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ASLB6D
團號： 20ASLB7D
20ASBJ8D

住國家公園城堡酒店

2 0 2 0 年洛磯班夫暢遊6-8 日

出發日期
2 0 2 0/06/03- 2020/10/03 週 三 、 週 日 出 發

行程費用
每人費用（CAD）
A 洛磯班夫暢遊6日

適用日期月份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6月,8/30-9/23

$1,028
$1,118
$968
$1,148
$1,218
$1,068
$1,358
$1,448
$1,298

$928
$988
$878
$998
$1,068
$948
$1,218
$1,288
$1,168

$828
$878
$788
$888
$938
$848
$1,078
$1,148
$1,048

$1,828
$2,008
$1,668
$2,038
$2,198
$1,888
$2,378
$2,548
$2,238

7月-8/26
9/30,10月
6月,8/30-9/23

B 洛磯班夫暢遊7日

7月-8/26
9/30,10月

C 洛磯班夫暢遊8日
（含維多利亞）

6月,8/30-9/23
7月-8/26
9/30,10月

◎費用為加幣，單人計價。
◎費用包括：遊覽交通、五到七晚酒店住宿、國家公園門票、專業華語導遊。
◎費用不包：5% G.S.T.、旅遊保險、哥倫比亞冰原雪車票、冰川天空玻璃橋步道、地獄門峽谷纜車門票(含午餐)、司機導遊小費(建議每日每
人CAD$12)。
◎餐費另收：行程A&B 共8餐)成人CAD$218，11歲以下兒童CAD$168；行程C共9餐) 成人CAD$234，11歲以下兒童CAD$184；2歲以下自
理，含露易絲湖城堡酒店高級午餐， *須另加稅5% G.S.T.。
◎門票另收：三項門票，大人CAD$136，6-15歲兒童CAD$95。
門票包括：1. 哥倫比亞冰原雪車 2. 冰川天空玻璃橋步道
3. 地獄谷跨河觀景纜車票+傳統西式午餐【三文魚濃湯/牛(雞)三明治/不含酒精類之飲品】
**以上門票須另加稅5% G.S.T.。
**以上自費活動項目如因天候、訂位爆滿、雪車/遊艇/纜車故障或路況阻塞及封路...等人力無法控制的因素而被取消，而無法進行之活動費用
將退還旅客
◎為求公平起見，座位將每日更換，敬請配合。
◎建議自行購買旅遊保險。

行程特色：
★精心安排兩晚班夫國家公園酒店住宿
★【露易絲湖城堡酒店】讓您不再只是在外欣賞城堡之美，真正的體驗城堡的高貴。
★【班夫皇家山酒店】班夫鎮中心的歷史性地標物之一，無論去購物還是娛樂都近在咫尺。
★露易絲湖城堡酒店高級午餐，秀麗山川陪襯著您用餐，美味無限享‧滿足無限。
★【地獄門峽谷空中纜車】，乘空中纜車俯瞰整個菲莎河谷，觀賞每分鐘約2億加侖的水流撞擊山谷的震撼場面。
★搭乘特製的【哥倫比亞冰原雪車】登上阿薩巴斯卡冰河，撫摸萬年冰川，這絕對是您一生中難得的經驗。
★【冰川天空玻璃橋步道】漫步於透明玻璃橋面，感受洛磯山脈浩瀚磅礡的氣勢，遼望絕美山水風光。

詳細行程：
A:洛磯班夫暢遊6日

第1天 原居地－溫哥華
今日由原居地搭機前往溫哥華，接機送往指定酒店。如下午2點前抵達溫哥華酒店，贈送溫哥華市區觀光包含:史坦利公園、中國城、蓋士鎮、加拿大
廣場。專人接機時間為08:30AM ~ 18:30PM(以班機抵達時間為準)其它時間抵達，請自行前往酒店。如需專車接機服務，費用另計。
餐食：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ACCENT INNS VANCOUVER AIRPORT或同級
第2天 溫哥華－科隆娜【葡萄酒廠】－灰熊鎮
今日專車沿著國道橫加一號公路行經菲莎河谷低路平原，午間抵達歐肯那根湖區，安排前往葡萄酒釀酒廠品嚐及選購。稍後途經奇麗景色歐肯那根湖
。最後參觀『最後一根釘紀念碑』。傍晚抵達灰熊鎮。
餐食：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或自助餐(自費選項) 晚餐 中式六菜一湯(自費選項) 旅館： RAMADA REVELSTOKE 或同級
第3天 灰熊鎮－優鶴國家公園【翡翠湖】－班夫
今早參觀『翡翠湖』，隨後前往欣賞露易絲湖之美。今午安排在露易絲湖城堡酒店享受高級午餐，午餐後前往班夫鎮參觀弓河瀑布。隨後前往驚艷一
角，遠望班夫春泉城堡酒店古典之美。今晚住宿班夫鎮中心皇家山酒店。
餐食：早餐 西式早餐(自費選項） 午餐 露易絲湖城堡酒店高級午餐(自費選項)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館：MOUNT ROYAL HOTEL 或同級
第4天 班夫－【冰原雪車之旅】、【冰川天空步道(玻璃橋)】－露易絲湖
上午沿著高山高速公路『冰原大道』抵達哥倫比亞冰原，參加冰原雪車之旅。隨後參觀冰川天空玻璃橋步道。回程行經佩多湖、弓峰、弓湖及鴉爪冰
河等景點。今晚住宿露易絲湖畔城堡酒店。
餐食：早餐 西式早餐(含） 午餐 自助餐(自費選項) 晚餐 西式套餐(自費選項) 旅館：露易絲湖畔城堡酒店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第5天 露易絲湖 －夕卡摩鎮【荷蘭正統乳牛霜淇淋】－ 甘露市【太陽峰渡假村】
早晨欣賞露易絲湖之晨景。之後途徑乳酪小鎮【夕卡摩】，您可在此荷蘭農場內休息並可自費品嚐當地特色風味的霜淇淋。今晚住宿於太陽峰渡假村。
餐食：早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午餐 中式六菜一湯(自費選項)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館：GRAND SUN PEAKS RESORT
第6天 太陽峰渡假村 － 甘露市－ 溫哥華
今晨前往『甘露市』，北美洲花旗蔘的主要產地，可自由選購各類西洋蔘製品。午後進入菲莎河谷低陸平原返抵溫哥華。
餐食：早餐 西式早餐(自費選項） 午餐 自理 或 門票自費選項(含 地獄門峽谷纜車票+午餐) 晚餐 敬請自理
B:洛磯班夫暢遊7日
除包含以上的6天相同行程外，第6天住宿 旅館：ACCENT INNS VANCOUVER AIRPORT或同級
第7天 溫哥華 － 原居地
今日自行搭乘由酒店提供的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原居地。
餐食：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C:洛磯班夫暢遊、維多利亞8日
除包含以上的6天相同行程外，第6天住宿 旅館：ACCENT INNS VANCOUVER AIRPORT或同級
第7天 溫哥華 － 維多利亞 － 溫哥華

今日搭乘BC渡輪前往維多利亞市。首先參觀北美國寶級布查德花園。隨後抵達唐人街、港灣區、帝后酒店、省議會大樓等。傍晚返回溫哥華。
【如遇ACCENTS INN VANCOUVER AIRPORT 客滿，另提供以下酒店選擇】
1. SANDMAN SIGNATURE VANCOUVER AIRPORT--------雙人房(人)+$30----三人房(人)+$23----四人房(人)+$18
2. HOWARD JOHNSON DOWNTOWN VANCOUVER ------雙人房(人)+$25----三人房(人)+$20----四人房(人)+$16
餐食：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中式(自費選項)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ACCENT INNS VANCOUVER AIRPORT或同級
第8天 溫哥華 － 原居地

今日自行搭乘由酒店提供的機場穿梭巴士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原居地。【部分酒店不提供機場穿梭巴士服務，請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機
場】。 建議:[由西雅圖離境的旅客請自行前往西雅圖國際機場搭機. 建議請訂下午15:30PM以後的班機]
餐食：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集合時間地點：
集合地點

地址

時間

RMD / ACCENT INNS RICHMOND

10551 ST. EDWARDS DR. RICHMOND

06:50

RMD / YAOHAN CENTRE

3700 NO.3 ROAD RICHMOND

07:00

YVR / CAMBIE 夾 西42街

5812 CAMBIE STREET VANCOUVER

07:15

BBY / CRYSTAL MALL (HSBC 匯豐銀行)

4500 KINGSWAY BURNABY (KINGSWAY 夾 WILLINGDON AVE.)

07:30

COQ / TOYS'R'US

1110 LOUGHEED HIGHWAY COQUITLAM

07:50

SUR / SHERATON HOTEL

15269 104 AVENUE SURREY

08:10

＊雄獅旅遊保留團費調整及行程修正權利。如有更改以官網公告為準。
＊出團人數未達成行標準時，雄獅旅遊待有權取消該團行程。
＊當票價和匯率變動時，雄獅旅遊得有權隨時修改售價。
＊取消行程之費用：出發前31天以上取消，收取總費用之10%；出發前21至30日內，收取總費用之50%；出發前8至20日內，收取總費用之75%；出發前7
日內，收取全額費用。機票取消規則請參照航空公司規定。
＊本行程乃按一般旅遊狀況而定，本公司有權依特殊狀況而改變行程價格或其他條件。行程中如發生意外以導致傷亡或其他損失，當根據航空公司、酒店、巴
士、鐵路等營運機構所規定之條例，作為解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雪地活動均有一定程度風險，讓旅遊更有保障，強力建議購買旅遊保險。
＊如發生任何意外或損失，航空公司、機場、巴士公司、飯店或當地旅行社均有各自規定及保險以保護客人權益，因此雄獅公司將不再針對此相關問題負任何
責任。另外超過旅行社負擔的範圍，如戰爭、天氣、罷工等因素產生的額外費用，所有金額將由參團旅客平均自行吸收。
＊雄獅旅遊強烈建議客人自行購買旅遊平安保險，參團旅客均需攜帶六個月以上有效效期護照及簽證等相關文件，如有任何原因導致無法入境，所繳費用以及
後續事宜，需自行負責，雄獅旅遊概不退費及負責。
＊請各位團友準時於集合地點上車，如因遲到而無法成行者，團費恕不退還。
＊如因自然災害或人力無法抗拒的因素而導致行程延誤而無法準時登機，旅客須自行承擔風險，所產生的額外費用請旅客自行負擔。
BPCPA NO: 25259 / 25260 / 52379

www.liontravel.ca

列治文門市電話：（604）231-7331
舊地址：#110-414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2C2
新地址（7月1日後）：#110 - 4940 No. 3 Road, Richmond. B.C. V6X 3A5

客服中心專線：（604）438-6578
#218-494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