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十年全球華人參觀落基山人數之冠，信心保證!
兩晚入住國家公園內：
兩晚
住國家公園內：冰原內唯一酒店 全球限量32個房間及班夫
全球限量32個房間
VIP黃昏冰原雪車包場體驗絕佳攝影場景及清晨享受
VIP黃昏冰原雪車
包場體驗絕佳攝影場景及清晨享受
體驗絕佳攝影場景及清晨享受
冰原早餐後，踏上冰川天空步道，唯我獨尊的冰川之旅
冰原早餐後，踏上
冰原早餐
後，踏上冰川天空步道
冰川天空步道，唯我獨尊的冰川之旅
，唯我獨尊的冰川之旅
獨家包餐計劃：包括豐盛的露易絲湖堡壘酒店西式午
獨家包餐計劃：包括豐盛的露易絲湖堡壘酒店西式午
餐及冰原晚餐
冰原晚餐
特色自選橡皮艇漂流，舒緩漂流，適合各年齡層
特色自選橡皮艇漂流
特色自選
橡皮艇漂流，舒緩漂流，適合各年齡層
，舒緩漂流，適合各年齡層

每房

送豪禮
無線充電板
精美禮品
尊享溫哥華
夜遊買一贈一
價值

$80
$

落 VIP
基冰
山原
•
班•
夫賈
•斯
露
珀
易
絲五
湖天

1

弗農市 - 最後一口釘 - 黃金鎮 自然橋 - 翡翠湖 - 弓河瀑布 - 班
夫小鎮 (早午晚)

穿越飛鷹坳，抵達太平洋鐵路完工時的
“最後一口釘”。途經黃金鎮及踢馬隘
口，遊覽優鶴國家公園內經河水沖刷而
成的自然橋和“小魚之湖”翡翠湖。隨
後抵達班夫國家公園，親臨弓河瀑布並
自由活動於班夫風情小鎮。
住宿: Mount Royal / Inns of Banff Superior
或同級
（可升級班夫春泉堡壘酒店標準房或獨
家特價升等山景房）

3

及班夫

溫哥華 - 基洛納 - 歐墾娜根湖 - 湖面上。來到露易絲湖，遠處的維多利
亞冰川與湖面交相輝映。經弓湖後，欣
酒莊 - 蜂蜜廠 - 弗農市 (午晚)

早上經菲沙河谷，抵達印地安神話中湖
怪出沒的地方-歐墾娜根湖區。參觀英女
皇及多位國家元首曾親臨的釀酒莊，並
由專人講解紅、白及冰酒的釀製過程。
經卡拉馬爾卡湖，到達蜂蜜廠，一嚐世
界純度最高之一的蜂蜜。夜宿弗農市。
住宿: Prestige Vernon Lodge 或同級

2

獨家
獨家入住
家 住
冰原酒店

賞四季顏色變幻的碧吐湖。沿冰原大道
進入賈斯珀國家公園更有機會與野生動
物邂逅。乘坐獨家安排的VIP巨型雪車
“冰原探險家號”(門票)登上哥倫比亞冰
原。入住冰原內唯一景觀度假酒店。
住宿: 獨一無二的冰川景觀度假酒店

4

獨家享用豐盛的冰原早餐後，來到冰川
天空步道 (門票) ，走過探索步道淩空漫
步於玻璃走廊觀景臺。遊覽亞迪巴斯加
瀑布後，可參加橡皮艇漂流 (自費) 或自
由活動於賈斯珀小鎮。親臨瑪琳峽谷，
觀賞卡斯特地貌。與落基山脈第一高峰羅布森山拍照留念後，住宿於山河鎮。
住宿: Canada‘s Best Value 或同級

5

碧吐湖

冰原 - 冰川天空步道 - 亞迪巴
斯加瀑布 - 賈斯珀 - 自選活動 瑪琳峽谷 - 山河鎮 (晚)
送冰原早餐*

冰川天空步道

山河鎮 - 湯普森河 - 甘露市 參場 - 希望鎮 - 溫哥華 (午)
送早餐*

班夫小鎮 - 纜車 - 夢蓮湖 - 露
易絲湖 - 碧吐湖 - 冰原雪車 - 早上經威爾斯葛雷省立公園，沿著湯
冰川景觀度假酒店 (午晚)
普森河，前往“花旗參之都”甘露市。

乘硫磺山登山纜車(門票)，360度鳥瞰落 參觀加西唯一GMP認證參場並瞭解花旗
基山脈和班夫小鎮。遠眺城堡山，前往 參品種及種植過程。經昔日淘金小鎮
夢蓮湖(視開放情況)，周圍的十峰谷倒映於 希望鎮後傍晚返回溫哥華。

團號 ROG05
團費每位(加幣)

雙人房

第三/四位*

單人房

889

419

1489

成人$143
特價門票(須預繳)
小童(6-15歲) $75
$276
包餐費用(9餐) 加送 二天早餐 成人
小童(2-11歲) $233

升等班夫 山景房
春泉堡壘
標準房
(起價)

220
120

含國家公園 登山纜車
VIP冰原雪車 冰川天空步道
特別安排露易絲湖酒店豐
盛的西式午餐和冰原晚餐

120

440
240

2019出發日期 6月6日 - 8月31日 逢週二、四、五；9月 - 10月11日 逢週二、五

橡皮艇漂流

旅遊巴士前三排，視野更開闊
僅需附加費$110/每位
可安排溫哥華或烈治文中心
出發時間 精選酒店接送；六人以上
上門迎接
06:20 高貴林Anson商場, 3027 Anson Ave
06:45 唐人街中華文化中心 50 E. Pender St
07:00 溫西渥列治Cambie街GAP舊址(41st Skytrain南150米)
07:20 烈治文River Rock河石娛樂場 (on River Rd)
08:00 本那比“ESSO油站”旁 (Crystal Mall對面)
08:15 高貴林TOYS “R” US (1110 Lougheed Hwy)
08:15 素里Guildford喜來登酒店東側 (104 Ave夾153 St)
高貴林Anson的客人回程時約19:15從烈治文送返

費用包括 專業華籍導遊
費用包括:
專業華籍導遊，專職司機，酒店住宿及旅遊車
專職司機
費用不包括: 5% GST稅，膳食，自費活動及旅遊保險，門票（須預繳），司機及導遊服務費，每位每天共計$10
* 每人限帶手提及寄倉行李各一件
* 第三/四位與前兩位共享同一房間，每房以兩床為準；；嬰兒須佔座位，費用按每位團費收取
* Sunshine Mountain Lodge 一張雙人床及一張單人多用床。如要四人一房需升級入住豪華房，附加費每房CAD150加稅
* 酒店升等價格視乎房間情況而定，升等一經確認后不可更改，取消不做任何退款
* 所有酒店房間均禁止吸煙，違例者酒店將依條例收取清潔費$350起
* 溫哥華夜遊，團友尊享“買一贈一＂優惠！名額有限，報名從速（每位$35；約2小時；5月1日至9月15日），上車地點為烈治文或溫西
* 早餐由酒店提供，此優惠如有更改或取消，概與本司無涉
團友因個人理由取消定位，必須以書面通知，出發前30天內取消訂位，按以下方法辦理:
1）出發前23-30天 - 可退還團費的70%； 2）出發前15-22天 - 可退還團費的50%；
3）出發前14天內更改或取消訂位而不能享用行程內之某一或全部活動、膳食、入場費或酒店住房，本公司恕不作任何退還。

特約旅行社:

Photos Courtesy of Pursuit, Tourism Jasper and Banff Lake Louise Tourism / Paul Zizka Photography

本公司保留改變行程權利，以利團體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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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根據航空公司、酒店、餐廳、火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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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Reg. No. 3565

PR01312019

美亞假期開業38年 公司遍及洛杉磯、三藩市、賭城、溫哥華 每年接待旅客超過十五萬人
美亞假期開業3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