Inn/Comfort Inn或同级
        豪华团：Hilton/Delta Hotel Quebec或同级

第二天：蒙特利尔-魁北克城

第三天：魁北克城自由活动-自行前往火车站

第五天：哈利法克斯-磁力山-芬迪湾国家公园-大龙虾雕像-蒙克顿

夜宿：VIA Railway Train

早上自多伦多出发，开启美妙之旅。一路向东，首先到达加拿大旧时首都金士顿，在这里可以
远眺毗邻的美国，亦可徜徉于气派豪装的监狱，第一总理故居，名校皇后大学，古军事炮台，
皇家军事学院等著名古迹。更可在旧国会大厦留影纪念。告别旧都，前往现今加拿大首都渥太
华。这里有气派宏伟，雕刻艺术登峰造极的国会山庄以及风光绮丽的渥太华河。新旧首都的交
错，使历史的流动跃然呈现。更有世界三大最重要战争艺术收藏馆之一的加拿大战争博物馆可
供参观。晚上抵达号称“小巴黎”的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您可自由享受“北美小巴黎
”浪漫的夜生活、法式酒吧、夜总会林立的圣嘉芙莲大道以及全北美最大的地下购物城等。

早上出发参观古意瑰丽的蒙特利尔古城区，这里有北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圣约瑟大教堂，在
充满欧式风情建筑的旧城区，会和绚丽唯美、被称为“北美巴黎圣母院”的诺特丹圣母教堂
邂逅。之后参观世界上倾斜度最高的斜塔-1976年奥运会举办场地蒙特利尔奥林匹克公园斜塔
。其中亦有繁花似锦的温室植物园，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独特的昆虫品种及各国特色花卉，花
团锦簇，彩蝶翩翩，令人神往。午餐后前往魁省首府-魁北克市，参观拥有超过四百年历史，
加拿大最古老的魁北克古城。这里充满了浓郁的欧陆风情：古炮台、马拉车、古城墙、广场
铜像、艺术画廊、街头杂耍、古朴街灯、鳞次栉比的法式建筑等等，惊喜总在下一个街角和
您遇见。这里还有北美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二战时首脑汇集的古堡大酒店、令人垂涎
的法式大餐……每一样都令人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Moncton-Confederat ion Br idge-Pr ince Edward Is land

第六天：蒙克顿-联邦大桥-爱德华王子岛

前往加拿大面积最小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途中将经过世界上最长的穿越冰层覆盖水域的
跨海大桥。全场13公里的路途将体会到人类战胜自然的勇气和魄力。进入爱德华王子岛，浩
瀚无垠的海洋，乘风翱翔的海鸥，独一无二的赤色土壤，随风摇曳的青青禾苗，闲庭信步的
黑白乳牛以及一碧如洗的浩渺天空，构成了真实的世外桃源。位于卡文迪许国家公园内的
“Anne of Green Cable House”是游客必到之处。在此可重拾传世佳作《秀丽佳人》的故
事，体会百年前小岛渔村的生活点滴。之后前往著名的红沙滩，漫步海边，尽情享受阳光海
滩带来的浪漫。随后到达省府夏洛特敦，这里是加拿大联邦的诞生地，亦步亦趋，仿佛回到
过去。之后乘坐轮渡回到新斯科舍省住地。

夜宿：Cambridge Suites Sydney或同级

 Cape Breton -Skyl ine Trai l  
第七天：布雷顿海角国家公园-天际线步道

前往新斯科舍省北部的布雷顿海角国家公园，它被权威杂志评选为“北美最美丽岛屿”，环
绕其中的Cabot Trail更是世界十大环山景观公路之一。行至其中，峰峦叠翠，海天相接，亦
可体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言非虚，更可在天际线步道中漫步留影，体
味人与自然的相容相合。同时，还有机会与各类珍稀动物不期而遇，可能不经意处，便与加
东最有代表性的动物MOOSE-驼鹿不期而遇。

 Sydney-Baddeck -Bel l  His tor ic  S i te -Hal i fax -Hometown
第八天：悉尼-巴德克小镇-贝尔故居-哈利法克斯-原住地

前往世界上最大的钢制小提琴雕塑。作为曾经大西洋省的矿业中心，悉尼汇聚了众多来自爱
尔兰的矿工。小提琴是他们工作后慰藉身心，怀念故乡的最佳选择。为了纪念矿工铸造的小
提琴雕塑，伴随着轻柔的音乐，仿佛跨越大洋，置身英伦。随后前往巴德克小镇，参观世界
著名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亚历山大·贝尔故居暨博物馆。贝尔拥有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
的专利权，他同时还是水翼艇、助听器、人工呼吸器等的发明者。他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
也就是AT&T电话公司前身。同时还可漫步于巴德克小镇，位于加东第一大咸水湖布拉多尔
湖湖畔的小城，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愉快地行程结束行程后返回哈利法克斯。

您可以利用白天时间继续游览魁北克城。晚间自行前往魁北克新城的Sainte-Foy Train 
Station站，乘坐加拿大景观火车，开启浪漫的海洋省之旅。

经过了难忘的火车之旅，带着沿途美不胜收的景色，您将来到大西洋省最大的城市-哈利法克
斯。到达哈利法克斯车站后，会有专人接站，之后前往哈利法克斯最著名的标志性景点-佩吉
湾（小猪湾）渔村，这个坐落于北美大陆东南岸的渔家村落毗邻大洋、崖石环抱，独具特色

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往新不伦瑞克省。首先到达堪称奇观的磁力山，自然构造和重力将制
造一个磁力的幻境。之后前往位于芬迪湾国家公园的好望角石林，世界之最的涨落潮水水位
差和形容各色的海中奇石，令人感叹沧海桑田的变幻无穷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随后前往被
誉为世界龙虾之都的希迪亚克。这里有着世界最大的龙虾雕像，并可与这一海洋省象征合影
留念。晚间进入新不伦瑞克省最大城市蒙克顿，这里不仅是海洋省和其他地区的交通中枢，
更是保存着法式文化的阿卡迪亚人的聚居地。

1. 酒店以双床房为标准，第三/四位与前两位共享一个房间；儿童12岁以下（不单独             
   占床位）享儿童价格；婴儿（2岁以下）须占座位，费用按儿童团费收取。
2. 因交通阻延，罢工，恶劣天气，航班取消或更改等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所致行程            
   延误，本公司将不负上法律责任。
3. 本公司保留改变行程权力，以利团体进行。
4. 退改政策：客人如因个人原因取消或更改定位，费用按以下方法计算：
   a)出发前31天及以上，取消收取$150/位，更改团期收取$50/位；
   b)出发前30天-15天，取消收取$200/位，更改团期收取$100/位；
   c)出发前14天及以内，不可做取消或更改。

特别提示: 
1. Sainte-Foy Train Station车站(地址 3255, chemin de la Gare Saint-Foy)距离古城中心约20分钟
车程，计程车电话：+1-418-525-5191。火车发车时间为晚间22：49，建议提前2小时到站。
2. 预定车票，请于https://www.viarail.ca/en上“From”选择SAINT-FOY,QC;“TO”选择
HALIFAX[VIA RAIL/MARITIME BUS], NS. 
3. VIA火车分座位和包间卧铺两种; 座位票价从低至高分为: Economy-Escape Fare, Economy, Economy 
Plus; 包厢均为双人上下铺包厢，分为可洗浴(Cabin for 2-Shower)和无洗浴花洒(Cabin for 2)。
4. 团费不包含火车票，火车位置有限，强烈建议提前购买！
5. 火车票订购以及行程相关问题，如需帮助，请联系各大旅行社工作人员。

ADD: Unit 188, 3255 Highway 7 East, Markham, L3R 3P9 (First Markham Place)

  

TOLL FREE: 1-855-415-8999 TEL: 905-415-8999 FAX : 905-415-9666  
 ADD:  5949 College St. Halifax, NS.  B3H 1X6

TOLL FREE: 1-855-854-0835 TEL : 902-463-8888 (3 Lines) 
FAX : 902-463-0588  

Toronto Office: Halifax Office:

团费每位
(CAD)

超值团

豪华团

$466$526$659 $835$1008
$534$609$789 $969$1233

四人房三人房双人房 单人房 单人拼房

的渔民小屋和精心布置的斑斓色彩，伴随着海风，将带给人一个海边童话。更有伫立在海舌
上的灯塔，讲述着百年来的悲欢离合，成为大西洋省的地标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