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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加東楓情 15日 
從尼加拉瀑布沿著聖羅倫斯河到魁北克之間，全長約八百公里的「楓紅大道」，經過無數山丘、湖泊

及多處具歷史意義的名勝，每到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的楓紅期間，整個區域都被楓葉和變葉木染成絢

麗的紅色系列。朗朗秋日，迎著和暖的陽光，嗅著清新的空氣，沿著楓葉大道前行，看漫山紅葉在風

中輕揚、多彩的世界在眼前鋪開，成了品味加拿大東岸英法風情最醉人的旅程。 

-------------------------------------------  燦爛的大自然等著您來捕捉  --------------------------------------------  

團    費  商務艙追加 NTD 單人房追加 NTD 
出發日期 9/29 訂金 NTD 報名截止日 出發前 30 天 

01. 9/29 臺北多倫多 Toronto (安大略省 Ontario)  
航班：BR036 1246 18:40/20:50 (14H10M) 
今日搭機飛往多倫多市，於同日抵達後前往機場飯店休息。 

02. 9/30 多倫多 夏洛特鎮 Charlottetown 愛德華王子島 Prince Edward Island 
航班：AC7335 YYZ/YYG 10:00/13:04 (2H04M) 
早餐後，搭機飛往被譽為“聯邦搖籃的古都”〜夏洛特城，處處是淳樸傳統韻味，及石造的維多利亞建

築充滿典雅的氣息，包括：慶祝聯邦成立百年的聯邦藝術中心(1964 年)、1849 年的省議會、1914 年

哥德式的聖坦士坦教堂，美麗的夏洛特港灣，一睹寄古典又氣派的豪門宅邸區，即風光綺麗、綠草如

茵的維多利亞公園。 

03. 10/1 夏洛特城 →愛德華王子島國家公園 →夏洛特城 
今日前往愛德華王子島國家公園，是坐落於愛德華王子島北岸，正面聖勞倫斯灣，公園長達 60 公里，

寬度從幾百米到幾千米不等，特殊的自然地形變化多端。國家公園建於 1937 年，用以保護沙灘、沙

堆以及淡水和鹹水濕地。受保護的沙灘為鳥類提供了良好的棲息地，尤其是瀕臨滅絕的笛鴴，因為被

加拿大認定為重要鳥類區域。並專車前往造訪膾炙人口的”清秀佳人”暢銷小說創作地〜★綠居博物館，

露西蒙哥瑪莉故居，是其爺爺奶奶的家，是此小說創作之靈感之地，蒙馬瑪莉常說：「這裡是我童年

時最奇妙的城堡」。是小說中主角人物紅髮安妮之重要的成長環境，並與小說中的配角”馬修”同乘馬

車遊農場、波光粼粼湖，皆是小說的優美場景，白牆綠瓦的綠居及白樺樹林中的情人小徑，皆是不可

錯失的場景。 

04. 10/2 夏洛特城蒙特婁 Montreal 魁北克市 Quebec City 
航班：AC7673 YYG/YUL 06:00/06:52 (1H52M) + AC8704 YUL/YQB 08:00/08:54 (54M) 
早餐後，前往魁北克省最有法國式浪漫溫馨情懷之城〜魁北克，是法國城鎮的縮影，亦是加國最古老

的城市，極具歐洲色彩。前往魁北克古城，走在十八世紀的石板階梯，與色彩相間的尖頂小屋，造訪

小香普蘭街及畫家街，古趣盎然的古老街景，彷若回到二百年前的繁華，處處是精美的櫥窗、別緻的

招牌、美麗的窗台，遊覽充份展現中世紀的歐洲街景，從都普林步道，看魁北克最上鏡頭的地標＜芳

堤娜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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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0/3 魁北克市 →44km/34m 聖安妮峽谷 →魁北克市 
前往聖安妮峽谷，魁北克原本就充滿著浪漫的氣味，特別是在秋天時，紅楓漫舞在山林之間，美的另

人心醉。位於畢普雷海岸及夏洛瓦途中，一個景色秀麗的瀑布峽谷，一到楓紅季節，滿山谷的楓紅甚

是迷人，谷內紅楓葉林茂密，並有瀑布、激流穿插其間，詩人寫秋的蕭瑟與淒涼的秋天楓葉的美，這

樣的美，只在加拿大的聖安妮峽谷秘境。美麗的脈脈含情瀑布，落差大於尼加拉瀑布 1.5 倍的脈脈含

情瀑布，雖不如尼加拉瀑布出名，但聲勢浩大非常壯觀，步行登上吊橋，遠眺聖羅倫斯河、紐奧良島

及魁北克市，接著欣賞魁北克守護神聖安妮大教堂。 
★纜車參觀蒙特羅西瀑布：秋季時飛瀑與紅葉交織出美不勝收的景色，不論是搭纜車上瀑布頂端或是

在瀑布前方的木板路散步，都可捕捉不同角度的美。 

06. 10/4 魁北克市 →253KM/3H 蒙特婁→158km/2H川普朗國家公園  
早餐後前往北美小巴黎－蒙特婁，前往市中心參觀聖母院大教堂，哥德式雙塔的外觀，使它成為蒙特

婁的地標，參觀 197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場地、造型奇特、頂蓬可開啟的室內競技場，並登上★蒙特

婁斜塔纜車，俯瞰整個蒙特婁與聖羅倫斯河美景。 
下午搭車前往魁北克最著名的渡假區★洛朗區川普朗渡假村(亦稱翠湖山莊)。座落於川普朗湖畔，湖

的四周環繞著許多優美的風景，當秋天楓紅染遍整座山谷，觀賞火紅渡假村風光及令人嘆為觀止的傲

人山巒，四周翠綠如玉，小鎮內五顔六色的小樓依山勢而建，建築特色充滿歐陸風情，四周一片湖光

山色，置身其中，宛如童話世界，您將見識到傳聞已久的加拿大楓葉之美『原來在這裡』。 

07. 10/5 川普朗國家公園 →159km/2H 渥太華 
早上安排搭乘★纜車直達仙駝峰，纜車越走越高，透過窗口可看到火紅的樹林，遠處連綿的山巒，蜿

蜒的湖面的湖光山色，可欣賞到 Monroe 湖和塔伯拉山脈的山脊，秋色繽紛動人的景致真是美不勝收，

一到秋季，層層山巒楓紅片片，您可悠遊拍攝湖光山色之倒影，湖畔映照紅葉，如詩如畫，無限秋景

正在等著您，是北美加東首屈一指的賞楓勝地。 
下午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渥太華身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欽定的首都。秋天的楓紅在質樸穩重的古

典建築間相映，在鏡面般的運河上倒映，都是令人陶醉的視覺享受，哥德式城堡建築的國會大廈、兩

岸風景美麗如畫的麗都運河等等，都是讓遊人不能錯過的景點，及在渥太華賞楓季節最不能錯過賞楓

重點〜總督府。 

08. 10/6 渥太華→243km/3H 阿爾岡金省立公園 
前往安大略省最古老、最大的自然公園〜阿爾岡金省立公園，是地球上十處人間天堂之一，在起伏的

山巒與茂密的森林中觀賞楓葉，是全世界聞名的賞楓處，最佳的賞楓期在 9 月底開始，五顏六色的楓

林，映襯在澄靜的湖泊之上，其美景無愧於它的盛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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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著岩石的湖邊傳來潛鳥清唱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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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層層的色澤染遍公園每一方

寸的土地、湖畔、溪邊，在燦爛陽光的照射下，恣意舞弄嫵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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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10/7 阿爾岡金省立公園 →290km/3H10M 千島國家公園 →289km/3H15M 多倫多  
早餐後前往千島國家公園，是北美八大奇景之一，安排★搭乘豪華遊船，欣賞嫵媚動人的千島美景，

聖羅倫斯河上白帆點點，碧波蕩漾，大小島嶼上各式各異的渡假別墅，令人讚歎不已，迂回穿梭美加

兩國水域，一睹愛情島及連接美加距離最短的國際橋，天水交融，如入仙境般美妙，飽覽舉國知名的

億萬富豪渡假勝地，被稱為百萬富豪之村的千島湖。午後返回多倫多。 

10. 10/8 多倫多 →128km/1H19M 尼加拉大瀑布 
上午安排多倫多市區觀光，新市政廳、省議會、皇后公園等，還有著名的★CN Tower，搭乘高速★

觀景電梯登上CN塔觀景台，您可以在此俯瞰多倫多市區的美麗風光。下午前往尼加拉湖邊小鎮，被

譽為世界最美的湖畔小鎮，古樸鐘塔、花燈、馬車，魅力無邊的田園景色，秋天時楓紅片片，更是美

的過火。今晚特別安排住宿於加拿大境內的旅館，讓您以最近的距離目睹這不可思議的奇景。晚上您

可自行前往瀑布區，觀賞七彩霓虹美麗無比的★彩虹飛瀑夜景。 

11. 10/9 尼加拉大瀑布 →濱湖尼亞加拉小鎮 →多倫多蘇聖瑪麗 
航班：AC7797 YYZ/YAM 18:10/19:40 (1H30M) 
今日安排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尼加拉瀑布，早上★參觀二個大瀑布主體：馬蹄形瀑布、美國瀑布及

公羊島，安排搭乘有一百五十二年歷史的★霧中少女號，前往瀑布旁感受水花怒吼震天的刺激，霧中

少女號逆流而行，通過美國瀑布至加拿大瀑布前，當遊艇靠近瀑布中心點時旋風轉船劇烈顛簸，別有

一番絕倒的滋味，尼加拉大瀑布在秋天有山間的楓紅點綴，為澎湃的水勢增添一些柔媚。之後經布洛

克紀念碑前往世界上最大的花鐘，是個由二萬五千朵花栽種成的大花鐘，每年依季節更換花種。 
傍晚搭機前往喬治亞灣盡頭的美麗山城『蘇聖瑪麗」，四周圍繞著森林及峽谷，秋季時更是觀賞美麗

楓紅的絕佳景點，尤其近郊的亞加華峽谷更是吸引無數的觀光客前來。 

12. 10/10 蘇聖瑪麗 →亞加華峽谷賞楓火車 →蘇聖瑪麗  (8:00~18:00) 
亞加華峽谷賞楓火車/180 公里〜安大略省著名的楓葉之都蘇珊瑪利古城 Sault Ste.Marie，登上中央鐵

路經營的火車 Algoma，緩緩開進亞加華大峽谷，沿途經黑熊煉鋼廠，進入全加最大、最漂亮楓林區，

沿途楓林密佈，七彩繽紛，令人心曠神怡，賞心悅目，彷彿身處於楓海中，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火車

在峽谷底部停車 1.5 小時，乘客可下車遊覽，欣賞以「賞楓」聞名的亞加華大峽谷沿著山間小徑，欣

賞新娘瀑布及黑熊瀑布，令您有如置身世外桃源。再次上火車登高，遠眺整個亞加華峽谷，楓海波濤

重疊，彷彿帶您進入浪漫迷人的童話世界，更盡情投入大自然之懷抱。美國人譽為天堂才有的景觀、

感受加拿大著名的“七人畫派”Groupof Seven，如何獲得靈感，創造出不朽的藝術傑作。 

13. 10/11 蘇聖瑪麗多倫多 
航班：AC7796 YAM/YYZ 18:30/19:55 (1H25M) 
遊覽蘇聖瑪麗，可以在此體驗壯觀的原始風景的同時，又不失去現代城市生活的舒適。徘徊在聖瑪麗

河木板路上，參觀當地的加拿大叢林飛機博物館，體察安大略北部的飛行歷史和滅火消防歷史。老郵

局裡的蘇聖瑪麗博物館，從不同的角度講述了這座城鎮的歷史，可說是蘇聖瑪麗歷史的縮影。晚上搭

機飛往多倫多國際機場轉機返台，結束難忘的加拿大賞楓之旅。 
＜旅館＞夜宿機上 

14. 10/12 多倫多臺北  
航班：BR 035 2357 01:45/ 05:00+1 (15H15M) 
經國際換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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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13 臺北 
上午抵返家園，結束加拿大東岸風光，綴滿了一行囊的美好回憶。 

*** 公司對行程及參觀之時間保有調整變更之權利，班機時間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 
準備資料： 
1. 護照正本 
2. 訂金每位 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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