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东亚加华火车赏枫五天游

Tour Code: MAGW05

第一天：原居地–多伦多

团友抵达多伦多后送往酒店休息。（24 小时接机，巴士站，或多伦多市内指定地点）

*3PM 前抵达的客人可参加自费项目：欧洲风情小镇 Unionville 自由行。

团号 SUNI01，团费$35/人，2人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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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多伦多 - 瑟伯利 - 苏珊玛丽

多伦多出发，沿安河著名枫林区北上，到达安河北部第一大城市─瑟伯利市。午餐后，参观北方

自然科学馆，馆内包罗万有，目不暇给。更可欣赏 4D 立体大电影！当地亦有全加最大五分钱镍

币可供留影。晚餐于苏珊玛利市,餐后入住酒店。

酒店：Quality/Quattro/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三天 苏珊玛丽 - 亚加华峡谷 - 苏珊玛丽

早上乘坐世界闻名的赏枫观景火车缓缓开进亚加华大峡谷，沿途经过黑熊炼钢厂进入全加最大、

最漂亮的枫林区。沿途枫林密布，七彩缤纷，令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彷佛处身于枫海中，令

人发思古之幽情⋯⋯稍后到达以「赏枫」而举世知名的亚加华大峡谷，沿着山间小径拾级而上，

途经新娘瀑布及黑熊瀑布，令您有如置身世外桃源，继而登临谷顶远眺整个亚加华峡谷，枫海波

涛，重重迭迭，彷佛带您进入充满浓浓秋意，浪漫迷人的童话世界，此时真有「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之诗意，更可尽情投入大自然怀抱。黄昏时分，火车带着浪漫的回忆返抵苏珊玛利市。

必须预缴门票（亚加华火车）: 每人(大人小童同价)$137; 婴儿 (2 岁以下) $0

（*火车如因机械故障或天气等不可控因素将取消，火车票全退后不再有额外赔偿）

酒店：Quality/Quattro/Holiday Inn 或同级

第四天 苏珊玛丽 - 蜜月湖 - 多伦多

早餐后，意犹未尽的离开苏珊玛利市，前往著名的赏枫区，坐落在湖畔边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镇。

加拿大著名医生、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白求恩大夫的出生地。之后乘坐北美最古老，建于1887

年的燃煤蒸汽船——皇家邮轮塞哥文号Segwun。（*季节性，如遇景点特别活动将取消此行程）随

着令人难以忘怀的汽笛鸣响，Segwun 驶离港口。燃煤发动机推动着雄伟的塞哥文号优雅向前行

驶，经过号称百万富翁大街的世界级避暑山庄。于傍晚时分抵达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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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多伦多 - 尼亚加拉瀑布 –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清晨出发，途径多伦多市中心区，前往举世闻名的尼亚加拉大瀑布。首先欣赏 IMAX 瀑布历史大

电影，了解神奇，神秘，神话般的尼亚加拉瀑布与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令人震撼和激动不已的事迹。

其后登上天虹塔，360 度观景台鸟瞰瀑布迷人的景色及观赏宏伟壮观的美国瀑布，新娘面纱瀑布

和加拿大马蹄型瀑布。中午自费享用中式午餐后乘搭世界闻名 “吹号手”瀑布景观船（季节性

行程，约 4 月至 11 月)，近距离观赏气势磅礴的瀑布从高空奔腾而泻，汹涌澎湃，如雷的水声震

耳欲聋，令人叹为观止。其后前往参观世界闻名尼亚加拉瀑布葡萄园区，及免费品尝加拿大特产

冰酒。尼亚加拉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气候环境培育出的冰葡萄，酿出的酒更独特，更醇香。其品

种主要有冰白葡萄酒和冰红葡萄酒。其中冰白葡萄酒颜色呈透明金黄色，素有“液体黄金”之美

称，散发出蜂蜜和水果等香味，口感甘甜醇厚，清新可口，在酿造过程中不加任何额外糖原，是

重视健康人士的喜爱的绿色食品。于傍晚时分送抵多伦多 YYZ 机场，请预订晚上八点或之后离开

航班。

加东亚加华火车赏枫六天游

Tour Code: MAGW06

第五晚：酒店：Quality/Comfort/Park Inn by Radisson/Best Western 或同级

第六天：行程 A 或 B 二选一

Option A: 多伦多深度游

清晨出发，到达多伦多市中心参观省议会（外观），多伦多大学，唐人街，拍照留念。之后登上

CN 塔，位于多伦多心脏地带的多伦多地标。塔上瞭望台可观赏安大略湖和多市全景。其后再到

安大略湖畔乘搭观光船(季节性行程，约 4 月至 10 月)， 到市区对岸中央岛，蔚蓝的天空和安大

略湖水交相辉映，回首遥望对岸繁华闹市构成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图画。登上岛后漫步，绿草如

茵，鸟语花香，一望无际的湖泊俨然成为一个大自然的世外桃源。自费午餐后参观卡萨罗马城堡，

这座屹立在小山上的中世纪古堡给人以既高贵又古朴的神秘感觉，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了多部好

莱坞电影在此取景。曾经多伦多最昂贵的私宅更见证了多伦多百年发展史，大宅拥有 5英亩的私

人花园，各样的花卉争奇斗艳，现为多伦多人摄影首选景点。于傍晚时分送抵多伦多 YYZ 机场，

请预订晚上八点或之后离开航班。



Option B: 奥特莱斯疯狂购物游

清晨出发，前往加拿大最大的露天名牌直销购物中心 Outlet Collection at Niagara。这间紧

挨 QEW 高速公路 Taylor Road 出口的大型商场占地面积约 52 万尺，有 116 家北美热门品牌入驻，

当中还包括七家首次在加拿大开设直销店的品牌，如 Bass Pro Shop 户外用品概念店、首饰店

Pandora、法国护肤品牌 L'Occitane、珠宝店 Michael Hill、服饰店 White House Black Market

Outlet、女士服饰店 Chico's、以及皮装店 RUD by Rudsak。Outlet 的店铺中心内有不少让消费

者动心的名牌，比如 Kate Spade, NIKE, Calvin Klein, Michael Kors 等. 任您采购各种名牌

商品，规模之大，品牌之全堪称加东之最。该购物中心还包括一个美食广场，还有一个与其它购

物中心不同的农贸集市。让你疯狂购物同时，兼顾美食的享受。于傍晚时分送抵多伦多 YYZ 机场，

请预订晚上八点或之后离开航班。

加东亚加华火车赏枫七天游

Tour Code: MAGW07

第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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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多伦多深度游

第七天： 奥特莱斯购物游 –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以上行程顺序仅供参考，具体行程会因出发日期，天气，交通等因素有所调整。

CAD$团费每位含税含早餐

CAD$ tour fare per person included tax & breakfast

团号

Code

双人房/人

Double/pax

三人房/人

Triple/pax

四人房/人

Quad/pax

单人房

Single

MAGW05

MAGW06

MAGW07

MAGW05 出发日期

MAGW05 departure date

9 月

Sep 26,27,28,29,30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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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W06 出发日期

MAGW06 departure date

9 月

Sep 25,26,27,28,29,30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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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W07 出发日期

MAGW07 departur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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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费用 CAD$含税价格
成人 12+

Adult

老年 65+

Senior

儿童 12-

Child

***Mandatory Agawa Train Ticket 必须预缴亚嘉

华火车票

$137(2 岁以上大小同价); $0 (2 岁或

以下)

Science North 自然科学馆 $31.00 $28.00 $26.00

Muskoka Steamship*Seasonal 皇家邮轮*季节性 $38.00 $38.00 $20.00

Skylon Tower 天虹塔 15.00 15.00 9.00

IMAX 瀑布大电影 15.00 15.00 11.00

Horner Blower Cruise“吹号手”观光船 33.00 33.00 18.00

CN Tower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43.00 $39.00 $32.00

Central Island Cruise 中央岛游船*季节性 30.00 28.00 18.00

Casa Loma Castle 卡萨罗马古堡 30.00 25.00 20.00

Niagara Fall Lunch 瀑布午餐 $17.00 $17.00 $13.00



Minimum mandatory service fee per person/day

司机导游最低服务费每人/天
14.00 14.00 14.00

Airport transfer driver service fee per person

接机司机服务费每趟/人
7.00 7.00 7.00

*以上所有门票&餐费标价以仅供参考，实际窗口价可能会有适当调整，恕不另行通知。Price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seasonal change without notice.

*凡从非天宝处购买的景点门票或城市 City Pass, 均不适用于天宝旅行团。否则团上需收取

CAD40/位附加费。Admission tickets bought through sellers other than Compass Vacation

or City Pass are not applicable to our tours, otherwise surcharge $40 will applied.

*预付门票只能打包购买，如果只付某项目请客人车上支付给导游。Only accept prepaid

whole admission package, otherwise guest can pay on the bus.

*10 人或以上订单必须预付全程门票以及导游服务费。For group 10 or more people, request

prepaid whole admission package and tour guide service f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