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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2014百萬圓桌年會。
6月8日至11日，數千名百萬圓桌會
員將聚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

市。歡迎您加入他們的行列，一起

探索百萬圓桌夥伴在拓展業務、提

高專業技能以及豐富個人生活方面

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1

百萬圓桌年會為您提供...

為期三天的精彩主場會議演講

今年的主場會議節目將為您帶來提高工作效率的新方法、撼

動心靈的感人故事、展望未來趨勢的真知灼見，以及幽默的

故事和令人驚豔的畫面。

特別活動

這些活動為與會者提供在探索多倫多美食和美景、感受這座

城市的脈動和旋律的同時與其他會員夥伴遊玩和娛樂的機

會。

深度特別會議

特別會議提供更多專業發展和個人成長的機會，包括專門為

超級會員、頂尖會員和首次與會者所設計的特別內容。這些

會議安排比較長的時間，讓與會者能夠就一個主題深入探

索。一些特別會議需要在報名時另外付費。所有特別會議都

要求憑票入場。

超過50場專業發展焦點會議

為期三天的會議，與會者可以出席各種主題的焦點會議，包

括： 

財富管理

保護規劃與商品

銷售方法與技巧

行銷

經營管理  

全人理念
 
頂尖會員會議的特點是專門為頂尖會員和希望把業績提高到

超級會員和頂尖會員級別的會員所設計的較高級別的內容。

歡迎訪問2014百萬圓桌年會網站以瞭解
會議的所有最新動態。

www.mdrt.org/2014am

www.mdrt.org/2014am


2 不提供同步翻譯 預購票活動

節目總覽

上午11:00 – 下午5:00 百萬圓桌商店開放

上午11:00 – 下午6:00 登記開放

上午11:00 – 下午3:30 會前講座   

下午4:30 – 下午5:30 PGA志工說明會

下午6:00 – 晚上7:30 神劍騎士接待會（僅限百萬圓桌基金會神劍騎士團成員和2014年度核心成員團捐贈人憑邀請函參
加）

星期六，6月7日

會前講座

超越大肆宣傳：運用社群媒體來連接、吸

引並使業務徹底改觀

上午11:00 - 下午1:00
Graeme Codrington, DBA
Graeme Codrington博士是研究未來工作趨勢以及促使該趨
勢發生的破壞性力量的專家。我們在接下來十年將面臨最大的

革命是處理資訊方式的轉變。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崛起
只是一個開始，很多公司才剛剛開始運用這項新科技有效地

吸引客戶。這個講座解釋朝社群媒體轉變背後的驅動力，證明

它遠遠超越單純的大肆宣傳，並概述在業務中更有效地使用

社群媒體需要遵循的關鍵原則。

另外收費：25美元  

會前講座

信任的邊緣 
90天快速計劃

下午1:30 - 3:30
David Horsager
David Horsager研究並發表關於真正成功的基礎——信任的
底線影響的演說。在本次講座中，他根據自己的著作《信任邊

緣》中的概念，向與會者介紹「90天快速計劃」(The 90 Day 
Quick Plan, 90DQP)，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找出首要任務，
安排日常活動，衡量改變以及建立「8個信任支柱」(8 Pillars 
of Trust)的架構。

另外收費：25美元  



不提供同步翻譯 預購票活動

節目總覽

上午7:30 - 晚上7:00 登記開放

上午7:45 - 10:00 在 ConneXion Zone（交流區）舉行頂尖會員聯誼（向所有登記的與會者開放）

上午10:00 - 下午5:00 ConneXion Zone（交流區）開放

上午10:00 - 下午5:00 百萬圓桌商店開放

上午11:00 - 下午1:30 超級會員與頂尖會員節目與接待會
（僅限 2014年度超級會員和頂尖會員參加）

下午4:30 - 6:00 首次與會者體驗會（僅限第一次出席年會的與會者參加）

晚上7:30 -  9:30 歡迎會

星期日，6月8日

超級會員與頂尖會員節目

上午11:00 - 下午1:30 
節目 上午11:00 - 中午12:30

接待會 中午12:30 - 下午1:30

每年，超級會員和頂尖會員都受邀出席這場特別的聚會，為

他們的成功而慶祝，一起互相交流，瞭解行業趨勢。訪問 
mdrt.org/2014am查看為這項專屬活動所準備的精彩演講和
接待會安排詳情。

這個免費活動只對2014年度超級會員和頂尖會員開放，憑票入
場。這項活動不收費，但是需要提前報名。在填寫《報名與住

宿登記表》時，請務必在「憑票入場活動」下，勾選適當的選項

來索取入場券。  

首次與會者體驗會

下午4:30 - 6:00
Passing Zone表演
這個活動為首次與會者提供初次體驗百萬圓桌年會最負盛名的

激情和能量的機會。今年的主題演講嘉賓邀請到雙人幽默雜耍

表演團體「The Passing Zone」。在這個獨特的表演中，他們將
以幽默逗趣的方式談論成功的關鍵因素，還將藉助一些很不尋

常的道具展示如何讓這些物品協調地配合在一起。

這個免費活動只對2014年會首次與會者開放，憑票入場。這
項活動不收費，但是需要提前報名。在填寫《報名與住宿登記

表》時，請務必在「憑票入場活動」下，勾選適當的選項來索取

入場券。     

歡迎會

晚上7:30 - 9:30
請務必按時出席年會的開幕酒會。「色彩與燈光的世界」是今

年晚會的主題，屆時，您可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行業同仁歡聚

一堂。隨著2014多倫多年會在晚會中拉開帷幕，百萬圓桌會員

樂隊帶來的精彩演奏，也預示著今年會議的精彩與成功。提供

免費飲料票和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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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總覽

上午6:00 - 6:45 特別活動：Zumba有氧運動

上午6:30 - 7:30 頂尖會員見面會（僅限2014年度頂尖會員參加）

上午7:00 - 下午4:00 登記開放

上午8:00 - 11:30 主場會議

上午11:30 - 下午5:30 ConneXion Zone（交流區）與百萬圓桌商店開放

中午12:00 - 下午1:30 特別會議（*預購票活動含午餐） 

下午2:00 - 5:00 焦點會議

下午4:30 - 5:30 四分之一俱樂部（僅限四分之一俱樂部成員參加）

下午5:30 - 6:30 頂尖會員接待會（僅限2014年度頂尖會員參加）

星期一，6月9日

特別會議

向多世代銷售與行銷

中午12:00 - 下午1:30
Seth Mattison
市場被分得越來越細，一種規格的服務或產品是很難滿足所有客戶和顧客的需求。這個演講將介紹傳統主義者、嬰兒潮世代、X世
代和千禧世代不同的敏感問題和喜好，行銷和銷售人員需要知道如何與他們拉近關係。這並不是說要創造一種新的銷售系統，而是

在已經成功的方法中增加一個跨世代「視角」，使之更具影響力。

另外收費：50美元含午餐。  

多倫多藍鳥隊迎戰 
明尼蘇達雙城隊

晚上6:45 - 10:00

比賽開始時間：晚上7:07

在 獨 特 的 羅 傑 斯 中 心 
(Rogers Center)，觀看多倫
多藍鳥隊迎戰對明尼蘇達雙

城隊，一邊享用晚餐，一邊從

球場內的視線餐廳(Sightlines 
restaurant )欣賞棒球比賽。

充分利用您訪問多倫多的機會，參

加會議期間所準備的各項特別活

動或旅遊安排。如需報名，請訪問 
www.mdrt.org/2014am* 網站上「Special 
Events」（特別活動）欄目。

Beer Bistro餐廳啤酒品嘗     
下午5:30 - 晚上7:30

Beer Bistro餐廳是品嘗啤酒的
絕佳選擇，餐廳地點位於多倫

多的金融區，將為所有賓客留下

一次難忘的經歷。這項私人活

動將提供五款獨特釀造的啤酒

以及與搭配不同啤酒享用的特

別美食。   

不含交通。步行時間約為15到
20分鐘。

星期一，6月9日 星期二，6月10日

特別活動，旅遊，運動節目

不提供同步翻譯 預購票活動。在填寫《報名與住宿登記表》時，請務必在「憑票入場活動」下，勾選適當的選

項來索取入場券。

*  請注意，為了確保這些活動如期進行，售出的票數必須達到最低數
量。如果沒有達到這個最低數量，票價將會全數退還。

www.mdrt.org/2014am


星期一，6月9日至星期三，6月11日

健康與健身 
上午6:00 - 6:45

您因為出席年會而錯過了規律的運動計劃嗎？每個清

晨，與會者都有機會參加百萬圓桌會員專屬的健身課

程，並有專業健身老師帶領。訪問年會網站瞭解更多詳

情。 

星期一，6月9日 ZUMBA有氧運動 上午6:00 - 6:45    

星期二，6月10日 普拉提   上午6:00 - 6:45

星期三，6月11日 瑜伽    上午6:00 - 6:45

星期二，6月10日

特別會議

大腦工作原理：優化績效的方法

上午6:00 - 7:15
Heidi Hanna, Ph.D.
隨著不斷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人們很容易陷入

同時處理多重任務的陷阱。這不僅會使我們的專注力和注意力

降低，還會影響我們的創造力和總體的參與能力。在這個會議

中，您將學習立即可以優化精力和績效的簡單策略，創造一個

隨著年齡增長反而更加健康的大腦。

另外收費：35美元含早餐  

特別會議

成就偉大的秘訣

中午12:00 - 下午1:30
Don Yaeger
Don Yaeger長期擔任《體育畫報》(Sports Illustrated)副主
編，具有得天獨厚的機會接觸這個時代一些極其成功的人士。

Yaeger分析了超過 25年的採訪中所收集的受訪者親自口述
的內容，從中發現這些超級成功人士身上都具有的「偉大人

士的 16個共同特點」。與會者將學習如何把這些特點運用到
自己的生活和事業上。

另外收費：50美元含午餐  

節目總覽

上午6:00 - 6:45 特別活動：普拉提

上午6:00 - 7:15 特別會議（*預購票活動含早餐）

上午7:00 - 下午4:00 登記開放

上午8:00 - 11:30 主場會議

上午11:30 - 下午5:30 ConneXion Zone（交流區）與百萬圓桌商店開放

中午12:00 - 下午1:30 特別會議（*預購票活動含午餐） 

下午2:00 - 5:00 焦點會議

下午4:30 - 5:30 四分之一俱樂部（僅限四分之一俱樂部成員參加）

下午5:30 - 6:30 頂尖會員接待會（僅限2014年度頂尖會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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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6月9日與星期二，6月10日

水陸空感受多倫多 
下午5:15 - 晚上11:30

在水上、空中、陸地全方位

感受多倫多的美景。您的夜

晚將在乘坐著遊船欣賞多倫

多群島美景中展開。巡遊結

束後，緊接著將前往世界著

名的 CN塔，在多倫多上空
的 113層 360度旋轉餐廳享
用晚餐。最後，您的夜晚將

在欣賞熱鬧動感的城市中劃

上句點。

深夜尼加拉瓜瀑布 
下午5:15 - 午夜12:00

遊覽世界上最壯觀的自然

奇觀之一：尼加拉瓜大瀑

布。您的冒險將包括乘坐

Hornblower和在大瀑布的喜
來登飯店享用晚餐，巨大的

全景窗戶大瀑布夜晚燈火輝

煌的壯觀景色盡收眼底。

不提供同步翻譯 預購票活動。在填寫《報名與住宿登記表》時，請務必在「憑票入場活動」下，勾選適當的選

項來索取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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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總覽

上午6:00 - 6:45 特別活動：瑜伽

上午7:00 - 下午2:00 登記開放

上午7:00 - 下午6:00 翻譯耳機櫃檯開放

上午9:00 - 11:30 焦點會議

上午9:30 - 10:30 四分之一俱樂部（僅限四分之一俱樂部成員參加）

上午9:30 - 下午1:30 百萬圓桌商店開放

下午1:30 - 5:00 主場會議

下午3:00 - 5:30 百萬圓桌商店開放

晚上8:00 - 10:30 閉幕式(Party on the Platform)特別節目百萬圓桌達人秀

星期三，6月11日

閉幕式(Party on the Platform) 
特別節目百萬圓桌達人秀！

晚上8:00 – 10:30 
晚上8:00 入場 
 現場可購買飲料和零食。

晚上8:30 - 9:15 百萬圓桌達人秀

 為您的百萬圓桌夥伴歡呼，選出您最喜愛的表演 
 成為2014百萬圓桌達人秀比賽的獲勝者。

晚上9:15 - 10:30 舞會

在2014百萬圓桌年會的帷幕圓滿落下之際，與朋友們盡情
歡樂。

本活動免費，不過需要提前報名。在填寫《報名與住宿登記

表》時，請務必在「憑票入場活動」下，勾選適當的選項——您

必須年滿21歲才可以出席這個活動。

想法交流

上午9:00 - 10:00
交流想法與互相學習是百萬圓桌創會與發展的基本原則之一。

便於與會者互動的想法交流單元將提供英語、粵語、日語、韓

語、華語以及西班牙語分會場。

不提供同步翻譯 預購票活動

百萬圓桌達人秀——您光芒四射的機會！

在2014年4月21日以前，百萬圓桌接受參加2014百萬
圓桌達人秀參賽者的表演視頻。被選中的參賽者將在

2014百萬圓桌年會閉幕式(Party on the Platform)的舞
臺上角逐最後的勝利。所以，請重新穿上您的舞鞋，再

次展現您的歌喉......請把握時間提交表演視頻！訪問年
會網站瞭解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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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程如有變更

請訪問網站 www.mdrt.org/2014am 以瞭解最新動態。
所有節目資訊截至印刷時均準確無誤。所有2014年會演講嘉賓一經確認後，他們的名字會出現在2014年會的官方網站上。瞭
解最新演講嘉賓介紹和會議內容，請訪問：http://www.mdrt.org/2014am。

*預購票活動必須在報名時購買。活動現場概不售票。在填寫《報名與住宿登記表》時，請務必在「憑票入場活動」下勾選適當的
活動選項。預購票活動在2014年4月30日後恕不退款。預購票活動都不提供同步翻譯服務。

ConneXion Zone（交流區）

星期日，6月8日，上午10:00 - 下午5:00 

星期一，6月9日，上午11:30 - 下午5:30 

星期二，6月10日，上午11:30 - 下午5:30

在ConneXion Zone（交流區）建立您的社交網絡！

這個空間讓與會者不僅可以與其他會員交流，與參展商互

動，還可以聽取演講，參加主場會議演講嘉賓的問答環節，

或者瞭解可以提高業務的最新科技訣竅。如需瞭解展覽和

贊助商資訊，可以訪問www.mdrt.org/2014am，或者發送電
子郵件至：meetings@mdrt.org。

百萬圓桌商店

百萬圓桌商店擁有這個行業最佳的教育資源。這些資源大

部分由百萬圓桌會員所創作，是您事業成功的重要基石。百

萬圓桌商店的每件商品都可以用來鞏固您作為全球最菁英

的金融服務團體成員的地位。我們的商品種類包括：展業、

銷售方法與技巧、處理異議以及完成銷售等。

如想預先瞭解商品內容，請訪問 http://www.mdrtstore.org/。

 
 
 
 
 
 
 
 
 
 
 
 
 

百萬圓桌基金會

百萬圓桌基金會是所有百萬圓桌會員都享有的有意義

的福利。百萬圓桌基金會讓您能夠支持所關心的慈善

事業和團體，成為一名社區領導者，並認識一些偉大的

行業領袖。百萬圓桌年會期間，您可以通過支持2014

宣誓勸募(Promise Appeal)活動來參與基金會，此次活

動特別協助一家讓世界更團結、更和諧的慈善團體。 

www.mdrtfoundation.org  

http://www.mdrt.org/2014am
www.mdrt.org/2014am
mailto://meetings@mdrt.org
http://www.mdrtstore.org/
www.mdrt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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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地址

2014百萬圓桌年會的主會場位於多倫多會展中心(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地址：255 Front Street Wes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V 2W6。 

誰有資格出席？

2014百萬圓桌年會僅向被批准的2014年度百萬圓桌會員
開放。與會者配偶、親戚、朋友或業務夥伴都不允許報名

或出席年會的任何正式儀式或活動。請確保儘早提交您的

2014入會申請表。

報名費時間安排

優惠報名：2014年2月1日至4月21日

優惠報名費：695美元 
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美國東部標準時間晚上11:59）
之前收到報名表與有效付款。

提前報名：4月22日至6月6日 
報名費：895美元 
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至6月6日（星期五）（美國東部
標準時間晚上11:59）期間收到報名表與有效付款。

現場報名：   
報名費：995美元 
2014年6月7日（星期六）及會議期間收到報名表與有效付
款（將現場處理）。

如需通過電匯支付年會報名費，請聯絡meetings@mdrt.org，
瞭解銀行帳戶資料。

如何報名

百萬圓桌官方報名與住宿服務供應商Experient負責處理
所有報名與住宿請求和變更。

網站： www.mdrt.org/2014am

郵寄： MDRT Registration

 Experient/MDRT  
 P.O. Box 4088   
 Frederick, MD 21705 USA 

傳真： +1 301.694.5124 

報名和住宿問題諮詢：

美國地區： +1 800.974.3084

其他地區： +1 847.996.5876

電子郵件： mdrt@experient-inc.com

年會報名退款政策與時間安排

取消報名的請求必須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的形式發送給

Experient才符合退款要求。所有退款將以當初的付款方式
退還。退款請求必須在美國東部（紐約）時間晚上11:59以
前收到。

收到取消請求： 退款金額

2014年2月3日 -  全額退還（扣除50美元手續費） 
5月7日 

2014年5月8 - 23日 退還50%（扣除50美元手續費）

2014年5月24日以后 恕不退款

預購票活動 2014年4月30日後恕不退款 
   

*  有關<簽證被拒>的退款截止時間，參考第10頁。

mailto://meetings@mdrt.org
www.mdrt.org/2014am
mailto://mdrt@experient-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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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資訊 — 官方酒店

Experient將根據先到先得的原則處理所有酒店預訂要求。酒店選擇與價格僅供參考，恕不保證。請在酒店申請表中

註明到達與離開日期。如果這項資訊不完整，Experient將自動預訂為6月8日（星期日）到達，6月11日（星期三）離開。
確認預訂的信用卡需要在2014年8月仍然有效。我們接受American Express，Visa，MasterCard，Discover信用卡。

Experient將在收到您的《報名與住宿登記表》兩個工作日以內，通過電子郵件、傳真或郵件向您發送確認函。接受酒店

預訂申請的截止日期是2014年4月30日。在此之後收到的酒店預訂申請將根據實際客房的可用情況進行處理。客房數量
有限。預訂酒店時，請務必列出與您同住的人的全名。請保存一份《報名與住宿確認函》副本，以供存檔。

費爾蒙特皇家約克酒店(Fairmont Royal York)* 
（總部酒店） 
單人/雙人：239加元

房費包括：

Fairmont President俱樂部會員可以享受免費撥打當地電
話、免付費電話和上網優惠。加入Fairmont尊貴會員計劃
是免費的，可以在網上註冊，網址：www.fairmont.com/fpc。
賓客必須在入住酒店以前加入會員。

所有通過百萬圓桌住宿供應商Experient預訂酒店的與會
者將參加抽獎活動，獎品是享有一間客房免費升級至豪華

套房(Deluxe Junior Suite)。如欲參加抽獎活動，請務必在
2014年5月15日前預訂房間。

多倫多凱悅酒店(Hyatt Regency Toronto) 
單人/雙人：225加元

房費包括：

免費上網

免費撥打免付費電話和當地電話

多倫多中心洲際酒店(InterContinental Toronto Centre)
單人/雙人：269加元

房費包括：

免費上網

免費撥打免付費電話和當地電話

多倫多市中心萬麗酒店(Renaissance Toronto Downtown) 
單人/雙人：259加元

房費包括：

免費上網

免費撥打免付費電話和當地電話

  酒店客房價格以加元(CAD)計價，在退房時將收取相關的稅或費用（目前13%統一銷售稅HST與3%DMF費）。

費爾蒙特皇家約克酒店吸煙房間數量有限。這些房間需要提出申請，但不能保證。

關於是否可以升級或套房預訂情況，請直接聯繫Experient。

www.fairmont.com/f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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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變更或取消

變更預訂必須在線修改，也可以以書面形式向Experient提
出請求。取消預訂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請求。如果您需要

修改或取消預訂的酒店：

2014年4月30日 - 2014年5月13日
變更預訂必須在網上修改，或者把書面請求發送電子

郵件至：mdr t@exper ient- inc.com，或者，傳真至： 
+1 847.996.5401。取消預訂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請求。所
有變更都視當時情況而定，恕不保證。

2014年5月14日 - 2014年5月19日
所有酒店預訂將交由酒店處理。這段時間無法修改或取消。

5月20日
如果變更或修改預訂，請直接與酒店聯絡。根據各酒店的

政策，在已經確認的到達日期取消或沒有入住，酒店將收 
取一晚房費和相關稅費，並失去原先的預訂和押金。已經

取消的預訂不得恢復，如需住宿，需要重新預訂。

旅行簽證與護照

旅客必須持有有效旅行文件才能進入加拿大和順利返回

家園。根據您的出發地，文件要求有所不同。

如果會員申請加拿大簽證時需要出示邀請函，您可以訪問

2014年會官方網站，輸入2014年度百萬圓桌會員編號和出
生日期，即可生成一份顯示您姓名的邀請函，然後就可以下

載使用。

簽證被拒

如果報名參加年會的會員未能獲得加拿大簽證，百萬圓

桌協會將退還全額的報名費，前提是會員需要在2014年
6月11日前把被拒簽的官方文件提交給百萬圓桌，電子郵
件：mdrt@experient-inc.com。如果晚於2014年6月11日，
百萬圓桌恕不受理因拒簽而提出的退款請求。

護照

給自己充足的處理時間申請護照或換新的護照。檢查

2014年度會議的網站有用的鏈接資源，其中可以找到美
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加拿大邊境服務
署(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和西半球旅行計劃
(Western Hemisphere Travel Initiative)網站。

mailto://mdrt@experient-inc.com
mailto://mdrt@experient-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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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翻譯和翻譯耳機與接收器

2014百萬圓桌年會的官方語言為英語。百萬圓桌將為主場
會議以及同種語言翻譯申請人數超過50人的部分焦點會
議提供同步翻譯服務。百萬圓桌最多提供12種語言的同步
翻譯服務。如果收到申請的語言種類超過12種，將只提供
申請人數最早達到最低報名人數要求50位的12種語言。

同步翻譯服務需求必須在年會報名與住宿申請表上明確註

明。並且翻譯服務需求必須在2014年4月30日前提出。

百萬圓桌將為符合上述要求的所有報名會員提供同步翻譯

耳機和接收器。耳機和接收器數量有限，如果在事先報名

時沒有提出要求或在年會現場報名時提出，百萬圓桌將無

法保證足夠的耳機和接收器可用。

租用耳機時，需通過個人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Visa
或MasterCard）支付400美元的押金。會議結束後，設備在
交還時保持完好無損，信用卡憑單將予以退還，並不收取

任何費用。

 
 
 
 
 
 
 
 

助聽器

需要聽力協助的會員，現場將提供助聽器，請務必在報名

表中註明需求。

租用耳機時，需通過個人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Visa
或MasterCard）支付400美元的押金。會議結束後，設備在
交還時保持完好無損，信用卡憑單將予以退還，並不收取

任何費用。

作為PGA志工體驗年會

加入節目統籌安排(Program General Arrangement, PGA)
志工團隊，能夠豐富年會體驗、與其他會員交流、結識新朋

友。PGA志工的工作是在年會期間接待與會者、檢查姓名
吊牌、指引方向，以及協助其他的重要工作等。百萬圓桌年

會的體驗獨一無二——積極參與其中吧！

當您在網上www.mdrt.org/pga或以傳真方式報名年會時，
可以瞭解更多詳情或報名加入PGA志工。索取PGA志工
傳真表格，可以發送傳真至百萬圓桌或直接撥打電話，傳

真：+1 847.518.8921，電話：+1 847.692.6378。

所有志工都必須出席6月7日（星期六）下午4:30舉行的
PGA說明會。在說明會上，您將瞭解到關於您所負責工作
的重要詳細細節。請在安排旅程計劃時，確保按時抵達多

倫多出席說明會。

http://www.mdrt.org/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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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與交通

多倫多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交通非常方便是重要的國際交通樞紐站。如需瞭解其他交通資訊，請訪問2014年會網站。

Gant旅遊公司 
百萬圓桌與GANT旅遊公司合作，滿足您的旅行需求。

免付費電話： +1 877.883.4865（美國與加拿大地區）

直線電話： +1 224.803.2601（美國與加拿大地區以外地區）

電子郵件： mdrt@ganttravel.com 

服務時間： 上午7:30至下午6:00（加拿大中部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搭乘飛機

多倫多有兩個機場：

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 (Toronto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從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到市中心平均時間約為25至40
分鐘。

> 機場豪華轎車平均車費： 
 58加元（單程）

> 機場巴士： 
 27.95加元（單程），42加元（來回雙程）

多倫多市中心機場(Billy Bishop Toronto City Centre 
Airport)
這個機場又稱為多倫多島機場，是全球最便利的城市機場。

位於多倫多群島的西邊，被譽為「多倫多城的前門」，乘坐

輪渡和穿梭巴士只需數分鐘即可到達市區。有兩家航空公

司可抵達這個機場：波特航空 (Porter Airlines)和加拿大
航空 (Air Canada)。加拿大和美國有 15個城市的航班可
以飛往這個機場。

聯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當您預訂航班出席2014百萬圓桌年會時可以節省機票費
用！ 

百萬圓桌與聯合航空合作為百萬圓桌與會者和貴賓提供會

議特別折扣。當搭乘我們合作的航班可以節省機票費用約

2%至10%。折扣適用于聯合航空和由聯合航空所運營的航
班或聯合快運(United Express)、漢莎航空(Lufthansa)和
全日空航空(All Nippon Airways) 旗下的其他航線。使用時
受相關規定的限制。

> 在UNITED.COM預訂機票時，輸入優惠碼：ZQT2427441。

Hertz租車

Hertz向百萬圓桌會員提供每日、週末或每週優惠價格，您
可以參觀多倫多的風景名勝！

您可以通過在網上預訂來享受此次大會的特別優惠價

格——在2014年會網站查看大會特別優惠價格的鏈接。在
預訂時，請務必提供以下CV碼。

> Hertz電話： 
 +1 800.654.2240 或 +1 405.749.4434

> CV碼： 
 02RA0027

加入百萬圓桌社群

為了在會議前瞭解百萬圓桌的最新動態，歡迎加入百萬圓

桌Facebook粉絲團。您將接收到會議的最新動態和資訊。

2014年會期間，百萬圓桌將在Twitter上全程與大家即時
互動，歡迎積極參與。加入百萬圓桌Twitter社群，帳號是 
@MDRTweet，還可以使用#MDRT2014搜尋來參與討論。

#MDRT2014

mailto://mdrt@ganttravel.com


探索多倫多的 
熱門景點與活動。
我們建議您訪問特別為百萬圓桌所

設計的多倫多旅遊官方網站：w w w .
mytorontomeeting.com/mdrt2014.aspx，
探索多倫多。請務必訪問「Deals」欄目，查
看他們所提供的景點、餐飲、購物、娛樂等

優惠資訊。

www.mytorontomeeting.com/mdrt2014.aspx
www.mytorontomeeting.com/mdrt2014.aspx


MDRT®,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 Top of the Table®, Court of the Table®, MDRT Foundation®, The Premier Association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ConneXion 
Zone®, Global Gift Fund® 以及百萬圓桌® 都是美國百萬圓桌協會的註冊商標。

未來的百萬圓桌 
會議
2014頂尖會員年會
9月17日 - 20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

2015年會
6月14日 - 17日,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