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溫哥華 (夏天)
2015 年 4 月至 10 月 (三/ 四/ 五天團)
三天團:

四天團:

五天團:

4, 5, 9, 10 月 逢星期二/ 五
6月
逢星期二/ 四/五/六
7, 8 月
天天出發
(行程 D1 – D3):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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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9, 10 月
逢星期二/ 五
6月
逢星期二/ 四/五/六
7, 8 月
天天出發
(行程 D1 – D3): D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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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9, 10
逢星期二/ 五
6月
逢星期二/ 四/五/六
7, 8 月
天天出發
(行程 D1–D5): 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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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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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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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溫哥華 (-/-/-)
溫哥華連續 5 年入選為十大最佳居住
城市之首; 伊麗莎白公園 ( Q.E.
PARK) ﹣是溫哥華的最高點, 海拔
（152 米), 可看到溫哥華市中心及北
岸的壯觀景色, 園內鳥語花香，仿如置
身於桃源仙境; 煤氣鎮 (GAS TOWN) 溫哥華歷史見證之一, 欣賞蒸氣時鐘;
現為時尚家居用品, 型格服飾, 高級餐
廳酒吧之集中地; 溫哥華 2010 冬奧火
炬公園及 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具有五帆的溫哥華港地標, 建
於世博期間, 現為國際貿易及會議中心
亦是郵輪碼頭; 途經著名購物街
ROBSON STREET, 進入史丹利公園
(STANLEY PARK)佔地千畝, 古印地安
人的圖騰木林, 別緻有趣; 遠觀獅門橋
(LIONS GATE BRIDGE) 及欣賞英格
列海灣景色(ENGLISH BAY); 北美洲
第二大唐人街 (CHINA TOWN) 有健力
士大全之最窄商業樓宇及千禧門;格蘭
湖島 (GRANVILLE ISLAND) - 有公眾
市集, 售賣本地出產果菜; 有藝術畫廊,
船屋, 街頭藝術表演, 咖啡店等, 可感
受溫哥華悠閒生活

D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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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小童 $30

D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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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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旅行社:

精彩自選行程:適合四/ 五天團的團友參加

野生殺人鯨之旅

成人 $135

小童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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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酒店(A)ROYAL (包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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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
每位
三天
(IVJ03)
四天
(IVJ04)
五天
(IVJ05)

溫哥華酒店(B)DELUXE (早餐/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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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人房

同房第三
/第四位

單人房

雙人房

同房第三/
第四位

單人房

319

209

439

359

229

545

379

229

609

449

269

719

469

319

729

579

359

949

每晚房價

溫哥華酒店延住

4,10 月

5–9 月

同房第三/第四位
(每位)

(A)Royal 包早餐
(B)Deluxe (早餐/天 +$25)

119
159

139
189

20
35

費用以加幣計算（CAD$）

備註:

1.
2.
3.
4.

溫哥華抵步集合地點：
入境接機大堂
國際航班:
【圖騰人型雙木雕】
加境內航班: 行李提取處
Pan Pacific Hotel 門口
郵輪碼頭：
(999 Canada Place #300)

服務費(抵步後現付導遊)
三天

15

四天 25

野生殺人鯨之旅
五天

10

35

需另付 5% GST

團費, 門票, 餐費, 酒店延住, 改住班芙酒店附加費, 前排座位附加費需另付 5% GST, 並均需於出發前足額支付。
服務費 (大小同價)，可於抵步後直接現付導遊。
出發前 14 天內取消定位者,視作自動放棄, 所繳費用全部不退還;
行程內容只供參考, 如有特殊情況或任何不可預知的因素下, 如過關延誤, 天氣惡劣, 道路阻塞, 交通工具故障或罷工等, 本公司保有取消
或更改行程(包括延長及縮短) 的權利, 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理, 以利團體進行, 不可異議。本公司將不負責在此情況下所引至之捐失及作
任何進一步的賠償。

費用包括: 1.專業華語導遊; 2. 酒店住宿; 3. 餐費內包括之膳食; 4. 團費內包括之入場費（寶翠花園/ 卑詩渡輪來回船票）
費用不包括: 1.服務費; 2. 5% GST; 3. 團費內不包括之入場費; 4. 所有私人性質費用如簽證/電話/洗衣/行李搬運/保險等
旅遊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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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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