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部全新2019年巨無霸遊覽車隊現已投入服務豪華車廂設計，為各位貴賓帶來非凡的旅遊體驗

貼心安排巴士首選座位 第1-4行 收費另計

WI-FI通訊功能 寬敞舒適設計 高清先進的
彩色屏幕

HD

靠背電源插座

行程精華：

・ 加拿大唯一旅行社，不惜增加成本，獨家全線採用最
新型號豪華巨無霸遊覽車隊，配備卓越頂尖設備包括加拿
大及美國無線上網的Wi-Fi通訊功能，座椅及靠背的供電插
座等等

・
 

獨家安排國語專車及粵語專車，帶來非凡的旅遊體驗

・
 

獨家提供全程加拿大及美國無線上網Wi-Fi無限數據使用

 

 

 

 

 

 

 

 

價目表

酒店安排

一直堅守確保乘客安全為核心使命，亦是加拿大唯

一旅行社保證不採用車齡超過3年的遊覽車用於旅遊

團產品服務，有別於充斥市場上的超過十年以上舊

款巴士。

禮賓接待：

AGV-5

SEP 26, 27, 29

OCT 1, 3, 4, 6, 
        8, 10, 11

THU/FRI/SUN 星期四/五/日

AGV-6

SEP 25 - OCT 11  DAILY 每天出發

Complimentary Airport Transfer  免費機場接送
Arrival Time 建議到達航班時間 
Between 9:00 am to 9:00 pm

Departure Flight 建議回程航班時間
After 8:00 pm (Domestic) 

 

After 9:00 pm (USA & International)

2019 Departure Date

2019 出發日期

精選酒店

特約代理：

旅行團出發前天數       取消行程手續費      更改行程手續費

30天或以上                 CAD$200/人           CAD$50/人

   15-30天                    CAD$200/人          CAD$100/人

   0-14天                      不能取消                不能更改

行程取消及更改退款條例

‧乘坐遊船暢遊三萬群島，欣賞佐治雲灣的迷人風光及北部特色之180度旋轉鐵橋
‧乘坐亞加華大峽谷賞楓列車，深入原始地帶探索和體驗獨一無二的安省北部秋色
‧賞楓列車升級體驗：鑲有全新有色玻璃的寬大車窗，讓乘客們可360度全方位
地感受窗外綿延壯觀、顏色絢爛的風光

‧前往著名賞楓聖地 — 亞岡群省立公園，欣賞五彩繽紛的楓樹林醉人景色
‧乘搭“霍恩布洛爾號”穿越世界七大自然奇景尼亞加拉大瀑布
‧參觀北美享負盛名的葡萄酒產區著名釀酒廠
‧多倫多市深度遊 (6日團)

每人價格包稅
Price/person($CAD) 

Sep 25-Oct 11

Sep 25-Oct 11

四人一房QUAD 
包稅($ CAD)

三人一房TRIPLE 
包稅($ CAD)

單人房SINGLE 
包稅($ CAD)

二人一房 TWIN 
包稅($ CAD)

AGV-5

AGV-6

價格有效期

成人及兒童同價：$137 (TAX INCLUDED)

火車如因機械故障或天氣等不可控因素取消，火車票全款退付後不再有額外賠償

亞加華大峽谷火車票 （需在訂位時預繳）COMPULSORY AGAWA CANYON TRAIN TICKET

2歲以下嬰兒：$0

$638

$768

$498

$538

$1,098

$1,250$618

$438

TUE/THU/FRI/SUN
星期二/四/五/日

城市
蘇珊瑪利 SAULT STE MARIE

三星級酒店或同級
Markham Marriott or

Hilton Toronto or Edward Village
same class

三星級品牌酒店
Holiday Inn or same class
(每人贈送早餐或早餐盒)

三角洲品牌酒店
Delta Hotel or same class

剎巴利 SUDBURY多倫多 TORONTO

入住酒店

(5日團入住2晚，6日團入住3晚) (5,6日團入住1晚) (5,6日團入住1晚)

「獨家入住」 2018年全新
多倫多萬錦市萬豪大酒店
Markham Marriott Hotel

蘇珊瑪利三角洲酒店
Delta Hotel
by Marriott Sault Ste. Marie
Waterfront Hotel 

A團
多倫多萬錦市希爾頓大酒店
Hilton Toronto/Markham Suite 
Conference Centre

A團A團

獨家入住

亞加華大峽谷鐵路賞楓
 AGV-5/65/6日遊

賞楓
推薦



精選酒店

多倫多市區一日遊－出發地

多倫多－尼亞加拉瀑布－多倫多/出發地（5日遊）

 

費用不包括：

  
  
  
  
  

  

尼亞加拉大瀑布

聯合國文化古城魁北克市

佐治雲灣旋轉鐵橋

亞岡群省立公園

亞加華大峽谷賞楓列車

多倫多地標

費用包括：

  
  

行程介紹

出發地－多倫多

多倫多－剎巴利－蘇珊瑪利  

早晨後，迎著晨光踏上了浪漫神秘的亞加華大峽谷之旅。清早乘坐賞楓列車(火車票需在

訂位時預繳) 沿著曲折起伏的盤山鐵路爬高坡、跨山澗。帶您進入山巒起伏、延綿茂密

的林木參天、穿插其間的湖泊河流晶瑩透澈，怪石嶙峋的亞加華大峽谷。時而在懸空

的高架橋上飛馳，時而貼著湖岸奔跑，時而縱深入谷底, 燦爛奪目的楓葉，令您相信

眼前的一切都是夢景！登上眺望臺，您可觀看宏偉大峽谷全景！拾步於長達幾百世

紀歷史的國家公園內遊客步行小徑上，更令您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新娘面紗瀑布、

黑熊瀑布、但見飛瀑飛瀉、點綴山林、極具魅力！

DAY
1

6

DAY

DAY

6

5
DAY
2

DAY
3 蘇珊瑪利－亞加華大峽谷－剎巴利

早上由多倫多出發，乘搭豪華旅遊巴士，取道安省著名湖景度假別墅區，乘坐遊船暢遊三萬群島，

及欣賞佐治雲灣的迷人風光。遊船經ParrySound遊艇會、玫瑰島、三里燈塔、北部特色之「180

度旋轉鐵橋」等風景⋯⋯午後，前往北部舉世聞名之鎳礦盆地剎巴利市。花崗岩石上的巨型雪

花雕塑帶領著您進入市中心北鬥科學館。這北鬥科學館是標誌著剎巴利盆地內五億年的無窮自

然寶藏，和加拿大工業發展的里程碑。科學館內展覽包羅萬象有：人類及大自然的進化歷程，

大型鯨魚化石、地理、巖石、植物種類，以及人類對自然生態的保護。隨後，一路上花草茂盛，

舉目盡是萬紫千紅的「楓景」，加上麟峭的怪石。湖光閃爍，互相輝映，另您陶醉在原始樸實

的畫境中。傍晚抵達蘇珊瑪利古鎮。

https://safewaytours.net     |     TICO No. R2365905/W2580057

清晨出發，暢遊多倫多市區景點包括省議會、市議會、古典維多利亞時期建築的多倫

多大學、唐人街等等。之後前往參觀加拿大里普利水族館 (Ripley's Aquarium of 

Canada)，水族館擁有北美最長的海底觀賞隧道，超過570億升水和超過100個互動

的設備，走在窗前，恍如被整片海洋所包圍，感覺置身於海底，沿途還可看到巨型

魔鬼魚、鎚頭鯊等珍奇的海洋生物，非常壯觀，是新一處引人注目的景點。位於近

旁的多倫多地標 —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CN Tower)，現在是世界上第五高的「自立

式建築物」。(MAY-SEPT) 其後再到安大略湖畔，乘搭觀光船遨遊觀賞多倫多市區

摩天大樓的壯觀及風光旖旎的小島景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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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建築風格吸引了多部好萊

塢電影在此取景。全部活動圓滿結束。

DAY
4 剎巴利－亞岡群省立公園－多倫多

早上前往著名賞楓聖地 — 亞岡群省立公園。踏進五彩繽紛的楓樹林里，腳下是

細細軟軟的落葉，如同蹋在一層厚實溫暖的地毯上；欣賞著清新通透的空氣，讓

您與這一片景色融化在一起，感受大自然無私給予的幸福美滿。繼而前往安省著

名的白求恩故居，傍晚抵達多倫多。

是日，團友乘搭飛機抵達加拿大第一大城市 — 多倫多，多倫多素有金融中心之美稱。團友抵達後可探訪親友或自由活動。

4-10月附加自費行程：抵達航班時間必須在4:00PM或之前 (每位CAD$49包稅)，2人成行
多倫多夜遊行程：途徑多倫多古典維多利亞時期建築的多倫多大學，唐人街等等，并於市議會TORONTO地標前留影。繼而前往國家遺

產保護區 — 多倫多的古釀酒廠商業村，這裡充滿了歷史與現代的設計，娛樂和創意結合。在鵝卵石鋪成的街道上， 逛逛商店、餐廳和

畫廊。古釀酒廠區步行街上，欣賞在北美保存最完整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鐵絲網上掛上「戀人鎖」，讓此處變得更加受歡迎。安大略湖

海濱中心，是另一處引人注目的景點，在沿岸的海濱木板長廊漫步，無與倫比的位置，能夠欣賞湖心島和中心機場，著名多市地標CN

塔，每到晚上點亮華麗的燈光，一眼眺望多市美麗夜景，為夜遊行程不能錯過的亮點。然後返程多倫多酒店休息。

上午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尼亞加拉大瀑布風景區。尼加拉大瀑布名如其實，如雷的水聲

震耳欲聾，雄壯之處令人嘆為觀止。峰頂之水一瀉五十米直入谷底，洶湧激湍猶如萬馬奔騰。

乘搭霍恩布洛爾號觀光遊船穿越瀑布，傾聽瀑布狂訴其神秘之自傳，盡享古人聽濤之樂。稍

後更前往全北美州最盛產葡萄的葡萄園釀酒廠品嘗當地名釀，除可購買由釀酒廠獨家秘制的

葡萄汁外，更可到葡萄園觀賞種植葡萄過程及拍照留念。黃昏時份返抵多倫多！(5日團) 團友

乘搭飛機返回出發地/原居地(6日團) 團友返回酒店休息。

*需於報名時預訂

・  行程中所有膳食、司機、導遊及各項小費。（小費：CAD$15每人每天）。
・  首日自選遊小費每人CAD$9，首日機場接機小費每人CAD$6。
・  旅遊觀光活動時全部的入場費、和渡船費。
・  價格僅供參考，可能有所浮動，恕不另行通知。
・  各種旅遊，及相關保險 (如醫療、取消旅程、行李、及個人平安保險）一切純屬個人性質之費用，
      例如電話費、洗衣費、選台電視費等。
・  因交通阻延、罷工、天氣惡劣(如颱風暴風雪水災)等，航機取消或更改時間，或其他情況而超出本公司
      控制範圍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離團後一切費用。
・  首選座位費用5/6日團：$50CAD/座位包稅。(首選座位只限安排於亞加華3天)。

・  乘坐豪華遊覽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團體接送觀光。
・  住宿酒店，必設有私人浴室及空氣調節設備。
・  由經驗豐富的華人領隊隨團服務，並帶領作遊覽觀光。
・  團費價格包稅。

「獨家入住」 2018年全新
多倫多萬錦市萬豪大酒店
Markham Marriott Hotel

多倫多萬錦市希爾頓大酒店
Hilton Toronto/Markham 
Suite Conference Centre

獨家
入住

獨家
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