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原居地 - 溫哥華 
原居地飛往溫哥華，凡上午11時前抵達溫哥華者，送溫哥華半天市

內觀光，包括中國城，煤氣鎮和史丹利公園等，特別增遊加拿大五帆廣

場，參觀冬奧聖火盤。傍晚送往酒店休息。11點後到達客人接機後，送

往酒店休息和自由活動。

(客人必須三天前提供航班訊息，否則當作放棄接機及半天遊)

原居地 - 西雅圖機場 - 溫哥華 
原居地飛往西雅圖，抵達西雅圖機場后隨即展開西雅圖市區迷你半天

遊，參觀西雅圖市中心的太空針塔(門票自費)，下午前往溫哥華（請安

排上午11：30時之前抵達西雅圖機場）。

(注:溫哥華半天遊不適合用於西雅圖出發團友 )

2溫哥華 - 基隆那 - 維農 - 鮭魚灣 (午*/晚*)
美麗鎮 ~ 這裏沒有特別的景點但是到處都是風景。美麗鎮位於尼古

拉河谷腹地，坐落在英屬哥倫比亞省南部內陸令人歎為觀止的風景秀麗

之地，彌漫著充滿活力而獨特的生活氣息。

基隆那酒莊 ~ 基隆那日照時間超過2000個小時，下雨機會不多，半乾

旱氣候，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讓基隆那被大片美麗的葡萄園和水果園

擁抱。這裏有很多由家族世代打理的酒莊，或大或小，不僅可以品嚐美

酒，嚐盡美食，還非常適合為浪漫的婚紗照取景。

基隆那湖 ~ 位於溫哥華與洛磯山脈之間，整條湖是一條狹長的湖，由南

自北連綿上百公里，湖水又深又冷，有些地方看上去還深不可測，據傳

言這裏還有水怪出沒。 

維農 ~ 四周環繞著連綿起伏的草原、嶙峋的岩石以及高聳的松樹和道格

拉斯冷杉，擁有三座湖泊和逶迤山脈，景色旖旎，民風熱情。

鮭魚灣 ~ 鮭魚灣這座城市的名字是因為每年鮭魚的洄遊而命名，湖水仿

佛是一面鏡子，倒映著群山，山環抱著湖，湖依戀著山，純淨而秀美，

似乎可以融化一切。橋的另一端就是鮭魚灣遊艇碼頭，碼頭、水岸、走

道，景致迷人。   

3 鮭魚灣 - 最後一口釘 - 登山纜車 - 露易斯湖 - 夢
蓮湖 - 弓河瀑布 - 班芙市 (早*/午*)

最後一口釘 ~ 橫貫加拿大的太平洋鐵路交接點，也記錄了在一百多年前為

加拿大建設帶來不可估量的貢獻我們中國的鐵路工人。太平洋鐵路是一項

載入史冊的超級工程也記錄了我們同胞先輩在異國他鄉的艱苦奮鬥的過程。

白角山纜車 ~ 搭乘位於白角山的露易斯湖纜車，單程約14分鐘，高空俯瞰

露易斯湖及群山美景 ，您不但可以感受洛磯山脈磅礡的氣勢，偶爾還可

在山頂上見到松鼠及巨角野羊的蹤跡，這絕對是一處值得您前往的地方。

温哥華/惠斯勒九天探索遊 

包含溫哥華機場或溫哥華五帆郵輪碼頭或火車站接送。 

一次美景之旅暢遊多個加國著名國家公園【賈斯珀國家公園】、

【班芙國家公園】、【雷佛斯托克山國家公園】、  【冰河國家

公園】、【優鶴國家公園】。

帶您穿越加拿大著名觀景冰原公路，一睹最美的冰川湖【弓湖】

的美麗風景。

暢遊有洛磯山藍寶石之美譽的【露易斯湖】，碧綠清澈的湖水，

壯觀雄偉的冰川作背景，美景一覽無遺。

貼心安排暢遊海拔高達1800米的【夢蓮湖】，此湖被十幾座山峰

包圍而成；令客人置身於栩栩如生的油畫中。

搭乘特備巨型雪車登上世界最大的冰原遺跡【哥倫比亞冰原】。

最火的旅遊熱點賈斯珀國家公園內【冰川天空步道】。

乘纜車登上【白角山】，高空俯瞰露易斯湖及群山美景。

入住充滿歐陸風情的【班芙市】內酒店，自由閒逛、品嚐當地美

食。欣賞班芙大道上的美麗晚霞。

貼心安排車上免費WIFI服務，第一時間上網分享最美旅程。

洛磯山 - 相當於10個瑞士大的高山湖泊美景盛宴，是造訪加拿大西部必去的旅遊勝地。將如此震撼的美景收入四天行程，那一定是淬火成

金，將所有的精華集合成最短、最有效、最超值的一次體驗！從溫哥華出發，您將從太平洋海岸深入到內陸平原，然後又從內陸平原爬上

東西海岸的分水嶺，進入洛磯山脈，沿途景色層巒疊嶂，美不勝收！本行程包含了班芙國家公園和賈斯珀國家公園最具特色的景觀。 您還

將有自由空間，漫步於國家公園深處的歐陸風情小鎮，體驗異國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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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洛磯山、溫哥華島

西雅圖機埸 約中午十二時於16號行李帶

西雅圖太空針 約下午1:30時於太空針售票處

加拿大內陸航班接機 提取行李後，於二號行李提取區等候

國際及美國航班接機 提取行李後，於接機大堂人形木刻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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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斯湖 ~ 被譽為“洛磯山脈的藍寶石”，湖水在陽光下呈現清澈的藍

綠色，一如藍寶石般瑰麗。從近處看湖水是淺綠色的，遠處看則是碧綠色

的，如果登高俯視則整個湖泊猶如群山環抱中一顆晶瑩剔透的翡翠，湖水

顏色的變幻多姿為路易斯湖平添了許多的神秘感。

夢蓮湖 ~ 加拿大班芙國家公園的一個冰川湖，夢蓮湖被世界公認為是最

有拍照價值的湖泊。這座湖被印在加拿大20元的紙幣上。

弓河瀑布 ~ 河水沿著班芙北面的山勢而來，在市區繞過一個弧度再往北

而去，形狀就像一張弓，因此而得名。瑪麗蓮夢露主演的一部電影《大江

東去》取景於此而吸引眾多遊客來此。 

班芙市 ~ 加拿大境內唯一一個身處國家公園內的城市。作為“加拿大洛

磯山脈自然公園群”的一部分，與其它加拿大洛磯山脈的國家和省立公園

一起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

4 班芙市 - 哥倫比亞冰原 - 冰河天空步道 - 弓湖 -
灰熊鎮 (早/午/晚)

哥倫比亞冰原 ~ 是洛磯山系中第一大冰原，北美洲最容易進入的冰川群

之一。由於冰河的冰層密度極高，陽光無法折射，會呈現晶瑩剔透的藍

光，在晴空下十分瑰。搭乘世界上獨有的巨輪雪車上達三百公尺深的阿

薩巴斯卡冰川，您可漫步於冰川上親身體驗大自然的神奇，並有機會親

嚐萬年冰河水的特殊滋味。

冰河天空步道 ~ 在冰川天空步道上，可以看到周圍的冰川和周圍的雪山

群峰，沿途還可以看到各種野生動物的介紹。在雪山環抱下，弧形的玻

璃橋向懸崖外伸出，是美景與勇氣的結合。 

弓湖 ~ 據說弓湖沿岸附近生長的道格拉斯泠杉適合製作弓，弓湖由此得

名。弓湖是加拿大著名的觀景大道 - 冰原公路上最大的湖泊，也是這條

公路上最美的風景線之一。

灰熊鎮 ~ 灰熊鎮位於溫哥華以東641公里的塞爾基克山脈和莫納希山脈

之間的哥倫比亞河上，是橫貫BC省東西走廊的交通要道。東部是著名的

羅傑斯山口和冰川國家公園，西邊有三個山谷溝壑，北面是米卡溪和金

籃子湖，南部則是劍湖。正在迅速發展的旅遊業包括了:戶外探險、鄉村

遠足、山地自行車、滑雪旅遊、直升機滑雪、雪地摩托、高山滑雪、單

板滑雪、北歐滑雪、河上漂流、獨木舟和皮划艇等，而且這些都是在令

人歎為觀止的風景中進行。

5灰熊鎮 - 甘露市 - 溫哥華 (早*/ 午*)
甘露市 ~ 有著悠久的原住民歷史與文化，這裏共有十七個原住民部

落社區，是一個適合各種戶外運動如騎馬、登山、健行、越野滑雪、釣

魚以及多種水上活動的好地方，豐富多彩的選擇令來此的遊客都會感到

不枉此行。

花旗參城甘露市 ~ 參觀著名的花旗參工場，瞭解花旗參的種植，生產過

程及選參方法，團友還可以品嚐花旗參茶。

6-7溫哥華 - 維多利亞 -登肯市 - 舒美尼斯鎮
寶翠花園 ~ 維多利亞市非常美麗，有“花園城市”之稱，以

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的名字而命名。寶翠花園是維多利亞最重要的標誌性地

點之一，園內收集了世界各地有名的花草樹木，繁花似錦百花盛開。

比根山公園 ~ 維多利亞最大的花園，每逢星期日下午，這裏都會舉行音

樂會。這裏有世界上最高的圖騰柱，以及Trans-Canada Highway的太

平洋終點的所在。從這裏的可以隔海眺望美國的Olympic Mountains以
及Strait of Juan de Fuca.

黃金溪省立公園 - 黃金溪位於維多利亞西北方的Langford，距維多利亞19

公里。 被茂密的森林所包圍，中間被一號公路劈成東西兩部分，中間通過

涵洞相互連接。 秋天的景色十分美麗，遠處高山，近有溪流，襯以長滿綠

苔的樹木，讓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登肯市 ~ 鄧肯市很小，但是整個城市顏色鮮豔色彩鮮明獨具特色。產業以

林業和木材加工為主，擁有大量的印第安原住民，他們保留的木雕作品，

把這座小城打扮成為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更可參觀一枝全世界最大的冰

球棒連冰球木雕。此冰球棒在1986年溫哥華世界博覽會展覽過後安放于此。

舒美尼斯鎮 ~ 舒美尼斯鎮是溫哥華島上以壁畫而著名的小鎮。藝術氣氛

濃郁的幢幢彩色小木屋及住宅經主人精心裝點，平添了許多溫馨浪漫的

情調。大型壁畫更是令人感歎!

8威土拿一天遊或溫哥華一天遊 (選其一)
威土拿一天遊

在加拿大BC省眾多的世界級滑雪度假聖地中，惠斯勒一直是個神話般的

存在。作為溫哥華的「後花園」，惠斯勒曾經是2010國際冬季奧運會的

舉辦地，其優質的香檳粉雪，和世界一流的設施，使其成為現今為止世

界一流的冬季滑雪聖地和夏季旅遊度假勝地。橫跨惠斯勒山和黑梳山兩

座高峰之間的Peak2Peak纜車是當今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纜車，俯瞰谷底

壯觀的自然景色。

“海連天”公路 ~ 公路沿豪灣的險峻峽灣，經過陡峭的岩壁、瀑布、湖

泊、高山森林、冰川和被冰雪覆蓋的海岸山脈，連接的藍天與大海在這裏

可以體會到速度與激情。

神龍瀑布 ~ 瀑布水來自雪峰的融冰，終年瀑水豐盈，加拿大第三高的瀑布。

酋長峰 ~ 酋長峰高度達到三千英尺（900餘米），是一整塊花崗岩，岩壁

光滑，大多數凹凸處的深度和高度不足一厘米，有些甚至只有幾毫米。哪

怕是借助繩索保護的情況下，對一個專業的業界攀岩愛好者來說，也是一

輩子值得驕傲的事情。電影《攀登者》就是講述攀登酋長峰的故事。

溫哥華一天遊
溫哥華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城市，也是多年來被眾多知名媒體評價為「

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如果你第一次來溫哥華，這是瞭解溫哥華這

個城市的最佳方式。一日游涵蓋了溫哥華最為著名的旅遊景點和城市地

標，知識豐富的導遊助您瞭解溫哥華的地理，歷史和風土人情，解答您

感興趣的問題。

煤氣鎮/唐人街 ~ 這裏矗立著“煤氣先生”本人的雕像，重2噸的蒸汽鐘是

最著名的景點，大鐘以蒸汽為動力，每隔15分鐘就會伴隨著威斯敏斯特鐘

樂曲冒出白色的蒸汽。溫哥華一直是加拿大華人最多、社團最多的城市。

溫哥華唐人街也是世界最為著名的中國城之一。

飛躍加拿大 ~ 加拿大首個4D模擬飛行專案，體驗高空專案帶來的強烈感官

享受，換一個視角來看這個世界。

冬奧紀念公園 ~ 冬奧會舉辦地，可以看到留下的為舉辦冬奧會所佈置的場

地和冬奧會的聖火盆。

五帆廣場 ~ 溫哥華著名風物標誌之一，是溫哥華的象徵。白色五帆與蔚藍

海天相輝映，像星光大道一樣，地面上印有加拿大各省名字。

斯坦利公園 ~ 公園內人工景物極少，是北美地區最大的市內公園。斯坦利

公園的環島道路是遊人散步和自行車愛好者的天堂，在兩側景色優美的道

路上，還時可見到滑輪好手的身姿。

伊莉莎白公園 ~ 位於溫哥華市區最高點，是最受人們歡迎的公園之一。這

裏也是溫哥華最佳的結婚照戶外拍攝場地之一，每到節假日，穿著各式中

西式結婚禮服的新人將花園裝點得喜氣洋洋。

卡皮拉諾吊橋公園 ~ 位於北溫的卡皮拉諾吊橋公園， 是溫哥華著名的旅

遊景點之一。這公園除了連接公園兩邊長達137米和70米高的卡皮拉諾吊

橋外，還有自然之邊緣(Nature’s Edge), Treetops Adventure和2011年6月新

開發的Cliffwalk, 另外公園裡還有一些卡皮拉諾吊橋早期歷史的介紹，世

界上最大的私人原住民圖騰收藏(數量不多)和雨林。

9溫哥華 - 原居地 
從溫哥華返回原居地之旅客，請乘坐酒店機場專車前往機場，而第一

天下午抵達溫哥華未曾參加市區遊的旅客可選擇參加本公司贈送之溫哥華

市內重點觀光。請安排下午3:30後離開之航班。也可自由探親或前往酒店

附近品嚐美食。然後乘坐酒店專車送往機場，轉乘航機返回原居地。

** 客人必須三天前告知離開航班訊息，才能安排半天遊。

西雅圖 - 原居地 
從西雅圖返回原居地之旅客早上乘坐機場專車送往西雅圖機場，請

訂3:30後航班回原居地。

 (注:溫哥華半天遊不適合用於西雅圖出發團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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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
大溫哥華地區 AS Hotel 
(特選酒店)

Sheraton YVR Airport Hotel 

Marriott YVR Airport Hotel 

或同級酒店

大溫哥華地區 A Hotel  
(精選酒店) 

Four Point Sheraton YVR Airport Hotel 

Westin Wall Centre Hotel 

Pacific Gateway Airport Hotel 

或同級酒店

大溫哥華地區 B Hotel  
(經濟酒店) 

Abercorn Inn YVR Airport 

Accent Inn YVR Airport Hotel

Accent Inn Burnaby

或同級酒店

灰熊鎮 Revelstoke Stoke Hotel or Sandman Hotel 或同級酒店

班芙 Banff Banff Inn or Irwin’s Inn or Inn of Banff 或同級酒店

鮭魚灣 Salmon Arm Comfort Inn Salmon Arm 或同級酒店

維多利亞 Victoria Comfort Inn Victoria 或同級酒店

以上酒店名稱只作參考，不能盡錄，以確認單為準。本公司亦可為客戶預訂溫哥華區

其他指定心儀酒店，惟需要酌收服務費，歡迎查詢。

溫哥華酒店一般都需要客人信用卡作損毀擔保，如果客人沒有信用卡，也需要用現金

作擔保(個別酒店有不同的擔保金要求)。在一般沒有任何損毀的情況下，作擔保的現

金會在退房後退回，信用卡擔保也會作廢。

團號 溫哥華
酒店 

團費(美金） 門票 (必須預繳) 洛磯山膳食9餐

雙人房 第三/四位 單人房 成人 小童  (6-15) 成人 小童 (2-11)

UROC09

AS $1319 $499 $2109
$249 $159 $169 $149A $1299

$489
$2069

B $1179 $1889 同時預訂門票及餐組合每位減$10

團費包括 
專業華籍導遊；

酒店住宿(房間以一張或兩張床為主)；

豪華旅遊巴士。

1

2

3

非包餐團員之所有膳食；

司機及導遊之服務小費(每天每位共$12)；

溫哥華接機每位$5/天；

所有私人性質之費用：如自費行程，電話

費等。

團費不包括 
1

2

3

4

團費表

團號 出發日期
4月17 - 30 5月 6 - 8月 9月/10月1-13

UROC09 逢星期日、一、二、三、五 天天出發 星期六除外 天天出發

門票 UROC09

巨型雪車

天空步道

纜車

寶翠花園

卑斯渡輪

威士拿吊車或北温吊橋及
飛越加拿大 

* 遊覽拍照必備！只需USD$60位即可預訂巴士前3行座位(洛磯山部份)

* 西雅圖接送每程USD$60/來回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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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為目的地參團，請自備有效旅遊簽證，並根據您的護照

類型，提前確認並辦理eTA。詳情請查詢：

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eta.asp 

本產品為目的地散客拼團，在保證承諾的服務內容和標準不變

的前提下，與其他客人拼成一個團，統一安排行程。不同出發

日期，行程前後順序可能有所調整。

酒店星級:北美酒店沒有官方酒店星級評等標準，行程所涉及酒

店均為當地品牌酒店。

北美酒店標準雙人間配備為一張大床或兩張床，如您對床型有

特別要求，請在預訂時告知，我們將盡力協調。

產品組成要素，如：旅遊車輛、酒店、餐廳、旅遊景點設施、語

言文化，因地區，國度的不同，衡量標準也不同，敬請理解。

出團期間，可能會有入住不同酒店的情況，如涉及不同酒店客

人的接送事宜，司導人員會根據團隊實際情況進行合理安排，

敬請理解、配合，謝謝。

出團期間，可能會有不同的車輛和導遊為您服務，如給您帶來

不便，敬請諒解! 

行程期間，如你需要離團，請簽署《離團確認書》。

出發前14天內取消訂位，所繳位部費用，恕不退還；出發前

15-29天取消訂位，每人扣除團費50%；30天前取消訂位，每人

扣除手續費$35。

酒店房間以雙人房以一張或二張為準，三人及四人以兩張床為

準，每房只可容納最多四人入住。房間內不准吸煙，否則罰款

$350自負。

為公平起見，導遊將每天更換座位編排一次。

團友須準時到達指定集合地點，若因簽証問題、逾時或所有個

人理由而不能成行，則作自動放棄，所繳費用一概不獲退還。

如遇上特殊情況，如惡劣天氣，交通事故等，本公司保留更改

或取消行程權利，團友不得異議。本公司當盡可能使舉辦之一

切行程節目依照章程內完成。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罷工，

路況，壞車，證件遺失及當地酒店突告客滿等，而導致旅行團

之全部或部份行程有所延遲，更改或取消，而非本公司能力範

圍所能控制時，本公司概不負責任何賠償，但本公司將盡力提

供與行程表所列類似或同級酒店及其他有關服務。如因行程改

變而導致費用增加，參加者須自行繳交額外之費用。

本公司提議各團友購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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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

物件），當根據航空公司、酒店、餐廳、巴士等營運機構所訂

之條例，作為解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若因天氣，路面，

機械，航班除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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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人數不足以成團，本公司將於出發前7天退還所付全部團費及

不會作進一步賠償。

行程先後次序依確認書為準，如有更改，恕不通知。

温馨提示

1

2

3

4

5

6

7

8

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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