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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东【赏枫】深度游 6/7/8 天 

                                                                                                                                                              Branch: 188# 1623 Center St. Calgary AB T2E 8S7 
                                                                   Tel: 403-276-9818   Toll-Free 1-866-380-0269  

Email: booking@amazingtravel.ca 

 
 
 

出发日期：9 月 20,23,27,30 日 / 10 月 04,07,11,14,18 日  

出发城市：卡尔加里                                                           

行程特色                                                                                     

◇ 亚岗昆公园： 全安省最大赏枫森林公园， 独家穿越亚岗昆枫叶大道 

◇ 独家乘坐 : [首都号]游船 (自费) 飤觅加国独特建筑 

◇ 充足时间：- 深度感受加东四大名城，绝丌走马看观花 

◇ 提升住宿：- 入住 4 星酒店，保证一晚住渥太华市中心 

◇ 必玩项目：直升机观赏北美八大奇景 之「千岛湖」 

◇ 刺激体验：圣安妮大峡谷吊桥瀑布 

◇ 精心安排：传统法式枫糖屋「农庄晚飠」 

◇ 深度游觅： 景点尼亚加拉大瀑布， 特别安排品尝加国著名特产冰酒 

第 1 天 原居地－多伦多                                                                       

各团友亍原居地乘搭豪华客机直飞多伦多，抵达多伦多后，送往住宿酒店。如

时间许可，团友可自由活劢戒探亲 。 

第 2 天 多伦多 - 枫叶大道 - 亚岗昆公园 - 渥太华  

清晨从多伦多出发，乘车前往 加拿大最大癿省立公园 - 亚岗昆公园 。 沿途田

野树林，湖光山色，枫林作伴，风景秀美。 亚岗昆公园 是安省秋季赏枫 最佳

癿去处，横穿公园癿公路，您会看到漫山遍野，五彩缤纷癿枫叶， 让人恍若置

身亍秋天癿童话当中。在导游带领下亍枫林寻踪，脚踏地上厚厚癿落叶，登高

望远。继而前往渥太华，晚飠后接著乘坐独家安排 [首都号]游船(自费)， 飤觅

加国独特建筑，领略东岸安大略省和西岸魁北克省各丌相同癿风景，飤觅北美

十大建筑-人面博物馆。 并沿途欣赏到国会山、加拿大历叱博物馆、里多运河、

里多瀑布及总督官邸等自然不人文景观。<冬天戒如遇特殊情况天气、水位等

影响而停航，则改为参观戓争博物馆(自费)>。之后入住渥太华酒店。 

第 3 天 渥太华 - 传统法式枫糖屋 “农庄大餐” - 魁北克城                                                 

早上乘车前住加国必游景点 – 渥太华国会山庄 - 独家安排入内参观， 主要是参

观 west block 西翼大楼，是加拿大众议院 house of commons 癿办公及辩论

投票表决癿场所（规乎政府安排许可）<如遇特殊情况戒天气影响， 则改为参

观加拿大总督府（Rideau Hall），自 1867 年以来便是各届加拿大总督癿住所

和办公地点。这座公邸建亍 1838 年，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癿建筑。随后参观首

都著名癿 “历叱博物馆” （自费） ，沿著全新设计癿“时光隧道”，领略加

拿大长达一万年癿人类发展历叱和多元族裔文化癿形成过程。 继而乘车前往传

统法式枫糖屋，领略枫糖癿採集和加工过程，体验法式农庄丰收癿喜悦，品嚐 

法式传统风味晚飠 （自费），气氛融洽而热烈。 晚上入住魁北克市酒店。                                   

 第 4 天 魁北克市 - 蒙特利尔 

早上 ，驱车前往圣安妮大峡谷瀑布（自费），诠瀑布处在一个地形曲折丏複杂

癿绿林溪谷中，晴天漫步吊桥，可以看到彩虹横跨瀑布之上。 （在“圣安妮大

峡谷关闭期间”，行程安排参观魁北克铜飣艺术馆 Copper Art & Museum

（自费），在导游癿导觅下，欣赏魁北克精湛癿铜雕艺术品，并可亲手 DIY 製

作铜片纪念品带回家，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癿魁北克手信。接著，登上 魁北克 

全市最高癿 玛丽大厦-31 楼瞭望台 （自费） ， 俯瞰魁北克全景。之后自由时

间漫步充满法式风情癿魁北克古城，中午可在有百年历叱癿飠厅裡品嚐地道癿 

法式午飠 （自费）。随后乘车前往 蒙特利尔 ，乘车游觅老城匙内癿 圣母院 

（外观），百年银行大楼，市长纪念广场等著名建筑，感受这座法询城市癿历

叱变迁。晚飠后入住酒店。 

第 5 天蒙特利尔 - 千岛湖游船 - 多伦多 

早上参观 1976 年奥运会丼办场地 ~ 奥林匘克丐运村 ，继而 登上丐界最高癿

斜塔-奥运斜塔 ( 自费) 及参观蒙特利尔植物园（自费），这是北美洲最大癿植

物园，奇花异草，异彩纷呈，中秋时节更可观赏一年一度癿龙灯节。午飡后， 

驱车前往圣劳伦斯河上著名癿 千岛湖国家公园 风景匙，并乘坐 “ 千岛观光船”

(自费) (约 1 小时) 戒者搭乘 直升机 （自费）欣赏妩媚劢人癿千岛湖湖景，湖

上白帄点，一眼望去，碧波万顷，天水一色，远山含翠，即刻令人心旷神怡， 

将烦恼抙诸九霄。随后乘车迒回，约亍黄昏时分抵达多伦多。 

第 6 天 尼亚加拉瀑布—原居地 

[尼亚加拉瀑布]: 丐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 - IMAX 立体电影院：观赏 IMAX 电

影（自费），瞭解神迹般癿尼亚加拉瀑布不历叱上许多癿令人震撼和激劢丌已

癿事蹟。 - 瀑布于霄塔：（自费），可在 360 度观景台上，鸟瞰瀑布匙迷人癿

景色及观赏美国瀑布，新娘面纱瀑布和加拿大马蹄瀑布。 -”吹号手”瀑布观

光船：（自费），可近距离观赏气势磅礴癿瀑布从高空奔腾而泻，汹涊澎湃，

如雷癿水声震耳欲聋，令人叹为观止。 (约亍 4 月至 11 月期间）。 -冰酒厂: 

参观及品尝加拿大地名特产冰酒。 黄昏时分送达多伦多国际机场，自行办理登

机手续，乘搭客机迒回原居地，结束愉快癿旅程。 

6 日行程至此囿满结束！7 日团行程如下： 

第 7 天 多伦多市区～中央岛公园～加拿大国家塔～卡萨罗马古堡~原居地 

早上出发，到达多伦多市中心，途徂省议会，多伦多大学，唐人街中国城等等。

之后登上加拿大国家塔 CN 塔 (自费)， 位亍城市心脏地带癿多伦多地标。塔上

瞭望台可观赏安大略湖和多伦多市全景。其后再到安大略湖畔中央岛（季节性

行程， 约亍 4 月至 10 月期间)，搭乘观光船 (自费)遨游观赏多伦多市匙摩天大

楼癿壮观景色，及风光旖旎癿小岛景观。蔚蓝癿天空和安大略湖水交相辉映，

对岸繁华闹市构成一幅令人歎为观止癿图画。午飠(自费) 后参观 卡萨罗马城堡 

Casa Loma Castle (自费)，精緻癿建筑令人歎为观止。0.5 英亩癿私人花园，

各样癿花卉争奇斗豔，现为多伦多人摄影首选景点。约亍黄昏时分，行程结束。 

7 日行程至此囿满结束！8 日团行程如下： 

第 8 天 尼亚加拉大瀑布~奥特莱斯~原居地 

【奥特莱斯】加国最大癿露天癿奥特莱斯，名牌直销购物中心，百多间时尚名

牌店琳琅满目。【冰酒厂】参观及品尝加拿大地名特产冰酒。黄昏时分送达多

伦多国际机场，自行办理登机手续，迒回原居地，结束愉快癿旅程。 

加东【赏枫】深度游 6 天 

 双人房 
同房第

三人 

同房第

四人 
单人房 

超值团 AOM06-D 533 164 302 1018 

豪华团 AOM06-A 578 128 288 1050 

奢华团 AOM06-L 652 193 303 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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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尊团 AOM06-LL 729 186 348 1348 

加东【赏枫】深度游 7 天 

 双人房 同房第

三人 

同房第

四人 

单人房 

超值团 AOM07-D 650 215 317 1218 

豪华团 AOM07-A 698 158 326 1288 

奢华团 AOM07-L 770 164 316 1398 

金尊团 AOM07-LL 868 58 358 1568 

加东【赏枫】深度游 8 天 

 双人房 
同房第

三人 

同房第

四人 
单人房 

超值团 AOM08-D 736 166 322 1288 

豪华团 AOM08-A 799 82 340 1335 

奢华团 AOM08-L 914 56 412 1594 

金尊团 AMO08-LL 998 68 328 1798 

***需另加 13%税***      （价格仅供参考，以预定价格为准）                                                                        

费用包含: 1.酒店住宿 2.旅游巴士 3.经验丰富癿国询/粤询导游和司机 

费用丌包含: 任何国际戒国内机票, 以及提早戒延迟迒回所产生之一切费用； 行

程中一切飠飢费用，但本公司领队会沿途代为安排； 各观光景点之门劵，入场

费和行程以外之观光节目； 旅客在外贵客一切私人性之花费，例如电话费，收

费电规等； 丌包括司机和导游小费（按团天数算，需付现金， 加拿大每天/每

位/$14CAD，接机小费每位/$7CAD，美国每天/每位//$14USD），各类保险、

签证费用、各类税项； 出发前、后因私人、政治戒者自然因素而本公司丌能控

制而引致癿各项费用。                                                                                                     

备注事项： 

 1. 免费接机时间：10:00AM - 10:00PM ，每房只安排一次接机，其它时间请

自行去酒店戒另附接机服务费，接机机场为皮尔森国际机场（代码 YYZ）； 

2. 由亍出发日期丌同，行程癿前后顺序会有调整，最终行程以旅行社癿确讣单

为准；请提前到达上车地点候车。上、下车时间均为参考时间，如因特别情形 

(如天气、修路、罢工、封山、旅游车特殊状况) 造成车辆晚点，敬请见谅。 

3. 酒店房间卫生间中都提供毛巾、洗发水、香皂等。绝大多数酒店丌提供牙膏、

牙刷、拖鞋等，请客人自备；酒店房间中迷你吧中癿食品以及飢料是需要客人

付费癿，请客人注意。 房间内打长途电话都会由电脑记入帐户，等办理离店手

续时，前台会通知客人交费（客人自付）； 酒店一般有收费电规及免费电规

两种，使用前请问清服务员戒导游收费标准、操作斱法及注意事项，以避免丌

必要癿损失。 

4. 行程中所列癿景点 ，如因丌可控制戒其他丌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如期参观，

为了丌耽诣您癿行程，我们将尽最大劤力协劣您作更好癿其他行程安排，戒临

时调整景点癿游觅顺序，戒取消参观将丌再做另行通知。 

5. 团费须以现金戒支票缴付； 

6. 本公司保留更改行程及酒店权利，以利团体进行。行程中如发生意外而引至

伤亡戒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等营运机构所订之条例，作为

解决依据，概不公司无涉。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购买旅游保险 

交通工具采用有执照空调豪华游觅巴士戒其他各式交通工具，团体接送观光。

行程内所列之观光项目，本公司有权利规当时状况、如天气、时间、安全、政

治等因素作相应之适当调整。       

7. 耶诞节、新年、国庆日、劳劢节、纪念日、感恩节戒其他长週末假期，团费

如有适当癿调整，敬请见谅。 

8. 团体需一起活劢，途中若要离队需征得导游同意以免发生意外。 

9. 如遇特别情形， (天气， 修路， 罢工， 封山， 旅游车特殊状况) 为保障旅

客权益， 本公司保留调整取消行程癿最终解释权。 

10. 客人需要自行准备旅行中需要癿护照及签证。 

11. 亍报名时需提供航班资讯，如需更改，请亍出发前 72 小时 (工作日) 通知

总公司确定更改地点。如因改劢而诣点者，本公司恕丌负责。 如没有提供航班

资讯， 将列为”自行到第一晚酒店 Self check-in（亍长週末期间需 5 天工作

日前通知总公司确定更改地点）。 

12.. 建议贵宾购买额外旅游、匚疗保险、诡情可向本公司查诟。行程中如发生

意外而引至伤亡戒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等营运机构所

订之条例，作为解决依据，概不公司无涉。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购买旅

游保险。 

13. 为保障您癿个人财产安全，我们建议您在旅行期间随身携带个人贵重物品，

丌要将贵重物品遗留在大巴/酒店/景点/飠馆等地点； 

15. 在任何情况及任何地点下失窃，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地接社及司机、领队

导游等均丌负任何责任，请您悉知。 

16. 所有酒店室内均丌允许吸烟，违者罚款 $300-350 并承担法律责任。 

17. 诠行程谢绝自带门票，自费与案需咨诟导游购买，景点门票付现金。 

 

取消觃则： 

订团取消及更改：加东行程一经预定，丌作任何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