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哥華•維多利亞•落基山•班夫•露易絲湖•冰原6天遊溫哥華•維多利亞•落基山•班夫•露易絲湖•冰原6天遊

送精選市區遊(約3.5小時)：最TOP景點全網羅- 市中心、史丹利公園、
加拿大廣場、國際會議中心、冬奧會聖火盆等。乘特色漁港小渡從英吉利灣
至格蘭維爾半島，欣賞兩岸如畫風景！
送 溫哥華夜遊： 暢遊蓋斯鎮、奧運村、加拿大廣場等夜景聖地
（約2.5小時；每房送兩位；視天氣情況；6月20日–9月10日；名額有限，送完即止）
送 溫哥華名品奧特萊斯購物: 加贈！9折VIP直銷貴賓優惠卡！舒適的購物環境，
80多個知名品牌如Armani，Coach，Michael Kors等，充裕購物時間！
再送 精美禮品：無線充電板、行李牌、楓葉團章(送完即止)

特色體驗
獨家！省時便利！精心安排膳食計劃，包括露易絲湖堡壘酒店享用豐盛的西式
午餐如需素食或其他特殊餐食，請於預訂時告知以便跟餐廳協調及盡力安排。)
獨家！多等級溫哥華酒店選擇，毗鄰購物、交通及餐廳。更可尊貴升等入住市
中心喜來登酒店- 豪華景觀房。寬大的落地窗可一覽市區及海灣美景
獨家！溫哥華出海觀鯨，尋覓虎鯨、座頭鯨、海豚、海獅、海豹等海洋生物。 
約3-5小時行程; 適用於有半日以上溫哥華自由活動的客人)
獨家！乘水上飛機由維多利亞飛返溫哥華，俯瞰太平洋海岸線美景

第1天 原居地 - 溫哥華
★ 加國內陸航班抵達：提取行李後，於3號行李帶集合
★ 國際航班抵達：提取行李後，於接機大廳“木頭人雕像”集合
★ 郵輪碼頭抵達：提取行李後，於“五帆”酒店門口集合

特別贈送精選市區遊(約3.5小時；限下午1點30分前與導遊會合的客人)：
暢遊市中心、史丹利公園、以“五帆”為標誌的加拿大廣場、國際會議中心、
冬奧聖火盆等。獨家送！特色漁港小渡，沿英格烈灣至格蘭威爾半島，及
欣賞迷人海灣風景！

或 原居地 – 西雅圖 – 溫哥華 （需附加費）
安排客人乘坐Quick Shuttle巴士前往溫哥華
★ 西雅圖機場：集合時間 – 8:30 & 14:30
★ 西雅圖66號或91號郵輪碼頭：集合時間 – 9:30(66號)&9:45(91號)只限有船日
★ 西雅圖市中心：華盛頓會展中心集合時間 – 10:00 & 15:15

酒店: 溫哥華酒店 膳食（自選）：全程膳食： 晚

豪禮大派送價值超過$110!

第2天 溫哥華 - 卑斯渡輪 - 維多利亞 - 內港 - 布查特花園 - 溫哥華
早上乘搭卑斯渡輪(門票)，經喬治亞海峽抵達卑斯省首府-維多利亞。穿過同濟門
和唐人街。來到維多利亞內港，遊覽帝后酒店、省議會大樓等，可選乘古英倫風格
馬車(自費)。途經雷鳥公園，參觀比根山公園、零哩碑等。暢遊世界聞名的布查特
花園(門票)。隨後乘坐渡輪返回。獨家推薦乘水上飛機飛返溫哥華(需附加費)。

酒店: 溫哥華酒店 膳食（自選）：全程膳食：早午晚

第3天 溫哥華 - 基洛納 - 歐墾娜根湖 - 酒莊 - 鮭魚灣
早上乘豪華旅遊車，沿加拿大橫貫公路，經菲沙河谷前往卑斯省葡萄酒
之鄉-基洛納，探秘印地安傳說中湖怪出沒的歐墾娜根湖。參觀酒莊，
品嚐金牌有機葡萄酒和加拿大特產冰酒。住宿鮭魚灣。

酒店: 獨家免費升等入住豪華鮭魚灣湖畔渡假酒店
膳食（自選）：全程膳食： 早午晚 /落基山膳食：午晚

第4天 鮭魚灣- 班夫國家公園 - 登山纜車 - 弓河瀑布 - 班夫風情小鎮
經冰川國家公園內橫貫公路的最高點-羅渣氏坳，穿過優鶴國家公園，進入加拿大
歷史最悠久的班夫國家公園。乘登山纜車(門票)360度俯瞰落基群山和湖泊。經
硃砂湖，前往瑪麗蓮夢露主演《大江東去》的著名取景地-弓河瀑布。遊覽被
譽為“落基山脈靈魂”的班夫鎮，充裕時間漫步班夫大道。

酒店: Elk+Ave酒店或同級 膳食（自選）：全程膳食/落基山膳食：早午晚

第5天 露易絲湖 - 冰原景觀大道 - 賈斯珀國家公園 - 冰原 - 冰川天空步道 - 黃金鎮
清晨經城堡山，來到有“落基山藍寶石”美譽的露易絲湖。維多利亞山峰倒影在如鏡
的湖面，山水相依。沿冰原景觀大道欣賞車窗兩側壯美的風景，途經弓湖及烏鴉爪
冰河，來到賈斯珀國家公園。乘坐獨有的“冰原探險家號”雪車(門票)登上深達300
公尺的哥倫比亞冰原。踏上冰川天空步道(門票)，透過玻璃觀景地板，俯瞰險峻峽谷。
傍晚入住黃金鎮。

酒店: Prestige Golden / Best Western Golden或同級
膳食（自選）：全程膳食/落基山膳食：午晚

2022出發日期: 6月-10月5日 逢週二、三、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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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 黃金鎮 - 甘露市 - 參場 - 菲沙河谷 - 溫哥華
啟程前往崇山峻嶺之間的飛鷹坳，親臨連接太平洋鐵路東西段的最後一口釘。
抵達花旗參之都-甘露市。此地年日照時間超過2000小時。前往加西唯一GMP
認證參廠參觀並瞭解花旗參的品種及種植生產過程。經昔日淘金小鎮希望鎮，
傍晚返抵溫哥華。

PSVYRJ6天團: 返回溫哥華後直接送往溫哥華機場。
(建議團友搭乘晚上9:30後的航班離團。如因天氣、路面、機械等狀況導致
行程延誤，本公司將不負法律責任)

PYRJ7天團: 繼續行程。

酒店: 溫哥華酒店
膳食（自選）：PSVYRJ6天團 全程膳食/ 落基山膳食：早午     
       PSVYRJ7天團 全程膳食：早午晚/落基山膳食：早午

第7天 溫哥華 - 原居地
上午可自由活動動或參加溫哥華奧萊禮物選購(限半日以上溫哥華自由活動
時間及預定下午3點以後離開的客人)：離團前直達溫哥華亞瑟格蘭名品
奧特萊斯，之後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結束愉快的旅程

或 溫哥華 – 西雅圖 – 原居地（需附加費）
於西雅圖離團的客人早上安排乘坐Quick Shuttle巴士前往西雅圖，中午
送達市中心，91/66號郵輪碼頭或機場，建議搭乘下午3點後的航班。

膳食（自選）：全程膳食：早

 
 

 

• 溫哥華/西雅圖*機場/市中心/郵輪碼頭迎接 
‧落基山4天遊 +  維多利亞1天遊 
‧完團當晚送往溫哥華機場 
ΔVancouver/Seattle*Arrival Transfer: 

Airport/Downtown/Cruise Terminal 
ΔRockies 4-day+Victoria 1-day 
ΔDrop off at Vancouver Airport after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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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步道  Skywalk 
登山纜車  Go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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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早5午5晚 
4B 5L 5D 

373 343 

B 1069 1789 433 403 

D 1289 459 2179 446 416 
 

• 溫哥華/西雅圖*機場/市中心/郵輪碼頭迎接 
• 落基山4天遊 + 維多利亞1天遊 
• 溫哥華/西雅圖*機場/市中心/郵輪碼頭離開 
ΔVancouver/Seattle*Arrival Transfer: 

Airport/Downtown/Cruise Terminal 
ΔRockies 4-day+Victoria 1-day 
ΔVancouver/Seattle*Departure Transfer to 

Airport/Downtown/Cruise Terminal 

A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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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查特花園 
Butchart Gardens 
卑斯渡輪 BC Ferries 

   
 
 

5早5午6晚 
5B 5L 6D B 1229 2079 503 473 

 
D 1529 509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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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
酒店 

Vancouver 
Hotels 

位於烈治文中心區 
Located in Central Richmond 

A: Hampton Inn By Hilton or similar 或同级 (2019 Renovated新近装修) 
B: Executive YVR Airport (Deluxe Plaza豪华房) / Westin Wall Centre or similar 或同级 

位於溫哥華市中心 
Located in Downtown Vancouver 

D: Sheraton Wall Centre or similar 或同级 

熱銷 
Hot Sale 

溫哥華夜遊加人費 Vancouver Night Tour Extra Pax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約2.5小時；6月20日至9月10日Duration about 2.5 hours; June 20 to Sep 10. Subject to seat availability） 

每位$40/pax 

 
附加費 

Surcharge 

巴士前三排座位（全天團） Front Seats - First 3 Rows (Full Day Tour) 每天每位$22/pax/day 

西雅圖接送*（僅限旅遊組合） Seattle Transfer (Tour Package Only) 單程每位$78/way/pax 

 

V210005

退改政策
團友因個人理由取消訂位，必須以書面通知，按以下方法辦理:
1.出發前  30天以上取消訂位–收取每位$100手續費
2.出發前23-30天–可退還團費的70%，收取每位$50手續費
3.出發前15-22天–可退還團費的50%，收取每位$50手續費
4.出發前14天內更改或取消訂位而不能享用行程內之某一或全部活動、膳食、
  入場費或酒店住房，本公司恕不作任何退還
* 升等酒店以及自費活動（飛越加拿大、水上飛機、出海觀鯨、波音工廠、
  Amtrak火車等） 確認後不可更改，取消不作任何退款
* 團費及落基山酒店升等附加費可能會因各種因素隨時調整
* 如人數不足以成團，本公司有權調整行程以類似行程替代，或出發前           
  14天取消並退還所繳費用並不作進一步賠償。
* 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權利，以利團體進行。行程中如發生意外而引至傷亡或
  其他損失（包括行李及財物遺失），當根據航空公司、酒店、餐廳、巴士、
  火車、郵輪等營運機構所訂之條例，作為解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部分
  旅遊車可能提供保險帶。若因天氣，路面，機械等狀況而導至行程延誤，
  本公司將不負上法律責任。 
* 建議購買旅遊保險，多一份出行保障。 
* 團費已於原價扣除4%，須以現金繳付，如用其他付款方法則以原價繳付。

費用包括:
專業華籍導遊、酒店及旅遊車 （落基山行程內為豪華大巴和專職司機）
費用不包括:
* 稅金、膳食、行程內之入場費（須預繳）、機票、旅遊保險、所有私人性質之
  費用、燃油附加费。
* 導遊及司機的服務費（溫哥華接機：每位$4；溫哥華精選市區遊/
  夜遊：每位$6；旅遊團：每天每位$15；溫哥華送機：每位$2; 西雅圖接/送: 
  單程每位$12）
* 溫哥華免費接送機時間（按巴士班次）: 8:00am-9:30pm（A、B團）；
  8:00am-8:00pm（D團），超出時段代訂免費酒店機場穿梭巴士(如適用)
* 第三/四位與前兩位共享一個房間，每房以兩床為準；嬰兒須佔座位，費用按
  每位團費收取
* 按酒店要求，辦理入住時需提供Visa或MasterCard信用卡作為押金，敬請攜帶
* 所有酒店房間均禁止吸煙，違例者酒店將罰款$350起
* 每人限帶手提及寄倉行李各一件；額外行李每件$35
* 豪禮按雙人房計算。溫哥華夜遊每房最多送兩位(如天氣情況不理想而取消，
  恕不作出賠償)
* 參加自選項目及西雅圖Quick Shuttle服務，須遵守其營運機構的報名細則及
  條件限制；如價格變動，以運營機構公佈價格為準

PSVYRJ6

PSVYRJ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