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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bec City, Ice-Hotel Two Days Tour   
 

 

Day 1:  Ottawa – Ice Hotel - Quebec City 

Departing from Ottawa at 8:30 in the morning, it takes about four hours to drive to  the world's 

most famous ice hotel in Quebec City. As the most famous ice hotel in North America, it is 

presented to visitors with a fantastic design and structure in the winter season. The ice hotel 

consumes more than 12,000 tons of snow and ice. After visiting the ice hotel, we will explore the 

only fortified city on the continent north of American.  Observatoire de la Capitale will be our first 

stop, we will discover the magnificent view of the capital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We spend the 

rest of the day sightseeing and shopping in the charming city, exploring such historical treasures as 

the Chateau Frontenac, the Quebec Parliament Building, Battlefields Park, Place d'Armes, and the 

Quebec Notre-Dame(Victoria) Church.  A lot of ice-activities will be taken placed in the area. We 

check-in hotel Chateau Mont-St.-Anne (or a similar) at 8:30 PM.  

  
 

Day 2:  Quebec City  - Montreal - Ottawa 

We leave the hotel at 8:00 AM and start our day by a two-hour driving to Montreal, a modern 

metropolis with a distinctly European flair. After lunch in downtown, we will visit the Olympic 

Stadium. We will continue to visit the old Montreal, the old port and Montreal Notre-Dame 

Church. We conclude our day by visiting the largest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Saint Joseph's 

Oratory, situated at the top of Mount Royal, it also affords us an aerial view of the entire city. At 

around 5:30 PM, we will leave Montreal for home. We will be in Ottawa around at 8:00 PM. 

 

Departure Time and Place: 8:00 AM, Algonquin College Starbucks,  E-Building 

                                 1385 Woodroffe  Ave, Ottawa, ON K2G 1V8 (cross street:  Navaho Dr ) 

 

Tour Fares: 

 

Type Quad Triple Double  Single Child 

Fare $189 $219 $269 $409 $189 
                                                                   

The above fares are for information only and subject to change according to seasons.  

Fares cover bus travel, tour guide, and hotel accommodation. 
Fares do not cover meals, service charges (CND$16), entrance fee and personal travel insurance.     

Optional entrance fees (around  CAD $53): Ice-Hotel, Observatoire de la Capitale, Montmorency Fall, and  Saint Joseph’s 

Church. 

MidEarth Travel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or amend the schedule without notice when necessary. 

All customers are recommended to arrange their own travel insurance, our staff will be happy to assist. 

      

 



 
 

蒙特利尔-魁北克冰酒店两日游 
主办方：MidEarth Travel Inc.  渥太华中环旅游 

优惠价：189 加元 （4 人间含税价） 

价格包括：往返交通费用，一晚酒店住宿 

价格不包括：服务费（16 加元），景点门票及餐费 

 

 

 

行程安排： 

 

第一天：渥太华 – 魁北克城 

早晨 8:00 从渥太华出发，约四小时车程抵达世界上最著名的魁北克冰酒店，作为北美最知名的冰雕酒店，

每年冬季来临时，都以崭新的设计和构造呈现在游客面前，据称制作冰酒店所耗用的冰雪量超过 12000 吨。

午餐后探访魁北克古城，抵达古城，我们首先登上三十一层高的魁北克首府观景台，您可透过 360 度的观

景台视窗俯瞰整个魁北克古城，远眺美丽的圣劳伦斯河。之后参观已有 400 年历史的魁北克古城，游览北

美最古老的商业街 - 小尚普兰街，体味法式的矜持与浪漫。 在浪漫的魁北克古城晚餐以后，约晚 8:00 入

住魁北克城酒店。 

 



 
 

 

第二天：魁北克城 – 蒙特利尔 – 渥太华 

早晨离开酒店之后约 3 小时车程抵达蒙特利尔市,午餐后首先参观 1976 年奥运会举办场地奥林匹克奥林匹

克馆。然后进入蒙特利尔市中心参观蒙特利尔老城及充满巴黎风情的蒙特利尔老港。老城区的心脏兵器广

场（PLACE D'ARMES）建于 1693 年，为蒙特利尔最繁荣的商业中心，有“蒙特利尔的华尔街”之称。广场

对面的圣母大教堂是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演唱者席琳迪翁选择的最浪漫的结婚场地。蒙特利尔

市政厅建于 1872-1878 年，其正面阳台闻名遐迩，只因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在这阳台上喊出了“魁北克独

立万岁”这句名言。最后前往蒙特利尔最高点皇家山，远眺蒙特利尔城市风景线，参观北美最大天主教大

教堂，圣约瑟夫大教堂，其高为 150 米，是蒙特利尔最高建筑，可乘电梯到达顶层，俯瞰全市，风光美不

胜收。下 午 6 点 左 右 离 开 蒙 特 利 尔 ， 开 车 约 两 小 时 於 晚 上 8 点 左 右 抵 达 渥 太 华 。 

 

 

景点介绍： 

魁北克城 (Quebec City, QC) 

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省府所在地，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充满着十八世纪法国色彩，此城为北美洲

唯一建有古城墙的城市,亦是当年英法殖民大战之争夺重地,城内充满法国色彩。 

魁北克城是北美最具欧洲特色的城市，法语是他们的语言，冬天的魁北克城独具魅力，特别是冰旅馆可以

说是独一无二的旅游景点。 

首府观景台 (Observatoire de la Capitale) 

从 221 米高处可以 360 度观看魁北克市，观景台的开阔无死角地为魁北克市提供一个壮观的视图,错综复杂

的街道以及雄伟的河流和山脉尽收眼底。 



 
 

小尚普兰街 (Petit Champlain) 

小尚普兰街是北美最古老的商业街，也是加拿大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距今已有 400 年历史。据加拿大

在线旅游杂志 Vacay.ca 评定，加拿大最值得旅游的 20 个街道排名中，魁北克的小尚普兰街排名第一。 

 

蒙特利尔 (Montreal, QC) 

加拿大第二大城市， 有北美巴黎之美誉。这里是北美大陆唯一的英法双语大都市，世界第二大的法语城市。

不只是语言，这里的一切都融合了北美的热情和法式的浪漫。从美食到建筑，从设计到时尚，激情的碰撞

渗透于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圣约瑟大教堂 (St. Josephs Oratory) 

是魁北克省的三大宗教巡礼地之一，世界最著名的朝拜圣坛之一。教堂建于 1904 年，号称是世界上第二大

圆顶教堂，教堂的巨形圆顶高达 97 米，仅次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 

圣母大教堂 (Notre-Dame Basilica) 

北美最大的教堂之一，建成于 1829 年，位于蒙特利尔市旧城区中心地带，又被称为“小巴黎圣母院”。 

奥林匹克公园 (Olympic Stadium and Tower) 

倾斜的塔台与蒙特利尔奥林匹克公园已成为蒙特利尔的一个象征，塔高约 50 公尺(163 英寸)，是世界

第一高斜塔。纽约时报称其为不容错过的 41 个最佳旅游目的地。 

魁北克冰酒店 (Ice Hotel) 

魁北克冰酒店是北美地区与加拿大唯一的冰晶酒店，完完全全由冰和雪打造而成，每一年冬天这家冰酒店

就会开始它的重建工作，所有建筑材料都是由纯冰雪打造。  

 

 



 
 

 

 

魁北克冰酒店占地 3000 多平方公尺，户内顶高 5.4 公尺，共有 32 个房间，每晚最多可住宿 80 人，每年从

1 月 1 日起开放至 3 月 31 日结束，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往参观或住宿，欣赏冰雪风光，感受独特体验。 

 

 

 

 

客房装饰风格各异，有的墙壁上雕刻着人像，有的雕刻仿佛一幅抽象画，有的只是雕刻了几片巨大的树叶。

客房内的床、床头柜等家具全部用冰雕成，床头装饰各具特色，所有冰椅上覆盖着皮毛，很具特色。 

 

 

 
 

 

 



 
 

魁北克的冬季气温在零下 35 度左右，不过冰酒店内的温度都维持在零下下 2 度至零下 6 度之间。房间内相

对舒适，厚厚的墙体虽然完全由冰雪堆砌而成，却能起到遮挡风雪和保温作用，这正是加拿大北极地区和

格陵兰岛因纽特人的建筑方法。游客夜宿“冰酒店”，裹著保暖睡袋，睡在铺著麋鹿皮床单的冰床上，可让

你体验天宽地阔 、上帝造物的神奇力量。 

 

 
 

 

 

 

 
 



 
 

 

冰饭店在每年的 12 月开始动工，所有建物均由冰雪打造，以不绣钢作模子，於外围竖起木头墙之后，将雪

吹进模子和木墙之间。3 天后雪凝冻了，再把金属框架拆除。从开工到完成约需五周时间，包括最后画龙

点睛的打磨冰雕、布置妆点工作。冰酒店通常在一月初到三月底开放。冬季建成至翌年气温回升至摄氏

8、9 度就彻底融化，隔年再重建。Ice Hotel 内设施包括剧院、小教堂、酒吧、艺廊以及可容纳 80 名

顾客的住宿设施。 

 

 

 

魁北克冰酒店共使用 1.5 万吨雪和 500 吨冰，耗资大约 75 万美元。酒店包括 32 间客房、一个温泉浴

场、两间酒吧和一座教堂，全部由冰雪堆砌而成，就连酒吧内的酒杯也由冰块雕刻成。所有建物均由

冰雪打造，以不绣钢作模子，於外围竖起木头墙之后，将雪吹进模子和木墙之间。旅馆内的一梁一柱

从大厅到房间、床 铺、桌椅、杯盘器皿等，都是由魁北克的艺术家以晶莹剔透的冰块制造而成。 



 
 

 

 

 

客房由当地学建筑的学生设计，装饰风格各异，有的墙壁上雕刻着人像，有的雕刻仿佛一幅抽象画，

有的只是雕刻了几片巨大的树叶，客房内的床、床头柜等家具全部用冰雕成，床头装饰各具特色，所

有冰椅上覆盖着皮毛。饭店客房内的气氛温馨，结合着艺术家主题式的设计。 

 

 

中环旅游 

Midearth Travel Inc. 

738 Bronson Ave. 

Ottawa, Ontario, K1S 4G3 

Downtown Branch Tel: 613 236 5226 

Hunt Club Branch Tel: 613 236 2323 

www.midearth.ca 

http://www.midearth.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