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536-6251 傳真:(02)2536-1983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網址: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ara.seed.net.tw 
1 

加東楓情名城八日之旅 
★★每年九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漆樹、黃楊、山毛櫸等變葉木，率先以深紅、鵝黃的色調，拉開

秋的序幕，接著糖楓、紅楓、西克莫楓等上百種的楓樹，慢慢由黃、橙色轉變成紅色，與交織其間

的綠松杉樹共同譜出秋的主旋律，隨著越來越長的夜晚、越來越涼爽的氣溫，北方紅櫟等加東常見

的橡樹，以深沉的紅褐色預告秋天即將結束。這是最著名的秋的協奏曲～我們精心規劃加東賞楓之

旅，行程涵蓋最美的賞楓路線，循著「楓葉大道」帶您看盡瀑布、河川、峽谷、山間、城市與公路

各種不同的楓情；品味加拿大東岸風情最醉人的旅程。並安排瀑布夜景西式餐、楓糖風味餐、法式

晚餐...等多樣化餐食，讓您的味蕾一起旅行…。讓我們許您一個無與倫比的美加楓葉之旅。★★ 

註:楓紅季約為每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惜因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難以捉摸，楓葉轉紅的時間難

以掌握，若您所報名的日期未遇到楓紅最佳時段，您仍可欣賞美加東的自然美景。 

 
♥楓火山林─特選三大自然賞楓點 

☆尼加拉瀑布─氣勢磅礡的尼加拉瀑布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位於加拿大和美國交界的尼加拉河中

段，河水由伊利湖 Lake Erie 流向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再經聖羅倫斯河流入大西洋。其中最有名

的就是彩虹橋，橋上是尼加拉瀑布最佳觀景點之一，晴天時也是最容易看到彩虹的地點，因此取名

彩虹橋。橋上除了可以觀賞瀑布全景，更可以在橋中央腳跨美加兩國邊界攝影留念。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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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群島─聖羅倫斯河位於京士頓的一段，總共有 1800 多座星羅棋布的小島，這些小島分別屬

於加拿大以及美國，總稱為為千島群島，同時也是楓葉大道 之一環，秋季楓紅時分，搭乘遊艇巡

迴在群島之間賞楓，令人心曠神怡。千島群島管理單位特別定出小島的定義，由此而嚴格區分出露

出河面的部份真的是一處小島，或僅僅只是一處礁岩。定義之一是小島必須終年露出河面，讓人可

以一眼目視小島的存在。其二是小島面積必須大於一平方英呎，第三就是小島上必須至少要有一棵

存活的樹。 

 

 

☆阿岡昆省立公園─加拿大最早設立的省立公

園，1992 年更被認定為加拿大國家歷史古蹟。

公園面積 7653 平方公里，涵蓋超過 2400 個天然

湖泊、1200 公里的獨木舟水道以及無數的原始

森林。九月底開始直到十月中的楓紅時分，是阿

岡昆省立公園最美麗的季節，橙黃色的變色葉與

火紅的楓葉，在蔚藍天空的陪襯下，展現出繽紛

的色彩。 

 

 

♥【道地餐點】楓味餐食饗盡楓情 

☆全程飯店西式早餐 ☆TABLE ROCK 瀑布景觀西式套餐☆中式海鮮餐☆中式七菜一湯☆168 中日式

自助餐☆漢斯威爾渡假飯店內西式三道式餐☆港式飲茶風味餐☆SKYLON TOWER 瀑布景觀西式餐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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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多倫多 參考航班:BR(長榮)-036  19:40/21:55  (飛行時間:14 小時 15 分鐘) 

裝滿著楓葉國度的憧憬，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加拿大第一大城－多倫多，因為時差的緣故航機於同日

晚上抵達。抵達後隨即由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酒店: Sheraton Parkway 或同級 

 

第二天 多倫多→(300Km/ 3Hr30Mins)千島群島遊船→(70Km/ 1Hr)京士頓 

 

今日安排搭乘遊船暢遊號稱美加東賞楓第一景的★千島群島(1000 Islands)，欣賞沿岸的湖光山色與

秀麗楓景，旖旎風光像是進入了世外桃源，讓人不捨離去。千島群島位於加拿大東南部安大略湖水

注入聖羅倫斯河處，因有約 1800 多座星羅棋布的小島，分屬加拿大以及美國，總稱為千島群島，

不僅是楓葉大道的一環，更被稱為《上帝遺落在加拿大東岸的珍珠》，島上叢生白樺、紅松、楓香

和漆樹，到了秋天，這些樹木也被染上五顏六色、萬紫千紅，將整片湖泊點綴地宛如童話世界的人

間仙境。千島群島是加拿大的三大自然奇觀之一，而搭乘觀光遊船巡遊這些散布在聖羅倫斯河的綠

色珍珠，是領略千島群島的最佳方式，這裡的島嶼也各有特色，例如位於加拿大境內的莎維崗島，

有一條全長僅 48 尺的小橋，橫跨美加兩國邊境，被稱為世界上最短的的國界(加拿大 vs 美國紐約

州)。湖邊的小鎮建築也相當吸睛，粉色、白色、水藍色的木造小

屋一字在湖邊排開，在周邊的金黃色和綠色的樹林互相映襯之下，

美到讓人捨不得離去，還有由王公貴族於 18 世紀所建立的柏德古

堡，讓這片群島處處都充滿中古世紀的歐風童話風情。京士頓是加

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座小城市，曾為加拿大首都，因地理位置優越，

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法國，英國都曾在這里建立要塞。京士頓

市政廳 (Kingston City Hall)建于 1844 年，是市內的地標性建築，也

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市政廳，三層小樓優雅別致，門前還放置了一個歷史悠久的火車頭，您可在門前

拍照留念。皇后大學 (Queen's Universtiy)位于安大略省京士頓的皇后大學是所大型公立研究性教育

機構。同時，該大學也是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她見証了加拿大獨立的歷史進程。 

餐食: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西式自助餐  晚: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酒店: Courtyard Marriott Kingston 或同級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http://www.sheratonparkway.com/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gkcy-courtyard-kingston-highway-401-division-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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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京士頓→(200Km/ 2Hr)渥太華市區觀光(國會山莊廣場、總督府、麗都運河、農牧市集)  

離開京士頓前，先參觀貝勒瑜之家 (Bellevue House 

National Historic Site)，這是一座建造於 1840 年代的

義大利式別墅，裡面有影片和展示品介紹貝勒瑜首

相的一生及其政治生涯；隨後前往加拿大首府－渥

太華。午餐後展開市區觀光:國會山莊 Parliament 

Hill 渥太華市中心，渥太華河南岸，為加拿大國會

建築群所在。國會建築呈哥德復興風格，加上其政

治核心地位。初建於 1859 年，後被大火燒毀，新

的大廈於 1922 年完工，是渥太華乃至整個加拿大

的象徵。頂端飄揚的楓葉國旗、龐大的建築群，象

徵著加拿大名族不屈的精神，中央聳立著發出悅耳音樂的和平

塔，被譽為世界上最精緻的哥德式建築，也是國會大廈中最高

的建築。總督府又名麗都廳，建於 1838 年，為歷屆總督的官

邸及辦公處所，也是接待各國元首及外賓的地點。宮殿式設計，

保留英國

殖民地色

彩，盡顯

元首氣派，

廣闊的庭園綠草如茵、樹林蓊鬱，讓人彷彿身

在生意盎然的花園。麗都運河麗都來自於法語，

意為「窗簾」，連接渥太華和京斯頓的運河，開

鑿於 1832 年，以防美國進攻加拿大，是北美至

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運河，沿岸風景優美，兩

岸建有私人渡假屋，夏天可以釣魚、划船，冬天河面結冰後，更是遠近馳名的溜冰勝地。 

 

餐食: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西式套餐+渥太華特色甜點  晚: 168 中日式壽司自助餐 

酒店: Hilton Lac-Leamy Ottawa 或同級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quebec/hilton-lac-leamy-YOWOVHF/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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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渥太華→(251Km/ 3Hr30Mins)阿岡昆省立公園→(90Km/ 1Hr30Mins)慕斯科卡湖(漢斯威爾) 

 

早餐後，前往★阿岡昆省立公園 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是加拿大最大、安大略最古老的自然公

園，這一片森林、河流、沼澤、湖泊和黑熊、糜鹿、白尾鹿、海狸、野兔、野狼、潛鳥共用的大地，

面積有七七二五平方公里，園內有超過一千個天然湖泊、一千五百公里的獨木舟水道、一百多種鳥

類、一千多種植物及野生動物生態。秋天是阿岡昆省立公園最美麗的季節，各式各樣的色彩：金、

黃、橙、紅等，層層複層層的色澤染遍阿岡昆公園每一方寸的土地、湖畔、溪邊，在燦爛陽光的照

射下，恣意舞弄嫵媚。一片紅得過火的楓

葉，經不住風的邀約，飛舞了起來，它飄

落的聲音不大，但是，它訴說著亙古以來

的美麗。慕斯科卡地區一片交織著香松、

楓林、溪流與一千六百多個湖泊區域，範

圍包括喬治亞灣到阿岡昆省立公園之間，

是加拿大的「湖泊之鄉」。 慕斯科卡地區

內有六個小鄉鎮—漢斯維爾、布雷斯橋、

喬治亞灣鎮、葛雷文哈斯特、湖灣鎮以及慕斯科卡湖鎮。慕斯科卡湖有百萬富翁區或小匹茲堡之稱

的湖泊之都，秋季時可從漢斯維爾的公園大道(Park Dr.)左轉至 Lion’s 展望台，可觀賞滿山紅色的

優美景色。而最著名的慕斯科卡湖遊湖賞楓行程，★搭乘百年歷史的古老蒸氣郵輪 Muskoka Boat，

晃盪在楓紅覆蓋的一座座小島之間，體驗截然不同的賞楓浪漫情調。 

餐食: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西式簡餐  晚: 渡假村內西式三道式晚餐 

酒店: Deerhurst Resort 或同級 

今晚安排漢斯威爾頂級渡假飯店內西式三道式餐，由前菜、主菜至甜點，享受最詩情畫意的夜晚，。 

秋葉楓紅湖光粼粼浪漫景致盡收眼底，在此您可享受湖景，日落，楓林大道，使您心曠神怡！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https://deerhurstres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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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漢斯威爾→(330Km/ 4Hr)尼加拉瀑布小鎮→冰酒工廠→尼加拉瀑布 

今日前往知名的尼加拉湖畔小鎮 Niagara-on-the-Lake，這是一個將近有

300 年歷史的美麗小鎮，這裡保存了北美洲最完整的「19 世紀的維多利

亞式建築」，而小鎮的典雅優美、風情萬種的景緻，也吸引現今的英國女

皇「伊莉莎白女王」的新婚之旅，這是一個來過一次就令人永難忘懷的

美麗小鎮。尼加拉地區的緯度低，氣候涼爽，較適合葡萄生長，是加拿

大東部重要的酒鄉，來自全世界各不同品種的葡萄在此地已生長了百餘

年，由葡萄所釀製出的美酒也都在全世界站有一席之地。尼加拉湖畔鎮

是酒鄉的代表作，小鎮距離尼加拉瀑布約 20 公里，位於尼加拉河與安

大略湖交會點，鎮上的觀光購物街保留著 19 世紀歐式風情，因地質與氣

候因素，培育出加東最優質的葡萄，孕育出葡萄酒中的黃金--『冰酒』，

為了探索讓您更深入了解『冰酒』的奧祕，安排前往◎葡萄酒莊巡禮，香醇醉人的美酒，一解鄉愁！

隨後驅車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尼加拉瀑布。此瀑布橫跨美、加兩國邊境，原本只是一塊荒

蕪之地，卻因瀑布的發跡，讓尼加拉瀑布成為美加最熱門的觀光地區，每年都有超過 400 萬名以上

的旅客，來造訪此一世界級的天然美景。★特別安排欣賞 IMAX 立體電影，讓您了解關於尼加拉瀑

布的有趣傳說！晚餐安排登上史凱隆塔旋轉餐廳享用西式餐。今晚安排住宿加拿大境內的飯店，更

貼心的將房間升等為面瀑布房，讓您在房間內就可欣賞到瀑布美景，或是晚上可自行前往瀑布邊的

觀景區，欣賞夜間燈光投射在瀑布中的景緻，最美的瀑布風景就在您眼前，我們將飯店及房間提昇

等級，為了就是讓您美夢成真！ 

 

餐食: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港式飲茶風味餐  晚:SKYLON TOWER 西式 

酒店: Hilton At Niagara Falls 或同級(面瀑布房型)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https://www.niagarafallshil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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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尼加拉瀑布→(125Km/ 1Hr30Mins)多倫多《省議會大廈,多倫多大學,西恩塔,市政府大樓》 

從 1846 年初航開始，霧中少女號始終是尼加拉瀑布最有名的玩

樂方式，穿上薄薄的藍色雨衣，搭上那艘白色的雙層遊船，最刺

激的瀑布之旅便展開了。看起來頗有歷史卻很堅固的★霧中少女

號，會從河岸一路勇猛地駛向瀑布，並進入瀑布的馬蹄型中轉圈，

豐沛的河水有如萬馬奔騰向你撲來，頓時船上的陌生人似乎都變

成同船共渡的淪落人，就在一片朦朧水花中，你可以親身感受瀑

布的氣勢和威力。安排前往桌岩(Table Rock)的瞭望台近距離眺望

氣勢磅礡的馬蹄瀑布，隸屬於加拿大的馬蹄瀑布，是美國瀑布的

好幾倍大，因此成為一般人心目中尼加拉瀑布的象徵。午餐於馬蹄瀑布旁享用西式餐(三道式)，一

邊享用美食及欣賞瀑布美景。午餐後接著來到女皇公園及花鐘，體驗英式的庭園景致,續往多倫多。

多倫多除了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也是個文化混雜的城市。由高級飯店配上小小樓房形成的建築曲

http://oceansky.com.tw/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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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及新潮商店及老舊店鋪比鄰而居，奇怪又矛頓的城市景觀，就是多倫多。隨即展開一場城市巡

禮。首先登上多倫多的地標★西恩塔(CN TOWER)，高達 533 公尺的高塔遠觀像是個飛碟佇立在港

灣旁。安排搭乘超快電梯升到約 346 公尺的觀景台上。天氣晴朗時還可以看遠方尼加拉瀑布形成的

水氣。同時您可別忘了試著站在透明地板上，看看是否有勇氣望下塔底唷！接著帶您參觀外觀像蟹

殼的市政廳，是多倫多主要地標之一，半圓形的立形結構非常搶眼，由天空往下看，其實造型是一

個人的眼睛，這別具一格的建築物出自得獎的芬蘭設計師之手，自 1965 年完成時曾引起正負二面

的評價。隨後前往參觀省議會及女皇公園以及奧斯卡的得獎影片「心靈捕手」拍攝地－多倫多大學，

多倫多大學在加拿大著名時事雜誌大學排行榜連續五年被評為加拿大最好的大學之一唷。 今晚，

安排豐富的海鮮惜別餐。隨後前往機場準備搭機。

 
餐食: 早: 飯店內享用  午: TABLE ROCK 瀑布景觀西式套餐  晚: 中式海鮮餐          夜宿:機上 

 

第七天 多倫多／桃園國際機場 參考航班:BR(長榮)-035  01:45/05:00+1(飛行時間:15 小時 15分鐘) 

加拿大楓景如畫山水再美，無奈終須離別，那壯麗的高山峽谷、連綿紅葉依傍著瑩澈眩目湖水的田

野，再再讓旅人回味讚嘆不已。帶著滿滿的回憶與感動。班機於今日清晨起飛，在意猶未盡的心情

下返回台北。 

 

第八天 台北     結束難忘的加拿大東岸楓紅深度之旅，於今日返抵小別數日的溫暖的家門。 

預計使用車輛參考圖片: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

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如遇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

拒現象，則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行程飯店及文字敘述、

圖片都謹供參考，依出發日說明會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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