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旅行社

洛磯山 班芙 露意詩湖 冰川四天遊
Rockies
4 Days

出團日期:
4月17日~5月15日
每位減收$70
*唯一的洛磯山四天行程:不走回頭路
*前往最多的門票景點: OK湖遊船(獨家)LAKE CRUISE，哥倫比亞
冰川巨型雪車 SNOWCOACH，冰川天空步道 SKYWALK，班芙登山纜車 GONDOLA
*包餐團友：送 –》觀光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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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月)或豐富牛排餐(4,5,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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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加拿大洛磯山脈的最高峰 MOUNT ROBSON , 麋鹿湖, 積士柏市, 露易絲湖, 城堡
山,班芙, 春泉酒店, 弓湖,烏鴉爪冰河, 弓河瀑布, 基隆那水怪湖, …………
四/五/九/十月 逢星期二、六
六/七/八月
逢星期二、四、六

2018年4月17日- 10月30日

溫哥華 - 甘露市 - 維蒙鎮(午、晚)

Pick Up Time & Location
7:30AM 列治文置地廣場之道明銀行
(Sexsmith & Cambie Road)
7:45AM 溫哥華渥列治商場對面之滙豐銀行
(Cambie St. & 42nd Ave)
8:00AM 本拿比麗晶廣場之滙豐銀行
(Kingsway & Willington Ave.)
8:30AM 高貴林 TOYS’RUS門口
(1110 Lougheed Highway)
8:45AM 素里 Guildford Town Center
Sears 門口 (在 105 Ave.)

VANCOUVER - KAMLOOPS –VALE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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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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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WYNDHAM HOTEL GROUP – SUPER EIGHT VALEMOUNT或同級

維蒙鎮 - 積士柏國家公園 - 哥倫比亞冰原 - 班芙國家公園 (早、-、晚)

VALEMOUNT – JASPER NATIONAL PARK – COLUMBIA ICEFIELD – BANFF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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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RAMADA HOTEL CANMORE 或同級

可改住班芙BANFF SPRUCE GROVE INN / BANFF VOYAGER INN 酒店，在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鎮
自由活動，附加費(每位) 雙人房 +$40 第三/四位 +$40 單人房 +$90

班芙-露易絲湖-優鶴/冰川/雷夫爾斯托克國家公園- 維農(早、午、晚)

BANFF – LAKE LOUISE – YOHO/GLACIER/REVELSTOKE NATIONAL PARKS – VERNON
早上沿路遠望一號公路上著名的路標CASTLE MOUNTAIN城堡山, 前往被譽為“洛磯山城堡”的
FAIRMONT BANFF SPRING 世界著名班芙春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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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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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HOLIDAY INN EXPRESS & SUITES HOTEL VERNON 或同級

維農 - 基隆娜 - 溫哥華(早、午)

VERNON - KELOWNA-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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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每位）
雙人房

$499

同房

單人房

$199

$799

第三/四位

餐費已包
登山覽車門票
餐費

門票 (必須預繳) (4項)

OK湖遊船(獨家)/ 哥倫比亞冰川巨型雪車/
冰川天空步道/國家公園門票

成人/15歲以上

130

$

服務費 *大小同價,上車後現付導遊（每位） $40

6-15歲

70

$

費用包括: ●專業華籍領隊(國語/粵語) ●酒店住宿 ● 團費內包括之膳食及入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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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歲以下

25

$

9 餐:3早/3午/3晚

*包自助午餐於Lake Louise Gondola餐房或豐富牛排餐

成人/11歲以上

188

$

2-11歲

165

$

洛磯山旅遊巴士前三排座位費（每位） $80

費用以加幣計算（CAD$）

HHF18s_Rocky4D_03

集合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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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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