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旅行社

2018年4月至10月

加拿大溫哥華洛磯山脈(夏天)
(出發 & 結束: 温哥華)

五天團:

4, 5, 9, 10 月 逢星期一/ 五
6月
逢星期一/三/ 五
7, 8月
逢星期一/二/三/ 五
(行程D1-D5): Day 5 完畢後, 乘坐
酒店穿梭巴士前往機場飛往原居地
(請安排晚上22:00後航班)

六天團:

4, 5, 9, 10 月
逢星期一/ 五
6月
逢星期一/三/ 五
7, 8月 天天出發 (星期六除外)
(行程D1 – D5): Day 6 沒有行程,
早上客人自由活動,完畢後乘坐酒
店穿梭巴士前往機場飛往原居地

(五/六/七/八天團)

七天團:

4, 5, 9, 10 月
逢星期一/ 五
天天出發 (星期六除外)
6月
7, 8月
天天出發
(行程D1–D6): Day 7 沒有行程,
早上客人自由活動, 完畢後乘坐酒
店穿梭巴士前往機場飛往原居地

八天團:

4, 5, 9, 10 月 逢星期一/ 五
6, 7, 8 月
天天出發
(行程D1 – D8): Day 8早上客人自
由活動, 完畢後 乘坐酒店穿梭巴士
前往溫哥華機場飛往原居地

洛磯山獨家行程: 乘坐遊船遊覽BC省著名Okanagan Lake (OK湖)；不走回頭路
★送 : 包餐團友觀光纜車門票 - 登上山巔俯瞰洛磯山壯闊景色
★安排自助午餐於Lake Louise Gondola餐房(5-9月) 或豐富牛排餐
★前往洛磯山脈著名五大國家公園 - 班芙, 積士柏, 雷夫爾斯托克, 冰川, 優鶴
★北上維蒙鎮觀賞加拿大洛磯山脈的最高峰- Mount Robson
★乘坐巨型雪車前往世界著名哥倫比亞大冰原
★踏上U型玻璃走廊“冰川天空步道”
★遊覽世界著名 “洛磯山寶石”的露易絲湖Lake Louise
★自選新行程: 野生殺人鯨之旅 (最佳的觀賞季節: 每年4月至10月份）

第一天 ： 原居地-溫哥華

原居地飛往溫哥華, 機塲接機後,送往酒店休息, 自
由活動, 探親, 購物。

第二天 ： 溫哥華-甘露市-維蒙鎮(-/午/ 晚)

從溫哥華出發第一站前往生產花旗參的甘露市，午
餐後參觀參場品嘗參茶也可選購正宗的花旗參產品
。途經大熊棲息地SPAHATS CREEK省立公園，在
CLEARWATER旅遊中心稍作停留。傍晚抵達洛磯
山最高峰、山頂終年被積雪覆蓋的MOUNT
ROBSON，入住山腳下的VALEMOUNT維蒙小鎮。

第三天： 維蒙鎮-積士柏國家公園哥倫比亞冰川-肯磨/班芙(早/-/ 晚)

MOUNT ROBSON-此峰高3954公尺,山頂終年積
雪.此處亦是菲沙河的源頭; 途經MOOSE LAKE麋
鹿湖進入JASPER積士柏國家公園，此處是洛磯山
最多野生動物棲息之地。沿著ATHABASCA
RIVER，經由風景最美麗的冰原大道向哥倫比亞大
冰原進發。首先踏上2014年全新的“天空步道”，
沿著淩空918英尺U型玻璃走廊觀賞SUNWAPTA峽
谷的壯麗景色，再乘坐巨型雪車深入世界著名的
ATHABASCA冰河。下午經弓湖及烏鴉爪冰河等前
往世界聞名班芙市。前往當年瑪麗蓮夢露拍攝電影
“大江東去”的場地欣賞弓河瀑布。夜宿1988年冬
奧賽區之一CANMORE肯磨市。
可改住BANFF班芙酒店，在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鎮
自由活動，不入肯磨。
附加費(每位) 單人房 + $90
雙人房 + $40
同房第三/四位 + $40

第四天：肯磨/班芙-班芙國家公園-世界著
名班芙春泉酒店-露易絲湖-維農 (早/午/ 晚)

早上沿路遠望一號公路上著名的路標CASTLE
MOUNTAIN城堡山, 安排乘坐國家公園觀光纜車
登上山巔俯瞰洛磯山的壯闊景色；前往被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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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磯山城堡”的FAIRMONT BANFF SPRING
世界著名班芙春泉酒店。參觀“洛磯山寶石”
的露易絲湖，平靜如鏡的蔚藍湖面倒影著白雪
蓋頂卻又鬱鬱蔥蔥的群山，恍如置身童話世界
。途經優鶴國家公園、冰川國家公園羅渣士坳
，雷夫爾斯托克國家公園飛鷹坳，並參觀太平
洋鐵路東西接駁處“最後一顆釘”。黃昏時抵
達VERNON維農市先參觀當地養蜂場品嘗多種
多樣新鮮蜂蜜。

第五天： 維農-基隆拿-溫哥華 (早/午/-)

進入BC省的水果之鄉KELOWNA基隆那市特別
安排乘坐遊船遊覽印第安神話中湖怪出沒的
OKANAGAN LAKE - OK湖，在面積351平方公
里的廣闊湖面邊欣賞湖光山色邊尋找
OGOPOGO湖怪。BC優質葡萄酒得到國際認可
屢獲殊榮，回程中安排參觀釀酒廠，介紹紅酒、
白酒和冰酒的釀造過程。
參加五天團之團友，於第五天行程完畢後乘坐酒店穿
梭巴士前往溫哥華機場飛往原居地。(請安排晚上
22:00後航班)
參加六天團之團友，於第六天早上自由活動,探親,購
物及乘坐酒店穿梭巴士前往溫哥華機場飛往原居地。

第六天：溫哥華-維多利亞-溫哥華

乘坐渡輪(BC FERRY) 前往溫哥華島; 欣賞喬治亞
海峽的美景; 約90分鐘, 便可到達省府 - 維多利亞
(VICTORIA); 前往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 (CHINA
TOWN), 參觀地標同濟門及番攤里-加拿大最狹窄
的街道; 參觀雷鳥公園(THUNDERBIRD PARK)建
於1941年,內有原著民藝術家彫刻的圖騰柱及第一
民族歷史古蹟; 參觀懷舊英倫風情的內港灣 (INNER
HARBOUR), 包括省議會大廈及帝后大酒店; 拍照
於加拿大橫貫公路的起點零里程碑; 參觀北美洲最
大的私人花園- 寶翠花園(BUTCHART GARDEN);
包括五個主要園區－下沉花園、玫瑰園、日本園、
意大利園和地中海園; 每年將近一百萬株花卉持續
盛開, 繽紛色彩令人眩目。

參加七天團之團友，於第七天早上自由活動,探
親,購物及乘坐酒店穿梭巴士前往溫哥華機場飛
往原居地。

第七天： 溫哥華-威士拿-溫哥華

途經溫市主要客運港馬蹄灣(HORSESHOE
BAY)，沿著太平洋海岸著名的海連天公路(SEA
TO SKY HWY)及HOWE SOUND海峽； 遊覽全
國第三高之順倫瀑布 (SHANNON FALLS)；欣
賞酋長峰 (STAWAMUS CHIEF), 高約1540 呎 ,
乃世界名列第2大的花崗岩,亦是攀岩愛好者的樂
園 ; 在有 "小瑞士" 之稱的韋士拿村輕鬆購物；觀
光纜車登上韋士拿山峰，乘搭PEAK to PEAK橫
渡頂峰纜車穿梭於威士拿及黑梳山山頂之間(約
4.04公里); PEAK to PEAK 打破多項世界記錄 現為地球上最長的連續升降系統; 世界最長及沒
支撐的跨頂峰纜車; 同類跨頂峰纜車之最高(距離
谷底約436米)

威士拿PEAK TO PEAK纜車
成人 $59 小童 $33

第八天： 溫哥華 - 原居地

早上自由活動,探親,購物;行程完結後, 乘坐酒店穿
梭巴士前往溫哥華機場飛往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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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自選行程:適合六/ 七/ 八天團的團友參加

溫哥華市內觀光 (約3小時) 成人$25 小童$25

於第1天12：00 中午前抵達者可參加，包括市中心, 唐人街, 煤氣鎮, 史丹利公園和格蘭湖島公眾市集。

159

野生殺人鯨之旅

129

成人$
小童$
乘船前往太平洋地區最佳觀賞“野生殺人鯨”之地區, 前往參加觀鯨及海洋野生動物之旅(
3- 5 hours)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VANCOUVER)處于環太平洋地區之中，由于得天獨厚的
地理環境是無數鯨魚覓食繁衍的天堂 (最佳的觀賞季節:每年4月至10月份) 。鯨魚的品種, 包
括有 野生殺人鯨, 學名叫虎鯨/逆戟鯨(ORCAS WHALES)- 世界上最佳觀賞地方之一, 還有駝
背鯨 (HUMPBACK WHALES), 小須鯨 (MINKE WHALES), 灰鯨 (GREY WHALES), 還有海
豚,海獅,海豹及禿頭鷹等。行程後乘坐酒店穿梭巴士前往機場(請安排晚上 22:00時後航班)

團費
每位

五天
(IVR05)
六天
(IVR06)
七天
(IVRJ07)
八天
(IVRJW08)

溫哥華酒店(TypA)*(包酒店早餐)

溫哥華酒店(B)DELUXE (早餐/天 +$38)

雙人房

單人房

雙人房

999

659

689

289 1209

869

Hampton Inn Airport /
Quality Inn Airport /
Accent Inn Airport or similar

599

同房
第三/第四位

同房
第三/第四位

單人房

國際航班:

入境接機大堂
【圖騰人型雙木雕】

加境內航班:

行李提取處

郵輪碼頭：

Pan Pacific Hotel門口

成人

1109 *130

799

329

1399

389 1479 1039

399

1759

1018 479 1769 1229

499

2109

每晚房價

同房第三/第四位

小童
（2-11）

70

(4 項)
*205

特價餐費
*包自助午餐於Lake
Louise Gondola餐房
或 豐富牛排餐
成人

小童
（2-11）

包餐團友:
送登山吊車

125 188 165

(6 項)

9餐 : 3早/3午/3晚

(每位)

洛磯山四天旅遊巴士前三排座位,每位$80

219

35

服務費 (抵步後現付導遊)

329

55

五天50 六天50 七天60 八天70 殺人鯨之旅10

4,10 月

5–9月

(A)Royal 包早餐

199

(B)Deluxe
(早餐/天 +$35)

299

費用以加幣計算（CAD$）
費用包括:
● 專業華籍領隊(國語/粵語) ● 酒店住宿 ● 團費內包括之及入場費
*五或六天(3 項): OK湖遊船(獨家)/ 冰川巨型雪車/ 冰川天空步道
*七或八天(5 項): OK湖遊船(獨家)/ 冰川巨型雪車/ 冰川天空步道/ 寶翠
花園/ 卑詩渡輪來回船票
費用不包括: ● 服務費 ● GST 5% ● 團費內不包括之入場費和餐費 ● 所
有私人性質費用如簽證/電話/洗衣/行李搬運/保險等
取消訂位:
● 出發前31天以上取消定位者，收手續費 每人$50 ● 出發前16-30天取
消定位者，扣除團費50% ● 出發前15天內取消定位者視作自動放棄，
所繳餐費，門票費，酒店費用全部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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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Canada Place #300)

特價門票
(必須預繳)
*包OK湖遊船 (獨家)

279

溫哥華酒店延住

259

The Westin Wall Centre Airport/
Sandman Signature Airport/
Marriott Airport or similar

溫哥華抵步集合地點：

需另付5% GST

旅遊須知:
● 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費用恕不退還 ●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
，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 每人只限行李一件, 手提袋一個 ● 酒店內不允 許吸菸，否則自付罰款$300
● 行程安排只供參考，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於更
改或取消旅行團之權利，如數退還已繳付之費用。本公司不負任何其他責任，
團員不可藉故要求賠償
● 如途中發生意外而引致傷亡或其他損失，當根據旅遊車公司/酒店/及有關營
運機構所訂條例為解決根據，與本公司無涉 ● 本公司強烈建議，為保旅遊安心
，請自行購買旅遊保險，醫療險及行程取消險等。
Operated by Win's Holiday (Canada) Ltd B.C. REG No. 26446 FEB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