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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之十五天【幸福極光，班芙湖光山色，楓葉之旅】 

2020 秋季團 
 

Easy Life Trip 讓您嘗試自助旅遊的深度彈性，省略掉自行安排旅遊事前繁瑣的規劃，與避免行程中單獨行動的風險，

可說介於跟團和自由行之間。我們的宗旨堅持以「好玩、省掉繁瑣」為本，告訴您如何選擇適合你的半自助旅行行程 

，或幫您作半自助旅行規劃，代訂機票、住宿及部份景點的門票等； 不僅讓您玩得盡興，更提供多元化的自助旅行行

程供您參考，希望讓您體驗全新的視野和感受，讓您珍惜與至愛享受一個開心甜蜜假期。 

 

Easy Life Trip 的服務項目包括﹕ 

** 自行組團安排旅行出國觀光旅遊，食宿、交通及提供有關服務。 

** 設計國外旅程行程計劃，安排領隊、導遊(廣東話/國語/英語)及司機接送服務。 

  

【加拿大十五天行程安排服務】 
 

第一天  

 

【接機注意事項】 

➢ Easy Life Trip 為您提供溫哥華國際機場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de: YVR) ，接機服務 (10:00 am – 10:00 

pm) 每組團友只安排一次接機，在此接機以外的時間會另收額外費用，Easy Life Trip 的創辦人 Ms. Catherine 

Lee 會親臨國際機場大堂等候您的來臨，展開為期十五天之開心極光，湖光山色、楓葉之旅。 

 

住宿安排﹕Quality Hotel Airport South  

 

    
 
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酒店入住後，晚上 6:30 在酒店大堂集合，安排在上海菜館享受一

頓歡迎晚膳，團友可以晚餐後在 CF Richmond Centre 自由活動，

回程酒店路線圖如下 （步行只需六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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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包早餐) 

 

早上 10:00，安排專車接送前往列治文市的漁人碼頭(車程大約 30 分鐘)，和溫哥華市一水之隔的列治文市，原本只是 

個小漁村，是一個屬於大溫哥華地區的新興城市，發展也相當迅速，也聚集著非常多的華人。說到列治文市原本只是 

個小漁村，在其南邊有個漁人碼頭，這漁人碼頭全名 Stevestone Heritage Fishing Village 位於列治文一號路南端的菲沙 

河岸。約 100 年前，有很多日本人就是聚集在這 Stevestone 小漁村，他們靠著捕魚維生 。 藍色清悠的漁人碼頭是影視 

劇拍攝常選地，「北京遇上西雅圖」都是取景漁人碼頭。儘管漁人碼頭已經不再是傳統的漁市，溫哥華的市民還是喜 

歡到這裡轉一轉，走到碼頭的觀景台欣嘗海天一色的美景。 

 
 

• Granville Island － 被譽為溫市的藝術墟，島上有 40 多家藝術工作坊，各樣的精品店，又有 5 萬多平方多尺的公眾

市場售賣乾貨，新鮮蔬果，乳璐產品，蜂蜜及意大利香腸等不同國家美食。（午餐安排於 Granville Island 自費）。 

 

 
• China Town 北美第二大唐人街 － 2011 年被評選為加拿大歷史古蹟，參觀中山公園的明代建築特色及罕有的黑竹樹，

千禧門建於 2000 年以振興華埠經濟，還有世界最窄的－森記大廈。 

• Gas Town 煤氣鎮 － 溫哥華市的經濟發源地，地球上第一個蒸氣鐘是該地的一個標誌，它定時發出美妙的鐘聲，遊

客又可選購富溫哥華特色的紀念品。 

• 經過 Lion Gate Bridge 出發前往 Capilano 吊橋及空中走廊 (包費活動) 

 
溫哥華一天遊最後活動，前往 Stanley Park 及 English Bay 拍攝日落風景，加拿大溫哥華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園(北美第

三大市立都會公園)，公園每年都會吸引 800 萬人次來遊覽，除了長到看不見盡頭的步道可以散步運動外，也有規劃完

善的腳踏車步道可以環繞公園一圈，可以租腳踏車來遊玩。另外，圖騰公園、海堤南岸是拍攝溫哥華市的最佳景點。 

 
溫哥華，慢生活、慢欣賞，溫哥華的夕陽也是來慢慢欣賞的。English Bay 英吉利灣是世界排名前 50 的最美海灘，被當

地人稱作「第一海灘」，除了交通的便利性外，也是當地人閒來無事最愛去的地方。此名之由來，英國皇家海軍和西

班牙海軍的船隻於 1792 年 6 月在此海灣相遇，為了紀念這次事件，英國皇家海軍船長喬治理察斯約於 1859 年將此海

岸命名為英吉利灣。 

 
大約八時送返酒店，晚餐(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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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包早餐) 

 

根據各團友資料提供於溫哥華時間早上 7:05 am 乘坐 AC202 / AC8221 轉機抵達西北領地的首府﹕黃刀機場 (Code: YZF)，

大約時間下午 12:45 pm 抵步後安排專人專車入住酒店。 

 

黃刀 Yellowknife 加拿大西北部首都，距北極圈 400 公里，全世界最北邊首都，城市座落極光帶正中間，在極光城市中，

有著最少視覺阻礙之地，被譽為觀賞極光最佳地點，也是日劇 Last Christmas 結局拍攝地，當中織田裕二和矢田亞希子

在此看北極光暴紅。先不論看到的極光強不強，據說只要住三個晚上，就有 90% 機率可看到極光。    

 
住宿安排﹕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同級。 

 

Easy Life Trip 安排專人專車送往座落在黃刀鎮中心的酒店安頓。 大約下午二時抵達酒店，安排入住的酒店距離市區 

步行僅 10 – 15 分鐘，抵達酒店後自由活動，或選購一些糧食或日用品。市區的餐廳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包括﹕壽司 /  

越南美食，或可以留在酒店餐廳享用晚餐(自費)，酒店餐廳食物水準有保證及價錢合理，更可以在酒店酒吧淺嚐一杯。 

 

 
 

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四天  

 

黃刀極光行程不包括早餐，因為早餐完結時間於早上十時，而晚上追極光時間至零晨三時，團友需要時間休息，建議

團友可步行到市區享用，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包括﹕壽司 / 越南美食， 或可以留在酒店餐廳享用美食。 

 

下午一時，由當地導遊的帶領下進行參觀黃刀鎮 (兩小時) (自費)，專人專車酒店接送到市中心，大家可以參觀北威爾

士王子遺產中心，參觀後乘車環繞老城，漫步在獨特的老城當中，從飛行員紀念碑欣賞城市全景。團友們可以在特色

禮品店選購紀念品。黃刀鎮 Yellowknife 市中心不大，小小的就像是一個小鎮一樣，參加兩小時觀光行程，可以遊覽

Old Town 這是早期黃刀鎮的老建築區，也可以看見很多還是用鐵皮屋搭解的房子，很有原始風味。同時這邊有原住民

的圖騰，還有一個小山坡 Pilot’s Monument / the Rock 這裡可以看見整個黃刀鎮，風景很好。同時，這裡有幾家的餐廳

還不錯，來這裡一定要吃 White Fish，因為是他們的特產。  

 

晚餐 Easy Life Trip 安排於黃刀鎮當地著名的餐廳 (自費)，像家私房菜館，而最出名的炸魚料理，地方雖小但就令人

感覺很溫馨。他們的炸魚料理的炸魚是即釣即炸的，十分新鮮，而醬汁亦有獨特的風味，餐廳的裝飾擺設更是精緻，

十分有心思。Easy Life Trip Travel Planner 願意為您提供訂座服務。 

晚上 10：45，專人專車接送乘車前往觀看北極光，展開第一晚的極光追

蹤攝影之旅，隨行有專業攝影師幫大家拍照，好讓大家專心觀看旖旎絢爛

的北極光。攝影發燒友也可以跟隨行攝影師分享一些拍攝極光的攝影技

巧。大約零晨兩點啟程返回酒店休息。 

 

** Easy Life Trip 會免費安排宵夜小食及熱飲給團友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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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10:45 ，專人專車接送乘車前往觀看北極光，展開第二晚的極光追蹤攝影之旅，隨行有專業攝影師幫大家拍照， 

好讓大家專心觀看旖旎絢爛的北極光。攝影發燒友也可以跟隨行攝影師分享一些拍攝極光的攝影技巧。大約零晨兩點 

啟程返回酒店休息。 

 

** Easy Life Trip 會免費安排宵夜小食及熱飲給團友享用。 

 

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五天  (包晚餐) 

 

早上自由活動，建議團友有充份休息預備第三晚的極光活動。黃刀極光行程不包括早餐，因為早餐完結時間於早上十

時，而晚上追極光時間至零晨三時，團友需要時間休息，建議團友可步行到市區餐廳享用， 包括﹕壽司 / 越南美食。 

 

下午一時，專人專車安排 Cameron River Falls 瀑布觀賞行(自費) 

 

 
 

晚上 7:30 安排團友前往黃刀獨家極光村享受一頓『三道菜』晚餐(包餐)，多謝團友參加由 Easy Life Trip 細心安排的四

天三夜極光之旅，繼而留在極光村欣賞最後一晚的極光。 

 

 
 

極光行程結束，送返酒店休息。 

 

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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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 出發前往 Banff 住宿一晚(車程大約 1.5 小時)，酒店入住後可以前往班夫上溫泉 Banff Upper Hot Springs (自費)，作為

有最佳位置獎頭銜的班夫溫泉來說，它僅僅位於據班夫鎮西南一公里的地方，旁邊則是硫磺山，位置相當的好。據說，

這兒是落基山脈發源的地方。到現在，溫泉依然源源不絕地從洞裡流出。叫它上溫泉的原因是它的海拔達到 1585 米，

是加拿大境內最高的溫泉了。這座擁有將近百年歷史的溫泉是班夫國家公園誕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加拿大最受歡

近的溫泉療養之地，泉水富含礦物質和琉化氫，能有效治療風濕病。 

 

住宿安排 ﹕Elk + Avenue Hotel 。 

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七天  (包早餐) 

 

早上酒店大堂集合，前往班夫國家公園 The Banff National Park (車程大約 1 小時)，在 1883 年秋，三名加拿大太平洋鐵

路建築工人無意中發現一處位於亞伯達的落磯山東方的斜坡上有一個溫泉洞。1885 年成立，是加拿大的第一座和世界

第三座國家公園。 公園內有「落基山藍寶石」美譽的露易斯湖 Lake Louise (大約逗留 2 小時)、夢蓮湖 Moraine Lake 和

十峰谷 Ten Peak Valley (約 45 分鐘)、城堡山 Castle Mountain 等著名景觀，以及數以百計的野生動物。並以豐富的戶外

活動著稱，像划獨木舟、騎馬、登山、攀岩、滑雪、觀光、冰原雪車之旅、腳踏車之旅等。 

 
午餐﹕ 安排 Emerald Lake 山上餐廳  

 

 
 
冰河國家公園，對加拿大發展有著深遠影響的羅渣士峽谷通道，途經幽鶴國家公園的一個經典地標 - 天然橋 Natural 

Bridge ，點如其名，是一座經過河水沖刷，經大自然雕刻而成的一座石橋。在踢馬河川流不息的河水侵蝕下，將河床

底部的石灰岩削鑿成一座自然的拱型橋。順著步道跟天然橋 Natural Bridge 來個近距離接觸，你會感到湍急的流水讓人

驚嘆，看著那些岩石經過河水沖刷所留下來的紋路，感到水的力量是如此之大。 

 
高山、森林、河流，在眼前，讓大家來一個大自然的心靈洗滌。(大約停留 40 分鐘) 

 

 
 
 

晚餐 Easy Life Trip 安排於班芙當地著名的餐廳 (自費) 享用鮮嫩多汁的加拿大亞爾伯塔牛肉 AAA Alberta Beef Steak，長

久以來，鮮嫩多汁的加拿大亞爾伯塔牛肉 AAA Alberta Beef Steak 都被世界上愛好牛扒的人士專業推介。由於加拿大的

牛肉非常嫩，油脂也較多，所以牛扒烤至三成熟到五成熟，口感最佳，鮮嫩肉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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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Elk + Avenue Hotel 。 

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大約六時送返酒店，晚餐 (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八天  (包早餐) 

   
早餐後，沿世界公認最美麗的冰原大道南下，途經烏鴉爪冰川。弓湖是冰河稍退後的遺蹟，碧綠的湖水但見山景清晰

的倒影。 繼續開車前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自然遺產 ～ Jasper National Park 傑士伯國家公園 。來到了

【哥倫比亞冰原】的遊客中心，用過午餐，補足能量，由於冰原的氣溫較低，乘搭上接駁巴士到半山腰 (包費活動)，

再改搭超高，有著超大輪子的冰原雪車 (Snow Coach) (包費活動) 往冰原邁進，前往世界知名的哥倫比亞冰川 Columbia 

Icefield (包費活動) 停留約 30 分鐘，團友請自備保暖長袖外套及長褲保暖。 哥倫比亞冰原是北極圈外最大的冰原，主

要由八條冰河組成，原面積約 325 平方公里(大約整個溫哥華)，經過 125 年，它已流失掉 40%的體積，冰原正以每年五

公尺的速度倒退，可見 125 年前是多麼的壯觀。然後，遊覽毗鄰哥倫比亞冰川，耗資千萬新落成的冰川破璃橋 Glacier 

Skywalk 冰川天空步道 (包費活動)。團友可漫步於 280 米高的破璃橋上，這是近年最熱門的景點，從延伸出山谷的拋物

線圓孤平台上，可以更清楚的欣賞到 Athabasca Glacier 阿撒巴斯卡冰川，並透過強化玻璃的地面可 360 度無死角的盡

覽洛磯山脈的美景，他們還提供中文導覽機搭配展覽解說，是一個非常有教育意義的推薦景點。 

 

 
 
酒店安排﹕ Best Western Jasper Inn 。 

 

大約六時送返酒店，晚餐 (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九天  (包早餐) 

 
到了加拿大的洛磯山脈，一定要走一趟【93 號公路】，這條經「世界地理雜誌」評選為世界上最美麗的高山高速公路，

介於傑士伯鎮 Jasper 和班芙鎮 Banff 之間，是洛磯山脈中景色最壯觀的冰河大道 Icefield Parkway  。早餐後，從 Jasper 

小鎮出發駛入【93 號公路】，眼前壯麗的山水景色，絕對不會有「上車睡覺」的空間了。全長約 235 公里的景觀大道，

蜿蜒於海拔約 1500 公尺的群山冰原中，道路兩旁，沿途都是湖光、冰河、峽谷、及野生動物處處。沿途景致秀麗，四

周山稜平均標高 2130 – 3747 公尺之間，經常一個轉彎，就出現了一幅以湖泊森林當前景，壯麗山稜為背景的圖畫，讓

人心醉神迷。這麼壯麗的景色，只能自己到此親自體驗一番，並深深留在腦海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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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大約 2000 萬年前，地殻上升所壟成的山脈，山下則是一泓泓的藍水，與灰黃色的山脈形成最強烈的對比，奔馳在

這條寬闊的公路上，欣賞著美景湖景，今天大家就來一合心靈的恬靜。 

✓ 瑪琳湖 Maligne Lake 

✓ 瑪琳峽谷 Maligne Canyon  

✓ 魔法湖 Medicine Lake  

✓ 佩投湖 Peyto Lake /水鳥湖 Waterfowl Lake  

✓ 河流渡口休息站 The Crossing  

✓ 鴉爪冰川 Crowfoot Glacier  

 
大約八時三十分，抵達卡加利 Calgary，晚餐 (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酒店安排﹕ Best Western Calgary Plaza Hotel 。 

 

第十天 (包早餐) 

 

Easy Life Trip 安排專人專車接送團友於多倫多 China Town 越南餐廳晚膳 (自費) 及遊覽多倫多夜景。 

晚飯後安排入住四星級酒店 Sheraton On The Falls Hotel (保證每間房間擁有攝人的尼亞拉加瀑布景)  

 
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十一天 (包早餐、午餐) 

 

早餐後，酒店大堂集合 Easy Life Trip 安排當地導遊專人專車接送參觀世界七大自然奇觀之一的尼亞加拉大瀑布一天

遊。（包費活動）行程包括﹕ 

1) 前往冰酒廠參觀，品嘗加拿大著名特產冰酒。 

2) 乘坐瀑布觀光船，與瀑布近距離接觸，感受其雄渾壯觀之勢。 

3) 中午安排團友位於瀑布旁邊餐廳享用午餐，並且，近距離觀賞氣勢磅礡的瀑布，其從高空奔騰而瀉，洶湧澎湃，

如雷的水聲震耳欲聾，令人嘆為觀止。 

4) 之後登上觀瀑塔 360 度觀景台，俯瞰瀑布區迷人的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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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約於黃昏時段安排尼亞加拉大瀑布觀看夜光表演，結束愉快的瀑布全景一日遊。   

 

 
 

**持有美國入境簽證的團友，可前往 Rainbow Bridge 遠觀雙瀑布的美景和穿越美加邊境，預備加幣或美金 0.5 元進入彩

虹橋，從橋上已經可以遠觀雙瀑布，大家注意在橋上看的瀑布，離我們比較近的是美國瀑布，而比較遠的是馬蹄瀑步 

(加拿大瀑布)。沒有辦簽證的團友，可以在橋上走一小段路 (走到橋的盡頭)，如果想去展望台 Niagara Falls Observation 

Tower 拍攝瀑布便一定要有美國簽證。(24 小時通關) 

 
大約六時送返酒店，晚餐 (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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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 (包早餐) 

 

早餐後，酒店大堂集合，展開深度走訪楓葉大道 Maple Road 之旅，每年自 9 月的第三週起，加拿大楓葉便從魁北克省 

開始紅了，根據紅葉最佳觀賞地省立阿崗昆省立公園 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自 1973 年以來的統計顯示，最佳紅葉觀 

賞期在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0 日之間，而 10 月 5 日 之後則是紅葉達到峰值幾率最高的時刻。今次 Easy Life Trip 在最佳 

時間選擇在加拿大最紅葉拍攝地，深入拍攝宛如畫境的自然勝景，一切讓全球攝影師為之神往。今次我們從這一條加 

拿大最著名的一條賞楓路線出發，橫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連結多倫多、蒙特婁和魁北克的 40 號和 401 號公路。從 

魁北克的東端開始，沿著聖勞倫斯和曲折蜿蜒的前延伸著，一直伸向尼亞加拉的西端，全長約 800 公里，沿途經過無 

數山丘、湖泊。每年的秋天，當道路兩旁的楓葉開始漸漸變紅，整個區域都被染成絢麗的色彩，跟日本櫻花季一樣， 

加國楓葉何時換裝也是神秘莫測，就連當地居民都難說個準，全看大自然臉色，因此團友只能存著碰碰運氣的心態。 

 
楓葉之旅第一站 – 莫斯科卡湖區 Lake Muskoka 金秋之際將滿山染成一片火紅，又被稱為「紅色大地」繼而前往  

Huntsville 的獅子台 Lion’s Lookout (大約車程 1 小時)，登高一望，滿山紅葉盡收眼底。繼而前往阿崗昆省立公園  

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 (大約車程 1 小時)，位於加拿大多倫多東北部，加拿大最大及最古老的郊野公園，也是觀賞楓 

葉的好地方。前往阿崗昆省立公園的 60 號公路上，公路兩旁楓樹林立，初訪此處的人無不驚嘆連連，平易的健行小徑， 

兩旁的火紅楓葉一路燃燒到盡頭，園內大大小小的一千多個湖泊倒影出藍天白雲和山上的楓葉，猶如一幅油畫。公園 

內有一處最佳賞楓葉地點，在平台上可以俯瞰整個山谷，真切體會到什麼是 「漫山紅遍，層林盡染」。 

 

午餐(自費) 繼續楓葉大道，大約車程 5 小時抵達有加拿大東部「小班芙」美譽的加拿大賞楓勝地朗布朗山 Mont- 

Tremblant ，您將欣賞到德國、法國、瑞士等各種歐洲風格的建築特色。 

 

安排入住朗布朗山 Mont-Tremblant Resort 酒店 – Residence Inn Mont Tremblant Manior Labelle 。 

 
大約六時送返酒店，晚餐 (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十三天 ～ 十月八日 (星期二) (包早餐) 

 
早餐後，專車前往有「東方班芙」美譽的翠湖山莊 - 朗布朗山峰頂，您可一邊眺望高聳入雲的翠湖山脈，一邊欣賞金

黃、嫣紅、層層渲染的自然風光和現代娛樂設施完美的結合在一起，讓您感覺美不勝收。充滿法式情調的小翠湖山小

鎮內，極具特色的法式建築皆背山面水，色彩艷麗。泛舟於山中明珠般的相思湖上，既可欣賞大自然的寧靜，又可感

受滿山秋色的醉人景緻。您亦可乘搭別具特色的纜車，鳥瞰翠湖山渡假村。欣賞群山拱護之美景和加東最高峰之一的

「仙駝山高峰」。山頂雲霧漂繞、如虛如幻，令您猶如置身於人間仙境！ 山頂到處都是賞楓絕佳之地，紅楓和純淨的

高山湖泊一起繪出加拿大秋季最美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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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後，前往加國第二大城市，被稱為「北美小巴黎」的 Montreal【蒙特利爾】又稱滿地可 (車程大約 2 小時)，位於 

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南部聖勞倫斯河中的蒙特利爾島及周邊小島上，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經濟中心。 

 

【奧林匹克世運村】1976 年奧運會舉辦場地，被稱為 「The Big O」的體育館可容納近八萬名觀眾，但因為花了不少經 

費在此項建築，所以又被當地人戲稱是「The Big Own」。而這裡最具象徵性的建築物就是一座傾斜 45 度、高約 175 米 

的世界最高的斜塔 - 蒙特利爾塔。(如要乘搭電梯從底部到瞭望台只要 2 分鐘 – 自費) 

 

【聖約瑟夫禮拜堂】北美最大最著名的教堂(每位需捐獻 @加幣三元) 這座禮拜堂的文藝復興式圓頂高達 124 米，僅次 

於羅馬的聖彼德大教堂。 

 

【諾特丹聖母大教堂】是一座新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如入內參觀需捐獻@加幣六元) *如遇到星期天彌撒進行中或教會 

有任何大規模事情進行，不會允許參觀。 

 
Montreal 雖然是一個大城市，但沒有一般大城市的俗氣，因為建築相當典雅，從溫哥華出發走到北、走到東，今天走 

在街頭上看一看法裔加拿大人，是否感覺特別有氣質。 

 

安排入住 Montreal 市中心酒店 – Le Meridien Versailles 。 

 

大約六時送返酒店，晚餐 (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十四天 (包早餐) 

  

早餐後，出發前往「北美八大奇景之一」位於美加邊境的千島湖國家公園 (Thousland Islands, Gananoque)  大約 2.5 個小 

時，千島湖不只有一千個島，真正的數字是 1865 個島，大部份在約 12000 年前從冰河時期的後期被切割出來的。 

「Gananoque」意思是「在兩條河上的城鎮」，這兩條河分別是加納諾克河(Gananoque River) 和聖勞倫斯河 (St. Lawrence  

River)。聖勞倫斯河是世界著名的河，千島群島就散佈在這條河上，所以，加納諾斯小鎮也被稱作千島群島的門戶。加 

納諾斯小鎮建於 1789 年，歷史非常悠久，小鎮常人口五千多人，是非常寧靜的小鎮，處處是風格各異的漂亮別墅。 

 

午餐後 (自費)，在碧水藍天、美如畫卷的風景中登上遊船 (包團遊船活動 2.5 小時)，穿行於繁星點點的島嶼之間。遊覽 

湛藍如水的湖面上大大小小、錯落有致的私人島上避暑別墅，近觀斥資 2500 萬美金打造的心形愛情島和歐式古堡，傾 

聽浪漫感仡的富豪情路，環繞連接美國與加拿大的「世界最短國際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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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後專車抵達多倫多，全部活動至此，安排入住多倫多市中心酒店，結束愉快假期。 

 

住宿安排﹕Fairfield Inn & Suites Toronto Airport。 

 

晚餐 (自費)，祝福各位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第十五天 (包早餐) 

 

乘坐酒店專車送往多倫多機場，Easy Life Trip 代辦網上登機手續，乘坐 AC15 直航航班 0950 AM 返回香港國際機場， 

結束十五天愉快的旅程。**抵達香港時間下午 1：25 。 

 
 

下次再見 
 
 

• 如有任何不可預知的因素，Easy Life Trip 有更改行程的權利。 

• 為保障客戶利益，請在報名參加時，同時購買旅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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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問題 

 
1. 本行程由 Easy Life Trip 以其豐富之經驗精心設計，本公司將竭盡所能以求行程之安排及住宿之旅館按照本行程所列來進行； 

2. 如遇假期、展覽會、天氣、航班變更或政治因素影響部份行程，本公司之代表人員有權視當時之情況並保留本行程之更動權

及變換旅館之權利，團員不得異議； 

3. 為維護團體之最高利益，若是任何旅客有妨礙團體之正常活動及利益之情況，則本公司之代表人員有權取消其繼續參加旅程

之資格。自該旅客離團之時算起，一切行為均與本公司無涉； 

4. 如與有關航班取消、延誤、機場關閉、氣候、機械故障及其他旅行安全問題，均有其專司條例，直接對旅客負責，概與本公

司無涉； 

5. 如與罷工、政治因素、天氣欠佳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行程延誤，其因超過時間而引起的額外費用，則由全體

團員共同分擔；   

6. 即使客人持有效之入境簽證及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移民局或海關人員拒絕入境，本公司無法及不會負擔任何責任；  

7. 當參加本地團，如旅遊人數不足 10 人時，本地旅行社有權取消出團、變更酒店、或取消全部，若取消出團必須退還全額本

地團的團費，團員不得異議。 

8. Easy Life Trip 之領隊或導遊均樂意協助旅客在旅途中購物之需求，如任何有關購物之價錢，品質或售後服務等問題，純屬旅

客與商家的問題，與本公司無關。 

 
旅行保險 

 
1. Easy Life Trip 建議客人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醫療、失竊、旅行取消等，以確保您個人的利益； 至於有關旅行安全保險問題，

各航空公司、汽車公司或各大酒店有其專有之條件，直接對旅客負責，如遇交通延誤，行李遺失或毀損，意外事件等問題，

當根據各公司所定之條件為解決的根據，並與本公司無涉。 

 
報名訂金及取消費用 

 
1. 報名時請付全額，如七天內未付全清團費，電腦將自動取消訂位；(旺季則按本公司最新公佈為準)； 

2. 報名時請認明確的護照姓名。如有錯誤，所有罰款費用與本公司無關； 

3. 所有更改或取消訂位，必須以電郵方式 (info@easylifetrip.com) 通知 Easy Life Trip 負責同事； 

4. 一經落實不論在出發日期前多久，若取消或變更訂位時的機票、郵輪或火車票，除本公司規定之罰款外，並得按上述相關單

位之規定收取手續費及罰款； 

5. 於出發當日或旅程中退出，不論任何理由(包括被當地移民局或海關拒絕入境) 均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6. 旺季農歷新年、復活節、暑假及聖誕節，均需提前出票及提早安排交通，住宿及膳食等，故凡旺季出發之旅行團，一律不准

改期，改團及取消訂位，所繳費用概不發還。 

 
簽證須知 

 
1. 因簽證需時，團友須持有有效期 6 個月以上的旅遊證件，同時儘早辦簽證，遲辦者自誤； 

2.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下不能出發，已簽證的費用概不發還。 

 
費用包括 

 
1. 行程內之遊覽交通、機票、入場票、餐食費用等等； 

2. 住宿以兩成人一室為原則(單人房須另補差額)，沒有三人房折扣； 

3. 寄艙行李以個別航空公司之規定為準；   

4. 小童(2-11 歲)費用以不佔床計算，須與兩成人一房為主。 

 
費用不包括 

 
1. 一切純屬私人性質之費用，如電話費、洗衣費、酒類飲料、礦泉水、郵件、保險費、行李超重等費用； 

2. 所有行程之外任何活動或節目之費用； 

3. 客人早到或自行離團，由酒店至機場之接送； 

4. 導遊、司機及領隊之小費 (每人每天加幣十元) 

5. 各地離境機場費，政府增值稅，旅遊稅及相關之費用； 

6. 簽證費及相關之費用。 

 
客人報名時，必須閱讀所有細則及同意。附注﹕責任問題以英交版之最後依據。 

mailto:info@easylifetr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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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CONDITIONS AND RESPONSIBILITY 
 
1. Easy Life Trip shall use its best effort for arranging and planning the tour itinerary and hotel accommodation.  
2. Cause the holiday seasons, convention, weather, airlines schedule change or other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delay or change tr ip itinerary, Easy Life 

Trip reserves the right to postpone, cancel the tour, or hotel change and any loss or additional expenses incurred shall be bound by the participants.  
3. No refund shall be given for any portion of the package unused by the participant of his/her own accord. 
4. The airlines have cancelled a flight, changed, or delay, airport closed etc.  They have their regulations and insurance policies protecting its clients 

regarding safety and other issues during the trip.  Customers should contact related airlines directly.  
5. Should political upheavals, lousy weather conditions or the like arise, local agents or drivers conducting the tour reserve the right to alter the itinerary 

as necessary, any additional expenses incurred shall be charged to participants.   
6. Participants should strictly abide by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government country of the visiting count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Laws and Regulations.  Easy Life Trip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and all penalties due to any regul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visiting country.   

7. When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tour members should fall below ten people by the local tour company, Easy Life Trip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local tour before departure for any reason.  Liability for such cancellation is limited to a full refund of the money received by Easy Life Trip, and this will 
constitute full settlement with the tour member. 

8. Easy Life Trip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for value, reliability, quality or authenticity of any goods purchased while on tour. 

 
TRAVEL INSURANCE 
 
1. Easy Life Trip strongly recommended and advise that all tour members should have trip cancellation, medical/hospital and baggage insurance.  Easy 

Life Trip acts as an agent for suppliers of transportation, sightseeing and hotel accommodations,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be borne by the respective 
suppliers, and Easy Life Trip shall be exempt from any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injury of persons, accidents, delays, irregularities or other 
occurrences beyond its control.   

 
RESERVATIONS AND CANCELLATIONS  
 
1. Must be paid in full at the time of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 will automatically be cancelled if the deposit is not received by Easy Life Trip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confirmation of the booking.   
2.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please confirm your passport name.  Once the ticket issued, the penalty will apply.   
3. All cancellation or change written notice must be sent to Easy Life Trip (info@easylifetrip.com).   If tickets or vouchers for airlines, cruises, trains or any 

relevant third-party supplier have already been issued, or confirmation of service has been received at the time of cancellation (regardless of number 
of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the traveller will be wholly liable for any additional airline, cruise line, or train cancellation penalties and service charges 
pursuant to suppliers’ rules and regulations.   

4. No refund available on departure date and/or after the journey has commenced (Including denied and/or rejected by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r 
Custom of destination). 

5. No refund or reimbursement for any voluntary giving up of meals, tours and/or accommodations.  
6. Since Air Ticket,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and Meal have to be arranged in advance during high season (Chinese New Year,  Easter, Summer 

Holidays and Christmas), no departure date changed is allowed, no refund available on departure date altered and/or cancel the booking.   

 
VISA APPLICATIONS PARTICIPANT 
 
1. Tour participant is responsible for arranging for his/her visa required for travelling to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2. The participant is responsible for obtaining the proper travel document for the trip, and all passports must remain valid for at least six months before 

the scheduled return from the trip.   

 
TOUR FARE INCLUDES 
 
1. All meals, sightseeing, economy class round trip air tickets and items as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ies.   
2. Hotel accommodation is based on one room sharing for two adults.  (Single room surcharge must be applied) 
3. Baggage issue refers to airline baggage allowances & regulations as a guideline.   
4. Children between 2-11 years old must share a room with at least two adults with twin base except children paying full fare can share the place with 

one adult.   

 
TOUR FARE DOES NOT INCLUDE 
 
1. Phone calls, beverage, laundry, travel insurance, all purely personal incidental and/or items not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y. 
2. Optional tours 
3. Early arrival or stay behind, transportation from/to hotel/airport 
4. Tipping for local guides, drivers and tour escort (CAD$10 per day per person) 
5. Airport taxes, UAE VAT and other related fees (if any)  
6. Visa application fees 

 
The reservation and payment for Easy Life Trip’ any tour shall be deemed to agree and to be consent to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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