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 
< 保證入住班芙市酒店,充裕時間購物及享用中西美食 
< 送班芙國家公園門票 
< 暢遊露易斯湖,欣賞冬季白雪皚皚的湖光山色 
<  在零下天氣免費享受琉磺山露天溫泉浴
<  在登山纜車欣賞無敵洛磯山冬季雪景 (自費)

<  參觀養蜂場、花旗蔘種植場及著名 VQA釀酒廠
< 車上免費 WiFi 隨時分享旅途樂趣 (洛磯山行程)*有條件限制 
< 送溫哥華市區觀光 (只限中午 12:00pm 前已接載之旅客)

1 原居地~溫哥華/西雅圖  
抵達溫哥華國際機場後專人送往酒店休息。12:00pm 前已接載之客人加送溫哥華市區觀光(三小時),遊覽唐人街,煤氣鎮及士丹利公園。(客人
12:00pm 前扺達西雅圖機場, 由專車接載,稍停西雅圖午餐後送往溫哥華酒店)。 
 

2 溫哥華~基隆拿~OK 湖公園~釀酒廠~三文灣/維農市 (午/晚餐) 
早上於指定地點集合後出發，專車前往有水果之鄉美譽的奧根拿根河谷，參觀著名釀酒廠，團友並可品嚐紅、白葡萄酒及極品冰酒或隨意選購各式
佳釀。途經有"水怪湖"之稱的奧根拿根湖。隨後前往維農市，參觀"蜜蜂王國"，由專人講解蜂蜜之生產過程，並可購買新鮮蜂蜜及極品蜂皇漿(必需
四點前到達)。住宿: 三文灣 Hilltop Hotel Salmon Arm 或 維農市 Sandman Hotel 或同級 
 

3 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羅傑士通道~露易斯湖~班芙市~硫磺山溫泉 (早/午餐) 
游游覽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著名的"最後一顆釘"，此為橫跨加拿大東西鐵路(CPR)竣工紀念地。之後途經著名羅傑士通道，再前往被譽為"洛磯
山脈藍寶石"之露易斯湖-冬季湖水冰封，白雪皚皚。下午抵達班芙市，自由購物及免費享受硫磺山溫泉浴 (溫泉於 10 月 15-27 日保養期間關閉)。 
住宿: 班芙市中心 Canalta Lodge 或同級  *可升等入住露易斯湖城堡酒店，歡迎致電查詢 
 

4 弓河瀑布~硫磺山登山纜車~灰熊鎮/三文灣 (早/午/晚餐)
遊覽因電影{大江東去}而聞名於世的弓河瀑布，自費乘搭硫磺山登山纜車，欣賞冬季洛磯山美不勝收的無敵景色。 (如遇硫磺山纜車關閉期間,將改往
露易斯湖乘搭纜車)。住宿: Revelstoke Sandman Hotel/ Hilltop Hotel Salmon Arm 或 同級  
 

5 灰熊鎮/三文灣~錦祿市~溫哥華 (早/午餐) *10 月 19-26 日團加遊亞當河觀看三文魚洄游 (須視乎天氣路況魚量而定) 
前往 BC 省花旗蔘城錦祿市，參觀著名花旗蔘加工廠，品嚐即泡花旗蔘茶，專人講解如何種植花旗蔘及瞭解其藥效。 
午膳於 BC 省半沙漠地區美利市，餐後乘車返回溫哥華。 
**五天團結束之客人，隨即送往溫哥華機場乘機返回原居地，結束五天精彩遊。(請訂晚上 10:00pm 後航班離境) 
 

6 溫哥華~原居地
是日乘坐酒店 Shuttle 前往溫哥華機場或早上 7:00 時由專人送往西雅圖機場，完滿結束六天行程。 
(西雅圖機場離境,建議搭乘 3:30pm 後航班) 

溫哥華 洛磯山  五、六天團 團號： WP 05/06



溫哥華 洛磯山  七天團 團號： WP 07

1 原居地~溫哥華/西雅圖 
抵達溫哥華國際機場後專人送往酒店休息。12:00pm 前已接載之客人加送溫哥華市區觀光(三小時),遊覽唐人街,煤氣鎮及士丹利公園。(客人
12:00pm 前扺達西雅圖機場, 由專車接載,稍停西雅圖午餐後送往溫哥華酒店)。 

2 溫哥華~基隆拿~OK 湖公園~釀酒廠~三文灣/維農市 (午/晚餐)
早上於指定地點集合後出發，專車前往有水果之鄉美譽的奧根拿根河谷，參觀著名釀酒廠，團友並可品嚐紅、白葡萄酒及極品冰酒或隨意選購各
式佳釀。途經有"水怪湖"之稱的奧根拿根湖。隨後前往維農市，參觀"蜜蜂王國"，由專人講解蜂蜜之生產過程，並可購買新鮮蜂蜜及極品蜂皇漿
(必需四點前到達)。住宿: 三文灣 Hilltop Hotel Salmon Arm 或 維農市 Sandman Hotel 或同級 
 

3 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羅傑士通道~露易斯湖~班芙市~硫磺山溫泉 (早/午餐)
游游覽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著名的"最後一顆釘"，此為橫跨加拿大東西鐵路(CPR)竣工紀念地。之後途經著名羅傑士通道，再前往被譽為"洛
磯山脈藍寶石"之露易斯湖-冬季湖水冰封，白雪皚皚。下午抵達班芙市，自由購物及免費享受硫磺山溫泉浴 (溫泉於 10 月 15-27 日保養期間關閉)。 
住宿: 班芙市中心 Canalta Lodge 或同級  *可升等入住露易斯湖城堡酒店，歡迎致電查詢 
 

4 弓河瀑布~硫磺山登山纜車~灰熊鎮/三文灣 (早/午/晚餐)
遊覽因電影{大江東去}而聞名於世的弓河瀑布，自費乘搭硫磺山登山纜車，欣賞冬季洛磯山美不勝收的無敵景色。 (如遇硫磺山纜車關閉期間,將改
往露易斯湖乘搭纜車)。住宿: Revelstoke Sandman Hotel/ Hilltop Hotel Salmon Arm 或 同級  
 

5 灰熊鎮/三文灣~錦祿市~溫哥華 (早/午餐) *10 月 19-26 日團加遊亞當河觀看三文魚洄游 (須視乎天氣路況魚量而定)
前往 BC 省花旗蔘城錦祿市，參觀著名花旗蔘加工廠，品嚐即泡花旗蔘茶，專人講解如何種植花旗蔘及瞭解其藥效。 
午膳於 BC 省半沙漠地區美利市，餐後乘車返回溫哥華。 

6 自由選擇行程 A)溫哥華 B)維多利亞或 C)威士拿 (任選一項) * 自選行程須因應洛磯山團出發日期而可能有所調動團友不得異議

(A) 溫哥華一天遊
早上出發開始大溫哥華區全日觀光，前往北溫著名之卡比蘭奴河吊橋--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同時遊
覽 Cliffwalk--空中走廊。再進入佔地達一千英畝之士丹利公園(Stanley Park)，觀賞園內印第安人雕刻之圖騰
柱，手工精細，栩栩如生。繼往北美第二大唐人街，團友更可以在此看到世界最窄之建築物。 午膳(自費)後繼
往溫哥華的經濟發源地--煤氣鎮參觀地球上第一個蒸氣鐘。隨後游覽有五帆標誌之加拿大廣場、卑詩省會議中
心及參觀 2010 冬奧聖火盤,更可自費體驗飛越加拿大 4D 模擬飛行，飛越宏偉洛磯山脈、遼闊的草原、雄壯的
尼加拉瀑布水花飛濺、俯瞰氣派的多倫多摩天樓……之後遊覽溫哥華市內著名伊利沙伯女皇公園，遠眺市區秀
麗景色。 

(B) 維多利亞一日遊
早上前往碼頭乘 BC 渡輪橫越喬治亞海峽，沿途欣賞高爾夫群島的優美景色。抵達維多利亞後，首先參觀北美洲
著名寶翠花園 Butchart Gardens，佔地五十英畝，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私人花園之一。建於上世紀初，內有低窪
花園、日本、義大利及噴泉花園等，種植各式花卉宛如伊甸園般。隨後遊覽歷史悠久之唐人街。午膳(自費)後前
往市中心觀光區，客人可以隨意選擇參觀省議會大廈、百年紀念廣場及帝后大酒店(Empress Hotel)。之後參觀
比根山公園及地球上最長公路橫加國道或稱一號公路的起點【MILE 0】，隨後乘 BC 渡輪返回溫哥華。

(C) 威士拿一日遊
早上取道靠海依山的海天公路經馬蹄灣前往威士拿，沿途欣賞喬治亞海峽及陽光海岸島嶼的明媚風光。稍停高
達 335 米的神龍瀑布和 Squamish。到達有”小瑞士” 之稱的威士拿，乘坐最新的峰到峰 Peak-to-Peak 觀光
吊車登山欣賞威士拿滑雪村全景，或於渡假村內觀光購物，盡情享受歐陸風情，傍晚時返回溫哥華。(註:此團
出發會因天氣及季節而定)
 

7 溫哥華~原居地 
是日乘坐酒店 Shuttle 前往溫哥華機場或早上 7:00 時由專人送往西雅圖機場，完滿結束七天行程。 
(西雅圖機場離境,建議搭乘 3:30pm 後航班) 



溫哥華 洛磯山  八天團 團號： WP 08

1 原居地~溫哥華/西雅圖 
抵達溫哥華國際機場後專人送往酒店休息。12:00pm 前已接載之客人加送溫哥華市區觀光(三小時),遊覽唐人街,煤氣鎮及士丹利公園。(客人
12:00pm 前扺達西雅圖機場, 由專車接載,稍停西雅圖午餐後送往溫哥華酒店)。 

2 溫哥華~基隆拿~OK 湖公園~釀酒廠~三文灣/維農市 (午/晚餐)
早上於指定地點集合後出發，專車前往有水果之鄉美譽的奧根拿根河谷，參觀著名釀酒廠，團友並可品嚐紅、白葡萄酒及極品冰酒或隨意選購各
式佳釀。途經有"水怪湖"之稱的奧根拿根湖。隨後前往維農市，參觀"蜜蜂王國"，由專人講解蜂蜜之生產過程，並可購買新鮮蜂蜜及極品蜂皇漿
(必需四點前到達)。住宿: 三文灣 Hilltop Hotel Salmon Arm 或 維農市 Sandman Hotel 或同級 
 

3 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羅傑士通道~露易斯湖~班芙市~硫磺山溫泉 (早/午餐)
游游覽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著名的"最後一顆釘"，此為橫跨加拿大東西鐵路(CPR)竣工紀念地。之後途經著名羅傑士通道，再前往被譽為"洛
磯山脈藍寶石"之露易斯湖-冬季湖水冰封，白雪皚皚。下午抵達班芙市，自由購物及免費享受硫磺山溫泉浴 (溫泉於 10 月 15-27 日保養期間關閉)。 
住宿: 班芙市中心 Canalta Lodge 或同級  *可升等入住露易斯湖城堡酒店，歡迎致電查詢 
 

4 弓河瀑布~硫磺山登山纜車~灰熊鎮/三文灣 (早/午/晚餐)
遊覽因電影{大江東去}而聞名於世的弓河瀑布，自費乘搭硫磺山登山纜車，欣賞冬季洛磯山美不勝收的無敵景色。 (如遇硫磺山纜車關閉期間,將改
往露易斯湖乘搭纜車)。住宿: Revelstoke Sandman Hotel/ Hilltop Hotel Salmon Arm 或 同級  
 

5 灰熊鎮/三文灣~錦祿市~溫哥華 (早/午餐) *10 月 19-26 日團加遊亞當河觀看三文魚洄游 (須視乎天氣路況魚量而定)
前往 BC 省花旗蔘城錦祿市，參觀著名花旗蔘加工廠，品嚐即泡花旗蔘茶，專人講解如何種植花旗蔘及瞭解其藥效。 
午膳於 BC 省半沙漠地區美利市，餐後乘車返回溫哥華。 

6~7 自由選擇行程 A)溫哥華 B)維多利亞或 C)威士拿 (任選兩項) * 自選行程須因應洛磯山團出發日期而可能有所調動團友不得異議

(A) 溫哥華一天遊
早上出發開始大溫哥華區全日觀光，前往北溫著名之卡比蘭奴河吊橋--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同時遊
覽 Cliffwalk--空中走廊。再進入佔地達一千英畝之士丹利公園(Stanley Park)，觀賞園內印第安人雕刻之圖騰
柱，手工精細，栩栩如生。繼往北美第二大唐人街，團友更可以在此看到世界最窄之建築物。 午膳(自費)後繼
往溫哥華的經濟發源地--煤氣鎮參觀地球上第一個蒸氣鐘。隨後游覽有五帆標誌之加拿大廣場、卑詩省會議中
心及參觀 2010 冬奧聖火盤,更可自費體驗飛越加拿大 4D 模擬飛行，飛越宏偉洛磯山脈、遼闊的草原、雄壯的
尼加拉瀑布水花飛濺、俯瞰氣派的多倫多摩天樓……之後遊覽溫哥華市內著名伊利沙伯女皇公園，遠眺市區秀
麗景色。 

(B) 維多利亞一日遊
早上前往碼頭乘 BC 渡輪橫越喬治亞海峽，沿途欣賞高爾夫群島的優美景色。抵達維多利亞後，首先參觀北美
洲著名寶翠花園 Butchart Gardens，佔地五十英畝，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私人花園之一。建於上世紀初，內有低
窪花園、日本、義大利及噴泉花園等，種植各式花卉宛如伊甸園般。隨後遊覽歷史悠久之唐人街。午膳(自費)
後前往市中心觀光區，客人可以隨意選擇參觀省議會大廈、百年紀念廣場及帝后大酒店(Empress Hotel)。之後
參觀比根山公園及地球上最長公路橫加國道或稱一號公路的起點【MILE 0】，隨後乘 BC 渡輪返回溫哥華。 

(C) 威士拿一日遊
早上取道靠海依山的海天公路經馬蹄灣前往威士拿，沿途欣賞喬治亞海峽及陽光海岸島嶼的明媚風光。稍停高
達 335 米的神龍瀑布和 Squamish。到達有”小瑞士” 之稱的威士拿，乘坐最新的峰到峰 Peak-to-Peak 觀光
吊車登山欣賞威士拿滑雪村全景，或於渡假村內觀光購物，盡情享受歐陸風情，傍晚時返回溫哥華。(註:此團
出發會因天氣及季節而定)
 

8 溫哥華~原居地 
是日乘坐酒店 Shuttle 前往溫哥華機場或早上 7:00 時由專人送往西雅圖機場，完滿結束七天行程。 
(西雅圖機場離境,建議搭乘 3:30pm 後航班) 



WP05/06/07/08  09/17/19 

出發日期 

團號 2019 年 10 月 14 日 至 2020 年 4 月 13 日  (特別加開  12 月 22,26,29 日出發 ) 

WP 05/06 逢週一、五  出發 (聖誕及新年 酒店附加費) 

12 月 22,24,26,28,29,31 日出發 
每房加收+附加费$110  

WP 07 逢週日、一、四、五  出發 

WP 08 

接機注意事項: 
1) 溫哥華( YVR) 抵達: (a)國內航班請於 3 號行李帶處集合;  (b)國際航班請於接機大廳旅客資訊中心集合
2) 團體免費接機服務 (YVR) 09:00am - 21:00pm, 需要在機場等候其它旅客
3) 個人自費接機服務 (YVR) 08:00am - 21:00pm, 隨接隨走, 第 1,2 人共收US$120, 每加 1 人加US$12/位
4) 郵輪碼頭接送 $20/程/位 09:00 於 Pan Pacific Hotel 門前等候 (只適用於溫哥華抵達)

5) 西雅圖 (SEA) 抵達(每位客人另收單程$50/雙程$100) 機場接機請 12:00pm 於 14 號行李帶處集合 (其餘客人可 13:00 於太空針登車)

逢週日、一、三、四、五、六  出發 

團號 
(團費以USD每位計) 

類別 雙人房 第三/四位同房 單人房 
自費項目門票 (必須預繳) 

A) 溫哥華一日遊$40/位 (大小
同價)

B) 維多利亞一日遊(包渡輪及
花園門票)
大人 $110, 小童(2-11) $100 (2
歲 以下) $35
包餐  $14 位 (大小同價)

C) 威士拿一日遊$50/位 (大小
同價)

D) 自由活動 $50

WP 05 
超值團* $408 $158 $628 

精選團 $438 $168 $668 

WP 06 
超值團* $468 $188 $748 

精選團 $508 $198  $828 

WP 07 
超值團* $528 $218  $868 

精選團 $598 $238  $988 

WP 08 
超值團* $588 $248  $988 

精選團 $678 $258 $1148 

**洛磯山升等入住一晚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 露易斯湖城堡酒店, 可免費安排洛磯山四天巴士前排座位,歡迎致電查詢 

超值住宿酒店 (或同級) *超值團酒店送早餐 
Accent Inns Richmond 
Ramada Inn Richmond 
Coast Hotel Richmond 
Travelodge Hotel Richmond 

精選住宿酒店 (或同級) 
Radisson President Hotel Richmond 
Holiday Inn Vancouver Centre 
Sandman Signature Richmond 
Executive Airport Plaza Richmond 

洛磯山餐費 
3 早 4 午 2 晚 (共 9 餐) 

成人 $155  
小童(2-11 歲) $135

自費門票(報名時必須預繳)包括: 
琉磺山登山纜車  成人 $50 起  6-15 歲小童 $25 起 (如遇硫磺山纜車關閉期間,將改往露易斯湖乘搭纜車) 
溫哥華 Capilano 吊橋 (包括 Cliffwalk 空中走廊) 成人$40 起 (65 歲+) $35 起 青少年(13-16 歲) $25 起  小童(6-12 歲) $15 起  5 歲以下 免費 
溫哥華 Flyover Canada 飛越加拿大 成人 (13-64 歲)$28 起   學生(13-21 歲) 及耆英 (65+歲)$23起   小童( 12 歲須 102cm 高) $20 起
威士拿觀光吊車及 Peak2Peak 纜車 成人(19-64 歲 ) $58起  青年(13-18 歲 /耆英 65+) $50起   小童(7-12 歲) $28起   6 歲以下小童  免費 
四天洛磯山預訂巴士前三排座位,遊覽途中視野更廣闊只需 $80 位(大小同價)   

*本公司保留對以上價格調整之權利及如因天氣或特別事故,行程可能有所更改或取消, 團友不得異議。
*威士拿觀光吊車及 Peak2Peak 纜車因維修關係於 10 月 15 日~11 月 27 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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