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榜惠享】加拿大 

黃刀鎮北極光觀賞+洛磯山脈+優鶴國家公園+班芙

國家公園+強斯頓峽谷+水怪湖+自由行 11日遊     

           

產品資訊 

團號 BAK11C   

出發城市 溫哥華 Vancouver -VR   

目的地城市 黃刀鎮 Yellowknife 途經地點 

優鶴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班芙國家公園 Banff 

National 

Park、強斯頓峽谷 

Johnston Canyon、水怪湖 

Okanagan Lake、黃刀鎮 

Yellowknife 

行程天數 11 天 10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94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003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948 = 1948 

【11天】燃油附加費:1 x 55 = 55 

兩人入住：$142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966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428 = 2856 

【11天】燃油附加費:2 x 55 = 110 

三人入住：$122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849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1228 = 3684 

【11天】燃油附加費:3 x 55 = 165 

四人入住：$110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4652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1108 = 4432 

【11天】燃油附加費:4 x 55 = 220 

             

出發班期 



          12/02/2022-03/24/2023：週五。           

兩人成團，保證出發。          

             

產品特色 

            

            

. 黃刀追光+班芙探雪，一次性打卡加拿大兩大旅遊勝地！真可謂是視覺盛宴！ 

            

            

. 坐落在極光帶正中心的黃刀鎮是NASA評出的全球最適合觀測極光的地方之一，被稱為“北極光首都”。有可能

觀賞到極其罕見的紅色極光、唯美舞動！特別安排3晚營地或追光之旅！ 

            

            

. 作為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和世界遺產，班芙國家公園壯麗秀美的景色讓人沉醉。特別贈送班芙溫泉門票，冰

與火雙重體驗！ 

            

            

. 精選黃刀鎮4星酒店3晚，1晚班芙酒店，地理位置優越，冬日暖洋洋！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溫哥華國際機場 (YVR)； 

免費接機班次為：9:00、11:00、13:00、17:00，需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按巴士班次送至入住酒店。 

溫哥華郵輪碼頭：“五帆”酒店門口； 

免費接人時間為11:30。 

                       

離團地點 

黃刀機場 (YZF)； 

24小時免費接送機服務。 

             

行程介紹 



Day 1 溫哥華接機 

全天   

溫哥華接機信息： 

1. 

溫哥華國際機場(YVR)免費接機班次為：9:00、11:00、13:00、17:00，需在機場等候其他旅客按巴士班次送至入

住酒店。 

2. 溫哥華國際機場(YVR)付費接送機：07:00-

23:00間到達航班，前2位收取$90加幣(USD$75)，每加1位客人收取$20加幣(USD$18)，一個訂單最多4人。 

3. 凡早上11:30之前抵達(出關)的客人, 可免費參加3小時溫哥華游，請客人在機場大廳等候，13:00從機場出發。 

4. 酒店入住時間為下午15:00，提前到達的客人可把行李寄存於前臺自行安排行程。 

5. 

如果客人行程中包括接送機服務，請務必提供準確的航班資訊，並到達指定接機地點。如因資訊不准確造成接

機有誤，旅行社保留提供第二次服務的權利或加收接機費，按自費接機費用收取。 

溫哥華

到達 

加拿大境內航班

抵達 
3號行李帶集合 

國際航班抵達 接機大廳旅客資訊中心集合 

郵輪碼頭 
“五帆”酒店門口集合，免費接的時間為：11

:30 

Quick shuttle 

station 

免費接站River Rock Casino 

Hotel酒店門口 

18:00 之前抵達 

 

 

 

西雅圖付費接送信息： 

1. 我司可代訂從西雅圖機場（SEA）、市區（Seattle-Washington State Convention Center）、碼頭（Seattle-Pier 

66/91）至溫哥華石河酒店（Richmond-River Rock Casino）的Quick 

Shuttle，並安排車輛從河石酒店接至團隊酒店，此過程無縫對接，免除您出行的後顧之憂。 

付費接送西雅圖機場、市區、碼頭至溫哥華石河酒店的Quick Shuttle報價：單程USD$110/人。 

Quick Shuttle的車程一般在4-5小時左右，出發時間等具體資訊以下單後實際票面資訊為准。關於乘坐Quick 

Shuttle的出行提示（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 

*車票一經預定，不可取消或更改，也不可轉讓他人使用。 

2. 西雅圖至溫哥華往返直通車包車服務：車型為7人Van，最多可坐6人；單程USD$700/車。 

 

                                 

http://www.uvbookings.info/upload/BMS/SeattlePick-up.pdf


晚上   

酒店：Hampton Inn by Hilton Vancouver-Airport 或 Accent Inn Vancouver Airport 或 Coast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或 

同級 

                                 

                           

Day 2 溫哥華 - 汽車 - 甘露市 - 汽車 - 灰熊鎮 / 鮭魚灣 

全天   

早上從溫哥華出發，沿著景色優美的菲沙河谷公路前往甘露市。下午繼續出發前往位於歐肯那根山谷北方的花

旗參的故鄉甘露市，城市的名字來自印第安語“Cumcloups”，反映該市是位於湯普森河兩條支流的匯合處。最後

參觀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著名的“最後一根釘”。 

  

行程安排： 

溫哥華 → 風景優美的菲沙河谷 → 甘露市花旗參工廠（40分鐘）→ 最後一根釘紀念碑（30分鐘） 

 

                                 

全天   

甘露市花旗參工廠 Kamloops Sunmore Ginseng Factory 

北美的花旗參原來最大的產地在美國，甘露市後來才種植花旗參的。因為甘露市具備無污染的肥沃泥土、半沙

漠乾燥型氣候等條件，這裡也成為北美最大的花旗參產地，被譽為"花旗參之都"。這裡有著悠久的原住民歷史

與文化，這裡共有十七個原住民部落社區，為BC省內陸最重要的原住民社區。 

 

最後一根釘紀念碑 The Last Spike 

“最後一根釘”紀念碑建於1985年，為紀念100年前加拿大橫貫東西的鐵路在此接軌完工而修建。當年太平洋鐵路

公司董事長史提夫在這裡釘上最後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金子做釘子，被稱為“最後一根釘”，標著這條鐵路大動

脈順利竣工。紀念碑並不大，基座鑲嵌著加拿大13個不同省份，捐贈的各種不同顏色的13塊玉石、花崗岩，它

們寓意著這條鐵路的開通，就像是一條紐帶，將加拿大橫貫東西的各個省緊密連結在一起。 

 

                                 

晚上   

酒店：Sandman Hotel 或 同級 

                                 

                           

Day 3 優鶴國家公園 - 汽車 - 弓河瀑布 - 汽車 - 班芙國家公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穿過優鶴國家公園，前往朱砂湖。朱砂湖湖水源自附近的硫磺山的溫泉，因而河床的顏色變成了朱

砂褐色，成就了攝影師鍾愛的班芙拍攝地之一。之後前往瑪麗蓮·夢露主演的經典名片《大江東去》外景地之一

的弓河瀑布。最後抵達風景如畫的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班芙國家公園。 



  

行程安排： 

優鶴國家公園（途經）→ 朱砂湖 → 弓河瀑布（15分鐘）→ 班芙國家公園 → 

班芙硫磺山纜車（自費，60分鐘）→ 班芙上溫泉（贈送門票，請自備泳衣浴巾等，60分鐘）→ 

班芙小鎮（150分鐘） 

  

溫馨提示： 

1.溫泉區提供置物櫃（2元硬幣），請注意貴重物品的保管； 

2.溫泉區提供泳衣及毛巾租賃服務； 

3.此溫泉為贈送專案，如因遊客個人原因或景點維護關閉原因，而無法參加溫泉，不作任何退款。 

 

                                 

全天   

優鶴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 

YOHO是印地安人的驚歎，優鶴國家公園內拔地而起的山牆和奔騰飛濺的瀑布都令人望而興歎，公園因而獲名。

公園擁有加拿大最高的瀑布奇景、世界級的化石遺跡地和鬼斧神工的的天然地形景觀。和班夫、傑士伯同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朱砂湖 Vermilion Lake 

弓河瀑布 Bow Falls 

上個世紀50年代瑪麗蓮·夢露主演的電影《大江東去》（River of No 

Return）即取景於此。在影片中，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就是在這條河邊晾衣服的。自此之後，每年弓河瀑布都

會吸引大批的背包客都會前來觀賞。 

 

班芙國家公園 Banff National Park 

班芙國家公園是加拿大的第一個國家公園和世界第三個國家公園，作為“洛磯山脈國家公園群”的一部分於1984

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整個國家公園的面積達6,641平方千米，有谷地高山、冰原河流、森林草地，是堪稱

世界一流的旅遊目的地。 

 

班芙硫磺山纜車 Banff Gondola 

乘班芙觀光纜車僅8分鐘即可抵達2,281米的硫磺山山頂。在山頂，可以360度全景觀賞班芙國家公園、班芙小鎮

和弓河河谷，盡攬洛磯山脈無與倫比的美景，山頂設有餐廳與互動體驗廳。從新餐廳及互動展品到多感官劇院

及令人讚歎的 360 度觀景台，全新的班芙纜車體驗讓您收穫更豐富的感官體驗。 

 

班芙上溫泉 Banff Upper Hot Spring 

來到班芙，怎可不試試冬日裡最具人氣的原生態硫磺山溫泉呢？前往硫磺山腳下舒適溫暖的班夫上溫泉，在清

冷的空氣中，被雪山和森林環繞，享受純天然養生硫磺溫泉浴，冰火兩重天，實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班芙小鎮 Banff Town 

班芙是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班芙國家公園內的一個小鎮，是加拿大最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它以其山區環境

和溫泉而聞名，是戶外運動和遠足、騎自行車、攀爬和滑雪的熱門目的地之一。 

 

                                 

晚上   

酒店：班芙小鎮 Elk+ Hotel 或 同級 

                                 

                           

Day 4 班芙 - 汽車 - 強斯頓峽谷 - 汽車 - 露易絲湖 - 汽車 - 灰熊鎮 

全天   

早上前往落基山脈的強斯頓峽谷。冬季來臨後，精心安排徒步冰雪峽谷之中，看高掛的瀑布畫出的線條，美景

百聞不如一見。隨後前往以英國王室美麗的露易絲公主為名的露易絲湖，客人更可獨家體驗湖上冰鞋項目，漫

步在美麗的露易絲湖上，愜意怡人。 

  

行程安排： 

強斯頓峽谷（60分鐘）→ 露易絲湖（150分鐘）→ 途經優鶴國家公園 → 途經冰川國家公園 → 灰熊鎮 

 

                                 

全天   

強斯頓峽谷 Johnston Canyon 

強斯頓峽谷位於將班芙鎮與露易絲湖串聯在一起的弓谷公園大道上，它是由數千年的河水侵蝕而成，所以峽谷

內多見溪流和瀑布。峽谷地形幽深險奇，夏季水流湍急，冬季冰雪覆蓋。峽谷內植被覆蓋茂盛，夏季鬱鬱蔥蔥

、空氣清新，冬季掛滿了晶瑩的樹掛，各有特色。 

 

露易絲湖 Lake Louise 

位於1號公路南側的露易絲湖是班芙國家公園內一處著名景點，它以維多利亞山為屏障，在茂密森林的包圍下，

山水相依，形成一幅完美的風景照，露易絲湖就像一顆明珠，超塵脫俗，因此它被譽為“洛磯山脈上的藍寶石”

，成為攝影師們青睞的湖泊。 

 

優鶴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 

YOHO是印地安人的驚歎，優鶴國家公園內拔地而起的山牆和奔騰飛濺的瀑布都令人望而興歎，公園因而獲名。

公園擁有加拿大最高的瀑布奇景、世界級的化石遺跡地和鬼斧神工的的天然地形景觀。和班夫、傑士伯同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冰川國家公園 Glacier National Park 

冰川國家公園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洛磯山脈上。公園因冰川和鐵路博物館出名。于1886年建立，占地約1

394平方公里。冰川退縮後留下許許多多美麗的山川、湖泊和瀑布等，風景從大到小都變化萬千，非常美麗。 

 

                                 

晚上   

酒店：Sandman Hotel 或 同級 

                                 

                           

Day 5 維農市 - 汽車 - 水怪湖 - 汽車 - 冰酒釀酒廠 - 汽車 - 溫哥華 

全天   

早上前往維農市參觀當地著名的養蜂場，品嘗不同口味的天然蜂蜜或選購極品蜂皇漿。然後前往BC省水果之鄉

基隆拿市，暢遊水怪湖，尋找印第安人神話中的湖怪“Ogopogo”。之後，參觀當地著名的“VQA”名貴葡萄酒釀酒

廠，品嘗紅、白葡萄美酒及購買世界聞名的加拿大冰酒。然後途徑以畜牧及林木業為主的草原地區梅里特(Merri

tt)鎮。隨後乘車返回溫哥華。 

  

行程安排： 

維農市養蜂場（50分鐘）→ 水怪湖（30分鐘）→ 冰酒釀酒廠（50分鐘）→ 梅里特鎮（途經）→ 溫哥華 

 

                                 

全天   

維農市養蜂場 Vernon Planet Bee Honey Farm 

弗農星球蜂蜜農場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風景如畫的維農市。在這裡，遊客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蜜蜂，品

嘗不同口味的天然蜂蜜或選購極品蜂皇漿。 

 

水怪湖 Okanagan Lake 

也作歐墾娜根湖，位於加拿大西南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境內，地處歐肯納根山谷中，為哥倫比亞河支流歐肯納

根河的源頭湖。湖形狹長，面積351平方公里。當地土著印第安人中傳說，湖中存在一種叫奧古布古的水怪。這

裡空氣乾燥，四季分明，氣候及環境得天獨厚，是四季皆宜的旅遊勝地。 

 

冰酒釀酒廠 Grizzli Winery 

酒莊紮根于加拿大歐肯娜根地區中心。由於被群山和湖泊環繞，日照長且晝夜溫差大，這裡創造了獨特的葡萄

酒。在這裡，您可以品嘗紅、白葡萄美酒及購買世界聞名的加拿大冰酒。 

 

                                 

晚上   

酒店：Hampton Inn by Hilton Vancouver-Airport 或 Accent Inn Vancouver Airport 或 Coast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或 



同級 

                                 

                           

Day 6 溫哥華自由行 

全天   

今天您將有充足的時間在溫哥華自由活動，您可以在溫哥華悠閒的享受一頓美食，懶散的漫步在溫哥華街頭，

盡可能的放空自己，徹底放鬆下來。 

或者 

自費參加維多利亞一日遊 (VJ1)，請在定團時選擇好並支付費用，否則無法安排。 

 

                                 

晚上   

酒店：Hampton Inn by Hilton Vancouver-Airport 或 Accent Inn Vancouver Airport 或 Coast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或 

同級 

                                 

                           

Day 7 溫哥華自由行 

全天   

今天您將有充足的時間在溫哥華自由活動，您可以在溫哥華悠閒的享受一頓美食，懶散的漫步在溫哥華街頭，

盡可能的放空自己，徹底放鬆下來。 

或者 

自費參加威士拿一日遊 (WS1)，請在定團時選擇好並支付費用，否則無法安排。 

 

                                 

晚上   

酒店：Hampton Inn by Hilton Vancouver-Airport 或 Accent Inn Vancouver Airport 或 Coast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或 

同級 

                                 

                           

Day 8 溫哥華 - 飛機 - 黃刀鎮 

全天   

今天我們將離開溫哥華，前往加拿大西北地區省的首府—黃刀鎮，黃刀鎮機場 (YZF) 

提供24小時免費接機服務，導遊將身穿紅色加拿大鵝，手舉印有您名字的接機牌等候您。 

  

黃刀鎮是世界三大極光觀賞地之一，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優越，全年約有240天可以看到極光。待夜幕降臨，為

遠離城市光污染，我們將驅車前往的印第安狩獵帳篷穀營地，等待極光出現，營地提供熱飲和零食。幸運的客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zh/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2474
http://uvbookings.toursbms.com/zh/product/detail?productCode=P00002476


人，將有機會遇到打獵歸來的印第安老獵人回營，將有機會看到他們展示狩獵方法和捕到的獵物。極光出現後

，我們將跟隨攝影導遊盡情拍攝合影，底片會上傳到雲端，無損免費下載。 

如遇到風雪天氣，多年追光經驗的老司機，將帶您前往有可能看到極光的湖邊或森林旁。 

  

請自理從溫哥華飛往黃刀鎮的機票。 

 

                                 

晚上   

酒店：The Explorer Hotel 或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同級 

                                 

                           

Day 9 黃刀鎮自由活動 - 汽車 - 梯皮帳篷營地觀賞極光或追獵極光 

全天   

今天您可以自由活動或者自費參加各種項目。下午我們將開啟1-

2小時的黃刀鎮市區遊覽，參觀大奴湖邊、老城區、印第安保留地、飛行員紀念碑等景點，也可以在訪客中心領

取黃色小刀及極地證書。 

晚上我們將再次開啟極光之旅。第二晚極光觀賞，相信您對如何拍攝極光已瞭若指掌，無論在溫暖舒適的營地

還是在追光的路上，攝影導遊都會為您提供不限數量的極光拍攝。 

  

上午自由活動推薦：Century Square Mall 有半成品的皮草，例如白色雪狐皮、水貂皮等。 

美食推薦在（自費）：網紅 Bullock 餐廳的野牛排、鹿肉排值得一試。 

  

上午可參加的自費項目： 

1. 極地狗拉雪橇（15 分鐘雪橇奔跑時間，含烤棉花糖和雪上溜溜球體驗） 

2. 印第安冰上捕魚（2-3 小時含魚餐，僅限冬季） 

3. 雪地履帶車（每人每台每小時，僅限冬季） 

 

                                 

上午   

極地狗拉雪橇 

狗拉雪橇原本是愛斯基摩人的常用交通工具，在這裡卻是冬季必選的戶外體驗項目。在專業人員的駕馭下，您

可以體驗在廣袤雪海上賓士的快感。狗拉雪橇期間可任玩雪上溜溜球、烤棉花糖、大雪鞋擺拍。2-4 人乘坐 12-

16 頭阿拉斯加/哈士奇犬在森林湖邊奔跑15 分鐘。 

 

印第安冰上捕魚 

前往印第安人的家，觀看本地人在湖邊設網捕魚（100%捕上魚），並且還將現場烹殺鮮魚，煎炸煮各式做法不

僅為你呈現一場視覺盛宴，還讓你的味蕾體驗不同的美味刺激！寒風凜冽中，一碗鮮美魚湯再合適不過，搭配



印第安小餅，讓你全身心溫暖舒暢！ 

 

黃刀雪地履帶車 

與我們日常所見到的用輪子在路上跑的摩托車不同的是，加拿大黃刀鎮的雪地摩托沒有輪子，而是使用履帶的

旋轉來行駛的，在雪地中行駛的時候會更加的穩健。在北極，沒有什麼比雪地履帶車更具刺激性，體驗征服這

片雪海的感受。全新雪地履帶車，配有加熱頭盔，由擁有多年極地經驗的導遊全程跟隨護航。 

 

                                 

晚上   

酒店：The Explorer Hotel 或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同級 

                                 

                           

Day 10 黃刀鎮自由活動 - 汽車 - 梯皮帳篷營地觀賞極光或追獵極光 

全天   

今天白天您將在黃刀鎮享受悠閒的一天，可隨心安排自己的活動或自費參加當地冬季特色項目。 

夜幕降臨時，為避免城市光害，我們將於22:00左右從酒店出發前往梯皮帳篷營地追獵極光。每晚都會是營地+

追光兩種體驗，追光停在各個湖邊森林旁，不喜歡追光的客人，也可選擇留在營地等待極光。 

  

自由活動好去處：博物館旁各部落旗幟走廊，Frame Lake 沿湖小道，鑽石中心觀看打磨鑽石。 

美食推薦（自費）：Gold Range 的酸辣湯非常棒，早年為了歡迎英女皇親臨，特意做了長長的春捲。Sushi Cafe 

的蝦炒飯。 

  

可參加的自費項目： 

1. 極地狗拉雪橇（15 分鐘雪橇奔跑時間，含烤棉花糖和雪上溜溜球體驗） 

2. 印第安冰上捕魚（2-3 小時含魚餐，僅限冬季） 

3. 雪地履帶車（每人每台每小時，僅限冬季） 

 

                                 

晚上   

酒店：The Explorer Hotel 或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同級 

                                 

                           

Day 11 黃刀鎮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您將在指定時間在酒店大堂集合後，導遊安排統一送往機場，結束黃刀完美的幸福極光之旅。黃刀鎮機

場 (YZF) 提供24小時免費送機服務。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 

           

           

2. 普通話導遊服務； 

           

           

3. 行程中的交通服務； 

           

           

4. 黃刀鎮三次極光觀測。 

 

 

費用不含 

1. 行程中涉及到溫哥華到黃刀鎮單程或者往返機票費用； 

           

           

2.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5%GST； 

           

           

3. 司機導遊服務費：溫哥華部分CAD$12/人/天，黃刀接送機當日CAD$5/人/天，黃刀行程部分CAD$8/人/天； 

           

           

4. 全程餐飲； 

           

           

5. 行程中的自費項目； 

           

           

6.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小費等個人消費）； 



           

           

7. 因交通延阻、戰爭、政變、罷工、天氣、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8.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黃刀鎮雪地摩托車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USD$10

0 / CAD$120； 

每人每台車一小時，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印第安人家冰上捕魚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USD$85

.00 / 

CAD$100.00；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極光村狗拉雪橇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USD$95

.00 / 

CAD$110.00；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黃刀鎮4天禦寒衣服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C$100+

5%GST； 

包括加拿大鵝5級Expeditio

n 

遠征外套，雪褲，靴子，

手套，最後一晚極光後收

回。 

BAW 落基山4天餐費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19

9.00 / 

CAD$238.00； 

老人：USD$19

9.00 / 

CAD$238.00； 

兒童（2-

共9餐，包含 

3早餐+4午餐+2晚餐；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11歲）：USD$

166.00 / 

CAD$198.00； 

BAW 必付項目 BAW Mandatory Fe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老人：USD$55

.00 / 

CAD$65.00； 

成人：USD$55

.00 / 

CAD$65.00； 

兒童（2-

11歲）：USD$

46.00 / 

CAD$55.00 

起； 

包含班芙國家公園門票及

硫磺山纜車；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此項目費用請於團出發前

付清。 

維多利亞一日遊 (VJ1)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81.00

； 

老人：$81.00

； 

兒童：$81.00

； 

 

維多利亞一日遊午餐餐費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維多利亞一日

遊午餐餐費：

$18； 

2歲以下免費 

維多利亞必付項目 Victoria 

Mandatory Fe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60

.00 / 

CAD$70.00； 

老人：USD$60

.00 / 

CAD$70.00； 

兒童（12歲以

下）：USD$42

.00 / 

CAD$50.00； 

包含BC渡輪費用+寶翠花

園門票；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此項目費用請於團出發前

付清。 

威士拿一日遊 (WS1)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70.00

； 
 



老人：$70.00

； 

兒童：$70.00

； 

威士拿纜車 Peak to Peak Gondola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71

.00 / 

CAD$85.00； 

老人：USD$71

.00 / 

CAD$85.00； 

青年（13-

18歲）：USD$

50.00 / 

CAD$58.00； 

兒童（6-

12歲）：USD$

36.00 / 

CAD$43.00； 

此價格為預繳費用，建議

提前7天預訂，團上現付

價格以窗口價為准，所有

價格及開放日期以主辦機

構公佈為准。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海天纜車 Sea to Sky Gondola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48

.00 / 

CAD$56.00； 

老人：USD$48

.00 / 

CAD$56.00； 

青年（13-

18歲）：USD$

28.00 / 

CAD$33.00； 

兒童（6-

12歲）：USD$

16.00 / 

CAD$19.00；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 

2.請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聯繫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

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

您自行承擔。 

3.北美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

宿的最多人數在2到4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

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北極光是極地特有的自然現象，在天氣好的情況下有非常大的機率看到北極光，但有可能因為天氣原因或其

他自然因素導致北極光微弱而無法觀看到。本產品行程的先後順序將根據遊客入團日期、當地天氣等情況重新

調整，遊覽內容不變，展示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自費專案將根據報名情況天氣情況等因素協調安排，行程中推

薦為內容參考，並非實際進行日期，如您有行程計畫外的活動，請提前確認以免行程衝突。 

11. 系統中為美金含稅價格。如您需要支付加幣，所有加幣價格不含5%GST。 

12.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3.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美國聯邦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

練，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 

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