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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倫多，瑟伯利，蘇珊瑪麗，蜜月湖， 尼亞加拉瀑布
Tour Code: MAGW05/06/07

1

哥文號Segwun。（*季節性，如遇景點特別活動將取消此行程）隨著令人難以
忘懷的汽笛鳴響，Segwun 駛離港口。燃煤發動機推動著雄偉的塞哥文號優雅
向前行駛，經過號稱百萬富翁大街的世界級避暑山莊。於傍晚時分抵達多倫多
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2 多倫多 - 瑟伯利 - 蘇珊瑪麗

多倫多 - 尼亞加拉瀑布 – 多倫多皮爾遜國際機場
清晨出發，途徑多倫多市中心區，前往舉世聞名的尼亞加拉大瀑布。首先欣賞
IMAX 瀑布歷史大電影，瞭解神奇，神秘，神話般的尼亞加拉瀑布與歷史上許
多著名的令人震撼和激動不已的事。其後登上天虹塔，360度觀景台鳥瞰瀑
布迷人的景色及觀賞宏偉壯觀的美國瀑布，新娘面紗瀑布和加拿大馬蹄型瀑
布。中午自費享用中式午餐後乘搭世界聞名 “吹號手＂瀑布景觀船（季節性行
程，約4月至11月)，近距離觀賞氣勢磅礴的瀑布從高空奔騰而瀉，涌澎湃，
如雷的水聲震耳欲聾，令人嘆為觀止。其後前往參觀世界聞名尼亞加拉瀑布葡
萄園區，及免費品嘗加拿大特產冰酒。尼亞加拉區獨特的地理位置及氣候環境
培育出的冰葡萄，釀出的酒更獨特，更醇香。其品種主要有冰白葡萄酒和冰紅
葡萄酒。其中冰白葡萄酒顏色呈透明金黃色，素有“液體黃金＂之美稱，散發
出蜂蜜和水果等香味，口感甘甜醇厚，清新可口，在釀造過程中不加任何額外
糖原，是重視健康人士的喜愛的綠色食品。
(五天行程完畢後，於傍晚時分送抵多倫多YYZ機場，請預訂晚上八點或之後離
開航班。)

原居地–多倫多
團友抵達多倫多後送往酒店休息。（24小時接機，巴士站，或多倫多市內指
定地點）
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多倫多出發，沿安河著名楓林區北上，到達安河北部第一大城市─瑟伯利
市。午餐後，參觀北方自然科學館，館內包羅萬有，目不暇給。更可欣賞4D
立體大電影！當地亦有全加最大五分錢鎳幣可供留影。晚餐於蘇珊瑪利市,餐
後入住酒店。
酒店：Quality/Quattro/Holiday Inn 或同級

3

蘇珊瑪麗 - 亞加華峽谷 - 蘇珊瑪麗
早上乘坐世界聞名的賞楓觀景火車緩緩開進亞加華大峽谷，沿途經過黑熊煉
鋼廠進入全加最大、最漂亮的楓林區。沿途楓林密布，七彩繽紛，令人心曠
神怡，賞心悅目，仿佛處身于楓海中，令人發思古之幽情……稍後到達以「
賞楓」而舉世知名的亞加華大峽谷，沿著山間小徑拾級而上，途經新娘瀑布
及黑熊瀑布，令您有如置身世外桃源，繼而登臨穀頂遠眺整個亞加華峽谷，
楓海波濤，重重迭迭，仿佛帶您進入充滿濃濃秋意，浪漫迷人的童話世界，
此時真有「欲窮千里目，更上一層樓」之詩意，更可盡情投入大自然懷抱。
黃昏時分，火車帶著浪漫的回憶返抵蘇珊瑪利市。
必須預繳門票（亞加華火車）: 每人(大人小童同價)$137; 嬰兒 (2歲以下) $0
（*火車如因機械故障或天氣等不可控因素將取消，火車票全退後不再有額外
賠償）
酒店：Quality/Quattro/Holiday Inn 或同級

4

蘇珊瑪麗 - 蜜月湖 - 多倫多
早餐後，意猶未盡的離開蘇珊瑪利市，前往著名的賞楓區，坐落在湖畔邊的
格雷文赫斯特小鎮。加拿大著名醫生、中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白求恩大夫
的出生地。之後乘坐北美最古老，建于1887年的燃煤蒸汽船——皇家郵輪塞

5

六天行程繼續如下:

5
6

Tour Code: MAGW06

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行程A或B二選一
Option A: 多倫多深度遊
清晨出發，到達多倫多市中心參觀省議會（外觀），多倫多大學，唐人街，拍
照留念。之後登上CN塔，位于多倫多心臟地帶的多倫多地標。塔上瞭望台可
觀賞安大略湖和多市全景。其後再到安大略湖畔乘搭觀光船(季節性行程，約4
月至10月)， 到市區對岸中央島，蔚藍的天空和安大略湖水交相輝映，回首遙

望對岸繁華鬧市構成一幅令人嘆為觀止的圖畫。登上島後漫步，綠草如茵，
鳥語花香，一望無際的湖泊儼然成為一個大自然的世外桃源。自費午餐後參
觀卡薩羅馬城堡，這座屹立在小山上的中世紀古堡給人以既高貴又古樸的神
秘感覺，獨特的建築風格吸引了多部好萊塢電影在此取景。曾經多倫多最昂
貴的私宅更見證了多倫多百年發展史，大宅擁有5英畝的私人花園，各樣的花
卉爭奇鬥艷，現為多倫多人攝影首選景點。
Option B: 奧特萊斯瘋狂購物遊
清晨出發，前往加拿大最大的露天名牌直銷購物中心Outlet
Niagara。

Collection

at

(六天行程完畢後，於傍晚時分送抵多倫多YYZ機場，請預訂晚上八點或之後
離開航班。

七天行程繼續如下:

Tour Code: MAGW07

9月Sep

26,27,28,29,30

10月Oct

1,2,3,4,5,6,7,8,10,11,12

MAGW06 出發日期

6

多倫多深度遊
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或同級

7

MAGW05出發日期

*以上行程順序僅供參考，具體行程會因出發日期，天氣，交通等因素有所調整。

成人 12+
Adult

***Mandatory Agawa Train Ticket 必須預繳亞嘉華火車票
Science North 自然科學館
Muskoka Steamship*Seasonal 皇家郵輪*季節性
Skylon Tower 天虹塔
IMAX 瀑布大電影
Horner Blower Cruise“吹號手＂觀光船
CN Tower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Central Island Cruise 中央島游船*季節性
Casa Loma Castle 卡薩羅馬古堡
Niagara Fall Lunch瀑布午餐
Minimum mandatory service fee per person/day 司機導游最低服務費每人/天
Airport transfer driver service fee per person 接機司機服務費每趟/人

25,26,27,28,29,30

10月Oct

1,2,3,4,5,6,7,8,9,10,11,12

MAGW07出發日期

奧特萊斯購物遊 – 多倫多皮爾遜國際機場

其它費用 CAD$含稅價格

9月Sep

9月Sep

24,25,26,27,28,29,30

10月Oct

1,2,3,4,5,6,7,8,9,10,11,12

老年65+
Senior

兒童12Child

$137(2歲以上大小同價); $0 (2歲或以下)

$31.00
$38.00
15.00
15.00
33.00
$43.00
30.00
30.00
$17.00
14.00
7.00

$28.00
$38.00
15.00
15.00
33.00
$39.00
28.00
25.00
$17.00
14.00
7.00

$26.00
$20.00
9.00
11.00
18.00
$32.00
18.00
20.00
$13.00
14.00
7.00

費用包括

旅遊細則

1) 專業華人導遊
2) 豪華旅遊巴士
3) 酒店住宿

1) 出發前14天內取消訂位，所繳費用包括行程內全部入場費、膳食及住宿酒店，恕不退還；出發前
15-29天取消訂位，每人扣除團費50%；30天前取消訂位，每人扣除手續費$35.00。
2) 酒店房間以兩張床為準，每房只可容納最多四人入住。房間內不准吸煙，否則罰款自負。
3) 為公平起見，導遊將每天更換座位編排一次。
4) 團友須準時到達指定集合地點，若因逾時或其他個人理由而不能成行，則作自動放棄，所繳費用一概
不獲退還。
5) 行程中如發生意外以引致傷亡或其他損失, 當根據各營運機構所訂之例作為解決依據, 概與本公司無
涉。
6) 如遇上特殊情況，如惡劣天氣, 交通事故等，本公司保留更改或取消行程權利，團友不得異議。
7) 本公司提議各團友購買旅遊保險，以確保個人利益。
8) 本公司有權更改酒店及行程次序，不作通知。
9) 以上行程順序及參觀時間僅供參考，具體行程會因出發日期，天氣，交通等因素有所調整。

費用不包括
1) 機票
2) 行程內沒有包含的膳食
3) 司機及導遊服務費
4) 行程內的所有景點門票和收費
5) 各種私人開支
6) 接送機及協助辦理酒店入住手續

CST#2001110-40

*以上所有門票&餐費標價以僅供參考，實際窗口價可能
會有適當調整，恕不另行通知。
Price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seasonal change
without notice.
*凡從非本地接社購買景點門票或城市City Pass，均不適
用於此旅行團。否則團上需收取CAD40/位附加費。
*Admission tickets bought through sellers other than
our land operator or City Pass are not applicable to our
tours, otherwise surcharge $40 will applied.
*預付門票只能打包購買，如果只付某項目請客人車上支
付給導游。
Only accept prepaid whole admission package,
otherwise guest can pay on the bus.
*10人或以上訂單必須預付全程門票以及導游服務費。
For group 10 or more people, request prepaid whole
admission package and tour guide service fee.

特約旅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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