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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醉加拿大東岸
楓葉大道
璀璨金秋行

2020.OCT.4 -15

EASTERN
CANADA

跟著達人追楓去
攝影專家

陳海騰隨團指導

金秋楓景一次囊括
深度走訪楓葉大道
獨家安排賞楓秘境

攝影專家 Tony Chen 攝影指導

嚴選極上旅宿
費爾蒙系列頂級酒店

尼加拉瀑布面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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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專家陳海騰 (Tony Chan) 帶團，用攝影眼追逐楓葉之美

金秋楓景一次囊括，深度走訪楓葉大道 Maple Road

乘船遊湖、纜車登山，尼加拉瀑布乘「霧中少女號」

深度人文巡禮，走進加拿大歷史迴廊

嚴選極上旅宿，入住當地頂級特色酒店

定居加拿大多年，擅長拍攝生態風景、「在對的時間到對的地方，找最美的風景」。由專家
帶領，前往私房秘景，隨團指導，無論使用手機單眼皆可拍出與眾不同的加東楓情，讓旅程
美景化為永恆。

阿岡昆省立公園、聖安妮峽谷、洛朗區、千島湖等著名賞楓勝地外，獨家安排慕斯科卡湖、
粉紅湖等賞楓秘境，將 2020 金秋楓景一次囊括。

安排慕斯科卡湖、千島湖遊湖，尼加拉瀑布搭乘霧中少女號，川普朗楓葉區、蒙莫朗西瀑布
搭乘纜車，領略加國自然風光。

由達人帶領，深度走訪當地歷史文化景點，瞭解加拿大建國背景、毛皮交易大本營、美加戰
爭、電話發明家貝爾故居等人文故事，猶如走進加東歷史迴廊。

● 加拿大頂級酒店：費爾蒙集團城堡飯店 ( 渥太華、川普朗、蒙特婁 )
● 尼加拉瀑布面馬蹄瀑布房：萬豪酒店，感受氣勢磅礡的尼加拉大瀑布
● 賞楓知名度假酒店：迪赫特度假村，賞楓季一房難求，享受清晨絕麗湖景

秋意濃
追楓趣

行程特色

葉大道 ( Maple Road) 加拿大最著名的賞楓路線。橫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連結多倫
多、蒙特婁、渥太華和魁北克的 40 號和 401 號公路。從魁北克的東端開始，沿著聖勞

倫斯和曲折蜿蜒的公路向前延伸，直到尼亞加拉，全長約 800 公里，沿途經過山丘、湖泊。
秋天道路兩旁楓樹轉紅，整個區域都被染成了絢麗色彩。

賞楓季節長達一個月，但很少人注意到楓紅是從北紅到南，因此，賞楓路線將先由賞楓的
重鎮—阿岡昆省立公園和洛朗地區開始，沿著魁北克省與安大略省之間的 40 號公路，再接
401 號公路經過蒙特婁、千島湖，最後抵達多倫多，完成璀璨金秋行。

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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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美國

多倫多

慕斯科卡湖區 川普朗楓葉區

蒙特婁

魁北克

聖安妮峽谷

千島湖區

京士頓

阿岡昆省立公園

渥太華

景點 賞楓 住宿 賞楓大道 國王大道

尼加拉瀑布

桃園出發

京士頓

渥太華

千島湖區

阿岡昆省立公園

尼加拉瀑布

慕斯科  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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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美國

多倫多

慕斯科卡湖區 川普朗楓葉區

蒙特婁

魁北克

聖安妮峽谷

千島湖區

京士頓

阿岡昆省立公園

渥太華

景點 賞楓 住宿 賞楓大道 國王大道

尼加拉瀑布

桃園出發

聖安妮峽谷
川普朗楓葉區

渥太華

蒙特婁

千島湖區

魁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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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濃
追楓趣

攝影達人

在攝影的旅途上
因為好奇，所以想知道更多
知道更多，就更加想尋求更好
在一次又一次的踏上攝影征途上
不只是為了要追求某個動人故事的原委
也更為了要完成心底裡那幅美麗圖畫
─── 陳海騰 Tony Chan

我是陳海騰，外號「烏騰」，和太太馬妞都熱愛攝影，在移民加拿大期間因地利之便，去過
洛磯山脈不下 50 餘次，更完整地探索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區，曾出版《帶你玩遍阿拉斯加》
及《育空極地大冒險》兩書，近年更自駕橫越加拿大，尋訪東西岸人文故事和自然景緻。

與聯合報系有 . 行旅繼「洛磯山脈黃刀鎮極光之旅」後，再次規劃的「加東賞楓」行程，內
容除了包羅火紅的賞楓勝地，如阿岡昆省立公園、聖安妮峽谷、洛朗區、楓葉大道、千島湖
等，更前往鮮少人知的慕斯科卡湖區、紅河谷國家公園、粉紅湖、國王大道等賞楓秘景。除
了楓葉景點之外，東岸亦是加拿大建國重要的歷史文化發展地區，走訪歷史博物館、毛皮商
人大本營、法屬移民地區魁北克和蒙特婁，兼顧自然風光和歷史文化，達到感性與知性的美。
加拿大最浪漫的賞楓季節是從 9 月底到 10 月下旬，以深紅色的漆樹和鵝黃色的山毛櫸率先
拉開秋天序幕，隨後鮮紅色的主角：糖楓 (Sugar Maple) 和紅楓 (Red Maple)，還有黃橘色
的西克莫楓 (Sycamore)、條紋楓 (Striped Maple) 等上百種楓樹陸續登場，為彩色大地掀起
高潮，金黃、鮮橘、火紅與其交織的落葉松、杉樹等，共同譜出秋天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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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直飛多倫多，省去轉機的等待時間。經長程飛行抵達多倫多已深
夜，直接前往飯店休息。

 機上
 機上
 HILTON SUITES MARKHAM

DAY1

桃園機場 - 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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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英式貴族韻味的尼加拉湖畔小鎮，是加拿大著名酒鄉，這裡盛產
葡萄酒和冰酒。世界三大跨國瀑布尼加拉瀑布，橫跨加拿大安大略省
與美國紐約州，瀑布從大到小分別為馬蹄瀑布、美國瀑布、新娘面紗
瀑布，氣勢磅礡猶如萬馬奔騰、洶湧激湍之處令人嘆為觀止！特別安
排乘瀑布遊船”霧中少女號”近距離欣賞其宏偉。

 酒莊套餐 ( 含品酒體驗 )
 瀑布景觀餐廳自助餐
 Marriott on the Falls 面瀑布房

DAY2

多倫多 - 尼加拉湖畔小鎮 - 霧中少女號 - 瀑布煙火秀 - 尼加拉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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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灣碼頭餐館                  西式排餐                     Deerhurst Resort

早晨用餐時瀑布景致映入眼簾，為此趟旅程抹上一道難忘印記。緩慢
前往慕斯科卡湖區，此區涵蓋一千六百多座湖泊，是加拿大度假勝
地，也是新人蜜月首選，因「慕斯科卡」在阿岡昆原住民語中，意為
「紅色大地」，每逢金秋楓紅之際，滿山遍野被渲染成一片火紅，在
此安排遊湖，感受慕斯科卡湖的緩慢度假步調。DAY3

尼加拉瀑布 - 慕斯科卡湖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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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便餐         古城區西式料理          Fairmont Ottawa

前往阿岡昆省立公園的路途上，兩旁楓樹林立，初訪此處的人無不驚
嘆連連，健行小徑兩旁的火紅楓葉一路燃燒到盡頭，讓步道充滿浪漫
色調。渥太華的自然瑰寶─加蒂諾公園粉紅湖 (Pink Lake)，漫山紅楓
與藍天綠水交映而成的秋景，令人難以忘卻。午後造訪加拿大歷史博
物館，能瞭解印第安文明及原住民對加拿大歷史與文化的影響。晚上
獨家 ( 自由參加 ) 由攝影專家帶領市景夜拍，或探訪首都渥太華。

DAY4

阿岡昆省立公園健行 - 加拿大歷史博物館 - 渥太華



10

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擁有豐富歷史遺址、
國家博物館、藝術畫廊等，是座擁有深厚
文化底蘊的城市，國會與政府機關大廈等
建築，皆為哥德式尖塔與青銅屋頂的城堡
結構，帶有歐洲中古世紀的典雅莊嚴。
下午抵達位於魁北克最著名的洛朗區中的
川普朗度假村，被譽為「加東賞楓第一特
區」，安排搭乘纜車眺望層次繽紛的美景，
欣賞七彩楓樹及層層色調。

 渡假村西式料理
 渡假村西式料理
 Fairmont Tremblant

DAY5

渥太華
∣

總督府
∣

川普朗登山纜車
∣

川普朗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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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小鎮「魁北克古城區」，在
上城區有著「香榭麗舍大道」之稱的大街，
融合英法兩國文化，隨處可見法式風格與
英國古典式建築，北美當地最古老、最受
歡迎的小香普蘭街，除了是知名韓劇《鬼
怪》的拍攝地外，當地宛如巴黎蒙馬特巷
弄的景觀建築，身臨其中可感受到濃濃的
歐式風情。

 渡假村西式料理
 古城區法式料理
 Hotel Palace Royal

DAY6

川普朗渡假村
∣

魁北克古城遊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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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蒙莫朗西地處綠林溪谷峭壁，雖不及尼加拉瀑布壯闊，但瀑布高度達
83 公尺，搭乘纜車觀賞傾瀉而下的瀑布，磅礡氣勢毫不遜色。
擁有絕美楓景的聖安妮峽谷，楓葉因峽谷高低落差與日照不均，而形
成顏色深淺不一，美不勝收，有如身處仙境。

魁北克 - 蒙莫朗西瀑布纜車 - 聖安妮大峽谷

 瀑布景觀餐廳
 古城區法式料理
 Hotel Palace 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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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特色料理
 西式牛排餐
 Fairmont The Queen Elizabeth

DAY8

國王大道長約 280 里，將魁北克和蒙特婁之間的聖勞倫斯河北岸的
37 個法國人定居點全部連接起來，是加拿大最具風情的道路。
午後前往毛皮交易大本營—蒙特婁，登上皇家山山頂，在世界第二大
圓頂的聖約瑟大教堂俯瞰市景。加國第二大城蒙特婁，有北美小巴黎
的美譽，位於老城區的舊港，至今保有 18 世紀風格，被稱活著的史
博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莊嚴肅穆聖母大教堂。

魁北克 - 國王大道 - 聖母大教堂 - 皇家山聖約瑟教堂 - 蒙特婁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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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島湖為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乘坐遊船
可欣賞著名群島，例如心型島、億萬富豪
古堡、世界最短國際橋及外母島等。午後
前 往 古 都 京 士 頓， 沿 經 市 政 府 大 會 堂、
十八世紀英式燈塔、最古老東西橫貫火車
頭，加拿大唯一的皇家軍事學院、皇后大
學、加拿大第一任總理故居等，是座自然
與歷史必存的美麗城市，也是加國文明發
源地之一。

 千島湖碼頭自助餐
 青花莊粵菜海鮮
 Hilton Suites Markham

DAY9

蒙特婁
∣

千島湖遊湖
∣

古都京士頓
∣

多倫多

DAY10

加拿大第一大城─多倫多，集結世界各國文化特色，無論服飾、餐
飲、人文、藝術等，皆充滿多樣移民色彩。與整座城市融為一體的多
倫多大學，隨處可見維多利亞式與現代化建築，其中，諾克斯學院與
三一學院曾是電影《哈利波特》取景地。晚餐前往世界排名第五高建
築 CN 塔旋轉餐廳用餐，並俯瞰多倫多市區美景，為此趟澄金秋彩賞
楓旅程，畫下美好句點。

多倫多大學 - 市區購物 - 多倫多夜景 -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釣魚台港式飲茶              CN 塔旋轉餐廳景觀餐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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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12

飛行經國際換日線，於隔日清晨抵達臺灣。
多倫多─桃園機場

      機上              機上              機上                

* 本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旅館及餐廳之實際情形調整順
序，屆時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 單獨報名之貴賓將協助與同性旅客安排同住 , 倘若無法配房 , 將收取單人房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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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蒙集團

城堡飯店

渥太華 費爾蒙特洛里耶堡酒店
Fairmont Chateau Laurier

蒙特婁 費爾蒙伊麗莎白女王酒店
Fairmont The Queen Elizabeth

位於渥太華市中心、坐落在地都運河閘門
旁，能一覽渥太華河美景，也能欣賞不同角
度的國會大廈，曾接待過伊莉莎白女王、邱
吉爾、黛安娜王妃等人，建築採法國哥德式
風格，下榻於此宛如置身在歐洲古堡裡。

1958 開幕，曾接待過無數皇室貴族、國家
元首等名人，2017 重新整修開幕，將室內
復古元素大膽融入現代藝術，新舊交融，創
造出其獨特風格。其中 1742 房是約翰 ‧ 藍
儂與小野洋子，在此做為期一周的 Bed-Ins 
for Peace，以反越戰宣示的行為藝術而聞
名，並創作了 Give Peace a Chance 單曲。

川普朗渡假村 費爾蒙川普朗城堡酒店
Fairmont Tremblant

位在風景如畫的川普朗風景區裡，建築本身
融入楓紅景致，是費爾蒙集團下的浪漫且帶
有設計感度假酒店之一。客房享有壯麗山
景，感受獨有的浪漫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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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酒店

尼亞加拉瀑布  萬豪酒店
Marriott on the Falls

亨茨維爾 迪赫特度假酒店
Deerhurst Resort

魁北克 皇家宮殿酒店
Hotel Palace Royal

酒店面尼加拉瀑布，一踏入大廳，迎面而來
的是挑高落地窗後的瀑布景致。特別安排面
瀑布房，俯瞰世界三大跨國瀑布之一的宏偉
壯闊，夜晚還能欣賞尼加拉瀑布的精彩燈光
秀，在房內即可享有專屬自己的瀑布絕景。

坐落在半島湖 (Peninsula Lake) 湖畔，每逢
秋季整座渡假村將被楓紅遍野的山巒包圍
住，是安大略省歷史悠久的度假勝地之一，
也是 2010 G8 高峰會議舉行場地。加拿大知
名歌手 Shania Twain 曾在此駐唱，賞楓季
常一房難求。

距離魁北克古城僅步行 5 分鐘即可抵達，
擁有現代裝飾與典雅家具的室內風格，中庭
設有棕梠樹的室內花園，獨特設計使 Hotel 
Palace Royal 有”城市中心綠洲”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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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濃
追楓趣

報名資訊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10/04 19：40 21：55 桃園 / 多倫多 長榮航空 BR36
10/14 01：45 05：00+1 多倫多 / 桃園 長榮航空 BR35

* 抵達台灣時間為10/15凌晨5:00。

貼心安排
● 安排桃園機場環宇商務中心禮遇出關，禮賓人員服務，快速通關享尊榮體驗。
● 行程中不安排團餐、不進購物站、車上不推銷，團費含簽證、領隊司機小費。（備註：房間小費請自理）

● 行前與帶團講師陳海騰相見歡，行前說明旅程更輕鬆愉快。（視訊或錄影）

● 活動期間投保團體旅遊責任險 500 萬台幣、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政府規定 15 歲以下、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

回程贈送
 收集團員行程拍攝相片，評選製作專屬珍藏攝影集，永久保留美好回憶。

出發日期（僅此一團）
賞楓限定：2020 年 10 月 4 日 - 10 月 15 日 ( 含飛行時間共 12 日 )

團費 230,000 元，全團人數不超過 22 位，16 位以上成行。

行程說明會（座位有限，敬請來電預約）
針對北中南不定期舉辦行程講座，針對行程亮點及特色說明詳細說明，活動訊息請上有行旅官網
(http://utravel.udn.com）「講座資訊」查詢，或來電確認場次。

連絡資訊
主辦單位 :                                     
聯絡電話：(02)8643-3581、(02)8643-3543、(02)8643-3517、(02)8643-3926
手機號碼 / 可加 LINE：0989-689-609、0956-200-868
客服信箱：utravel@udn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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