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外活动 After School Activities

 第一天

7/13 週四

第二天

7/14 週五

第三天

7/15 週六

第四天

7/16 週日

第五天

7/17 週一

第六天

7/18  週二

第七天

7/19 週三

第八天

7/20  週四

第九天

7/21 週五

第十天

7/22 週六

第十一天

7/23 週日

第十二天

7/24 週一

第十三天

7/25  週二

第十四天

7/26 週三

第十五天

7/27  週四

第十六天

7/28 週五

第十七天

7/29 週六

第十八天

7/30 週日

第十九天

7/31 週一

第二十天

8/1  週二

第二十一天

8/2 週三

多伦多  多伦多地铁动物园 (Toronto Metro Zoo) 分享之夜/ 自由时间 早/午/晚

多伦多
乘坐观光船遊覧於圣罗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及千岛湖之美丽风光 (Thousand Islands)。
分享之夜/ 自由时间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运动之夜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电子游戏机之夜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保龄球之夜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电影之夜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电影之夜 早/午/晚

多伦多 飞机上 早/午上午：ESL英语课程

下午：参加毕业典礼及安

排专车到机场 

出发航班回家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乐高世界 Lego Land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电影之夜 早/午/晚

分享之夜/ 自由时间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保龄球之夜 早/午/晚

多伦多
 安省科学博物馆(Ontario Science Centre) : 

展出有关人类,大自然及科学的最新发展
 自由时间 早/午/晚

多伦多

市内观光：CN塔，加航室內馆 (Air Canada 

Centre)，大湖及海旁(Harbour  Front) 

旅游区参观全世界最高的通讯塔－多伦多电视塔， 

弥敦飞立广场 (Nathan Philips Square)， 多伦多市政厅 (City 

Hall)，伊顿 (Eaton Ctr) 游客区，多伦多大学 (UT)， 古堡 (Casa 

Loma)

分享之夜/ 自由时间 早/午/晚

多伦多

早餐后游览著名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大瀑布，乘坐观光船遊覧伊利湖滚滚而来的尼亚加拉

河水流经此地，突然垂直跌落51米，巨大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

势冲下断崖，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大瀑布。观赏大瀑布 

(Falls)、彩虹桥(Rainbow Bridge)之旅。

多伦多 加拿大机动及水上乐园 (Canada's Wonderland) 分享之夜/ 自由时间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万锦市内观光 早/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音乐之夜 早/午/晚

注：以上为参考日程，我校可根据参团学生的航班抵达时间略作调整。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运动之夜 早/午/晚

多伦多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分享之夜/ 自由时间 早/午/晚

原居地HomeTo

wn

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抵达後乘车前往加

德生学校 (J. Addison School), 入住宿舍, 开始每日ESL英语课程
参观校舍设备及迎新会议  午/晚

多伦多 每日ESL英语课程 (上午9:30至下午3:30)
介绍学校和

宿舍规则，迎新会议
早/午/晚

*21天20晚行程表 (2017-SUM-21-ESL-07)

天 数 Day 城 市 City
每 日 行 程 Daily Schedule 包餐膳 

Meals上课时间 School Hours

加拿大多伦多2017夏日趣味ESL之旅



付款及退款： 1. 学生报名时，填写报名表，每名学生必须缴交报名费／押金加币200元。

3. 学校收到费用後即将团费收据发给学生。

2017.03

年龄组别:   A 组) 10到12岁;    B 组) 13到15岁;    C 组) 16到18岁 

5. 住宿押金政策

住宿押金的收取是为了保证可能在加德生学校宿舍内发生的破坏所致的维修费用，如果学生需要额外

的清洁服务，这项费用也将从中扣除， 其他因学生意外行为所致的费用， 行政费/ 

罚金也将从中扣除。

任何事故的最低收费为加币50元， 请参见宿舍手册中更多的信息。 

如果在学生离开前所有的条例都满足，宿舍押金的余额将会给予退还。押金的退还，或押金余额将会

以现金的形式给回学生。如果你需要其他方式，请在申请表上声明。    

*备注：

加德生学校一直致力于不断改进行程安排和内容，如果有任何的内容需要改善的，或者任何不可抗力的客观原因和非我校原因的情况发生（

如天灾、战争、罢工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误、取消、使领馆签证延误等情况，我校有权变更相关行程或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调整行程顺

序的权利。 

加德生学校对于一些简省，出版以及/或者演说的不准确不承担责任，以及像在介绍册，网络上，或者任何媒介的其他形式，我们保留要求修

正的权利，客户接受所有列出的条款。一日三餐时间如在飞机或者机场，用餐自理。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境外延期的签证费、住宿、餐食

、交通等费用），均请自理。  

费用不包括: 全程机票、旅行护照及签证办理、居住地前往签证地交通住宿等费用；网络服务、个人费用包括洗衣

干衣服务，电话费，行李托运费，飞机飞行或者转机期间用餐，以及上述报价条款中未列明行程以外

景点的一切额外费用。

2. 学生於出发前45天缴交全部费用，汇至学校指定的账户。

4.  若在夏令营开始前30天，学生签证拒签，校方於收到学生出示加拿大领事馆的拒签信正本， 

退费申請书及学费收据正本後，一个月内负责把学生所交的费用扣除加币200元手续费用，退还其馀费

用给学生。如学生因其他原因退团或少於出发前30天通知未获得签證事宜，所有费用则不获退还。所

有支付的费用不可退还和不可转让。                                                                                                                                                                                                                     

团体旅游费                      

（不含机票）：

团费每位学生为加币（下同）$5,900；另加押金$200。包13％HST税项。请注意，以上所显示的价格是

根据上述团号2017-SUM-21-ESL-07团体行程。如需自定行程，请联系我们作进一步报价。

最低报名出团人数: 每组年龄组别并具有相同的英语水平标准最小20人。（我们保留因报名人数不够而取消的团次及课程。)   

费用包括: 学费，住宿费，每日参见行程中包含的餐食 （B=早餐，L=午餐，D=晚餐)，景点门票， 交通转乘 

和海外旅游医疗保险 （仅包医药)   每人最高赔偿额1万加币。 

招生对象:

预计出发日期：      2017年7月13日  (7/13/2017 下午到达学校，8/2/2017 下午离开) 

报名截止日期：            出发前90天 （我校将保留根据学生报名人数调整营期及课程安排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