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榜惠享】賈斯珀-

溫哥華〝洛磯山之光〞豪華火車 6日游  

    

產品資訊 

團號 RJR6   

出發城市 溫哥華 Vancouver -VR   

目的地城市 溫哥華 Vancouver -VR 途經地點 

水怪湖 Okanagan 

Lake、優鶴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班芙國家公園 Banff 

National 

Park、哥倫比亞冰川 

Columbia Icefield、瑪琳湖 

Maligne Lake 

行程天數 6 天 5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火車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331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338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3318 = 3318 

【4天】燃油附加費:1 x 20 = 20 

兩人入住：$278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5616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2788 = 5576 

【4天】燃油附加費:2 x 20 = 40 

三人入住：$262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7944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2628 = 7884 

【4天】燃油附加費:3 x 20 = 60 

四人入住：$254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0272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2548 = 10192 

【4天】燃油附加費:4 x 20 = 80 

    

出發班期 

 06/01/2023-09/17/2023：週三、週日  

07/28/2023-09/29/2023旺季期間，每人需加收USD$58.00 / CAD$68.00（售價已含）。  

    



產品特色 

【加西走廊】親身體驗加拿大著名火車線—— 洛磯山之光（Rocky Mountaineer）穿越加拿大洛磯山脈 

  

  

【四大名湖】一次性打卡四大名湖：露易絲湖、夢蓮湖、弓湖、水怪湖 

  

  

【魅力班芙】乘坐班芙硫磺山纜車，360度飽覽班芙小鎮和壯闊的洛磯山脈 

  

  

【特色酒店】入住班芙及賈斯珀，進一步親近大自然，體驗國家公園之美 

  

  

【冰原探險】乘坐巨型雪車“冰原探險號”登上世界著名冰原遺跡 -哥倫比亞冰原 

  

  

【美食推薦】可自費在著名的露易絲湖城堡酒店享用午餐 

  

  

【品質服務】乘坐舒適巴士出行，更有資深司導為您的旅行保駕護航 

  

  

  

  

  

【銀楓火車】 

  

  

單層拱頂觀景車廂，超大玻璃窗呈現半全景景觀； 

  

  

早、午餐盡情享用（可選主菜）； 

  

  

美味小吃（不含酒精飲料）； 

  

  



貼心服務，舒適座椅及住宿安排。 

  

  

  

  

  

自費升級【金楓火車】 

  

  

雙層拱頂觀景車廂，獨享全景景觀； 

  

  

特設豪華餐車，專業大廚精心烹飪佳餚醇釀； 

  

  

早、午餐盡情享用，隨時享用各式飲料和小吃； 

  

  

專業車廂服務人員及豪華住宿安排。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06:50出發，溫哥華：唐人街-中華文化中心門口；詳細地址：50 E Pender St, Vancouver, BC V6A 3V6, Canada； 

07:30出發，列治文：河石度假酒店門口巴士等候站；詳細地址：8811 River Rd, Richmond, BC V6X 3P8, Canada； 

07:45出發，溫哥華西 (on Cambie St & 42nd Ave.)；詳細地址：5812 Cambie St. Scotiabank； 

08:00出發，本拿比：麗晶廣場匯豐銀行門口(Kingsway & Willingdon)；詳細地址：2829-4500 Kingsway, Burnaby, 

BC V5H 2A9, Canada； 

08:30出發，高貴林 Superstore；詳細地址：1301 Lougheed Hwy., Coquitlam, BC V3K 6P9, Canada； 

08:50出發，素裏 Guildford Recreation Centre；詳細地址：15105 105 Ave, Surrey, BC V3R 7G8, Canada； 

    

離團地點 

洛磯山之光溫哥華站；詳細地址：1755 Cottrell St, Vancouver, BC V6A 2L8； 

由於火車行程晚點嚴重，建議預訂第二天的航班離開。 

    



行程介紹 

Day 1 溫哥華 - 汽車 - 基隆拿 - 汽車 - 鮭魚灣/灰熊鎮 

全天   

早上從溫哥華出發，途徑風景優美的菲沙河谷，抵達美麗鎮，這裹是著名電影朱羅記取景地點。用過午餐後，

前往BC省水果之鄉基隆拿市，參觀當地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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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有“水怪湖”之稱的奧肯那根湖（Okanagan 

Lake）和變色湖，驅車前往卑詩省“水果之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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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鮭魚灣/灰熊鎮。 

  

行程安排： 

溫哥華 → 美麗鎮 → 基隆拿 → 冰酒釀酒廠（45分鐘） → 維農市養蜂場（30分鐘）→ 鮭魚灣/灰熊鎮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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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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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酒店：Comfort Inn & Suites Salmon Arm 或 Sandman Hotel Revelstoke 或 同級 

    

    

Day 2 鮭魚灣/灰熊鎮 - 汽車 - 班芙國家公園 - 汽車 - 班芙小鎮 

全天   

清晨參觀太平洋鐵路紀念公園著名的“最後一根釘”，此乃紀念太平洋鐵路竣工的標記，亦見證百多年前華工為

該鐵路作出的巨大貢獻。然後沿著1號公路前往洛磯山，途徑冰河國家公園-

著名羅渣士峽穀通道。隨後途徑優鶴國家公園進入班芙國家公園。用過午飯後，接著前往有“洛磯山藍寶石”之

稱的露易絲湖，三面環山，風景秀麗。然後再到晶瑩剔透的夢蓮湖（視路況），夢蓮湖被世界公認為是最具拍

照身價的湖泊。隨後前往阿爾伯塔省著名旅遊景點-

班芙市參觀弓河瀑布，遙望雄偉壯麗的溫泉城堡酒店。之後乘坐班芙硫磺山纜車，欣賞洛磯山美景。傍晚抵達



班芙小鎮內，團友可自行購物禮品店及品嘗多種不同風味美食佳餚。夜宿班芙小鎮。 

  

行程安排： 

鮭魚灣/灰熊鎮 → 太平洋鐵路公園（20分鐘）→ 冰川國家公園（途經）→ 優鶴國家公園（途經） → 

班芙國家公園 → 露易絲湖（60分鐘）→ 夢蓮湖（30分鐘）→ 弓河瀑布（15分鐘）→ 

班芙硫磺山纜車（必付項目，60分鐘）→ 班芙小鎮 

  

特別說明： 

1. 夢蓮湖開放時間為6月中旬-

10月中旬；如屆時該景點未開放，則此景點取消，露易絲湖的遊覽時間將相應增加。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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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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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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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班芙、賈斯珀同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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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蓮湖 Moraine Lake 



夢蓮湖是加拿大班芙國家公園的一個冰川湖，坐落在著名的十峰穀中，湖底積滿了富含礦物質的碎石，經年累

月的沉積形成了變幻多姿的碧藍色湖水，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拍照價值的湖泊，湖面呈寶石藍色，晶瑩剔透

，像是一顆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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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s Mountain Inn 或 Red Carpet Inn 

    

    

Day 3 班芙小鎮 - 汽車 - 班芙國家公園 - 汽車 - 哥倫比亞冰川 - 汽車 - 賈斯珀 

全天   

清晨告別班芙小鎮美好的晨光，隨後前往洛磯山脈的強斯頓峽谷。百聞不如一見，壯觀的強斯頓峽谷因數千年

的水蝕而陡峭地雕刻在石灰岩基岩中，是班芙國家公園令人歎為觀止的景點。懸垂的峽谷壁、瀑布、深潭和茂

密森林一定會給您留下難忘的印象。隨後進入洛基山國家公園群。93號公路，即冰原大道，被《世界地理雜誌

》評選為“世界上最漂亮的景觀公路”。沿途經過鴉爪冰川和弓湖，隨後遊覽著名的沛托湖。沿冰原大道繼續前

行，抵達哥倫比亞冰川。可以乘坐巨型雪車前往深達300公尺的阿薩巴斯卡冰河面，親身接觸第二冰河時期的遺

跡。接著遊覽比鄰哥倫比亞冰原的冰川玻璃橋，漫步于280米高的玻璃橋上，近距離欣賞全球最獨特的生態系統

。之後到達阿達巴斯卡瀑布，它雖不是洛磯山脈中最高的瀑布，但大小河流的交換使它成為強大壯觀的瀑布之

一。傍晚抵達賈斯珀小鎮內，您可自行購物禮品店及品嘗多種不同風味美食佳餚。夜宿賈斯珀。 

  

行程安排： 



班芙小鎮 → 班芙國家公園 → 強斯頓峽谷（45分鐘）→ 冰原大道 → 鴉爪冰川（途經）→ 弓湖（途經）→ 

沛托湖（30分鐘）→ 哥倫比亞冰川（3小時，巨型雪車和冰川玻璃橋為必付項目）→ 

阿達巴斯卡瀑布（30分鐘）→ 賈斯珀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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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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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爪冰川 Crowfoot Glacier 

鴉爪冰河距離露易斯湖32公里，是冰原大道上的第一個景點，從冰原大道開車時就可以觀賞到。烏鴉爪冰河上

方原為一個冰原，由於冰架之間的互相作用，在山體的岩壁上留下了仿佛烏鴉爪形態的三條冰河，故得此名。

不過現在因為氣候原因，冰河已經有部分融化，在觀賞美景的同時也提醒我們注意環境保護。 

 

弓湖 Bow Lake 

弓湖坐落在加拿大落基山，冰川的融水潺潺流下，構成了這一片瑰麗而優雅的綠松石湖泊，這是冰川淤泥與與

融水結合而成的奇異景象。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寧靜的湖水如同一面鏡子，周圍的山脈倒映在其中。 

 

沛托湖 Peyto Lake 

沛托湖是加拿大洛磯山脈班夫國家公園的一個冰川湖，每年夏季，大量冰川岩粉流入湖水中，這些岩石的微粒

使湖水呈現出明亮的的青綠色。沛托湖也因此成為公園內受遊客歡迎的觀光地點。 

 

哥倫比亞冰川 Columbia Icefield 

哥倫比亞冰川形成於遠古時代，地處高原，靠近北極，是整個洛磯山十七個冰原之一。它是世界上著名的遠古

大冰原遺跡，也是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的大分水嶺。哥倫比亞冰川為整個北美洲提供了潔淨的水和清新的

空氣，影響了動植物的生態環境。 

 

 

    



晚上   

酒店：Tonquin Inn 或 Maligne Lodge 或 同級 

    

    

Day 4 賈斯珀 - 汽車 - 瑪琳湖 - 汽車 - 賈斯珀 

全天   

早上離開賈斯珀小鎮到達位於賈斯珀南部40公里處之國家公園著名景點-瑪琳湖，它是世界第二大冰湖, 

也是洛幾山脈中最大的冰河湖。這裏有世界最著名的精靈島，湖光山色風景秀麗宛如人間仙境。中午返回賈斯

伯小鎮後，自由享受賈斯伯小鎮的美好一天。夜宿賈斯伯。 

  

行程安排： 

賈斯珀 → 瑪琳湖遊船（自費，60分鐘）→ 賈斯珀  

  

特殊說明： 

1. 瑪琳湖資源緊張，建議您提前預付，以確保遊船資源。 

 

    

上午   

瑪琳湖 Maligne Lake 

瑪琳湖是世界第二大的冰河湖，也是洛磯山脈中唯一可行駛馬達船的湖泊。湖的周圍景色壯麗，茂密的松林、

可愛的草原及滿山遍野的花，湖畔有許多健行步道。瑪琳湖中的精靈島是整個賈斯珀公園中最靚麗的風景，常

常出現在各種旅遊書籍和風景明信片中。 

 

 

    

晚上   

酒店：Tonquin Inn 或 Maligne Lodge 或 同級 

    

    

Day 5 “洛磯山之光”加西走廊火車之旅 

全天   

早上我們將前往賈斯珀站登上洛磯山登山者列車。今天您將從加拿大洛磯山脈的賈斯珀前往位於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內陸中心的甘露市。 

當您向西和向南行進時，您將被大陸分水嶺的壯麗景色以及莫納西和卡裏布山脈的河谷所包圍。 

今天行程的亮點包括羅布森山、金字塔瀑布、攀登黃頭山口，以及在您接近甘露市時沿著北湯普森河的旅程。 

抵達甘露市后可以探索小鎮，或在酒店放鬆身心。夜宿甘露市。 



  

行程安排： 

賈斯珀 → “洛磯山之光”加西走廊火車之旅 → 甘露市 

  

餐食：火車上供應早餐/午餐 

酒店：甘露市酒店（您的酒店將由火車公司在預訂後分配，一般為三星酒店，同時由火車公司安排酒店往返的

接送服務） 

 

    

全天   

洛磯山之光觀景列車 Rocky Mountaineer 

對於加拿大人來說，洛磯山脈的意義遠非“一座山脈”所能概括，被稱為“北美脊樑”。洛磯山之光 (Rocky 

Mountaineer) , 

是在加拿大西部地區運行的豪華觀光列車，是遊客全方位領略這一帶風土人情的最佳途徑之一。列車將帶您沿

江河而行，穿過古樸的山間城鎮，途經一座座白雪皚皚的壯麗山峰，觀賞壯觀瑰麗的峽谷景色，蒼翠蔥蘢的森

林和碧藍澄淨的冰川湖您也將盡收眼底。 

 

 

    

    

Day 6 ”洛磯山之光”加西走廊火車之旅 

全天   

太平洋時間上午07:35左右登上列車。在今天的西行旅途中，您將再次看到風景的巨大變化，從沙漠般的內陸環

境，穿過蜿蜒的河流峽谷和原始森林，再到海岸和喀斯喀特山脈以及弗雷澤河谷鬱鬱蔥蔥的綠色田野。湯普森

河沿岸的陡坡和岩棚，以及弗雷澤峽谷地獄之門的湍急水流都是此行的亮點所在。您將在太平洋時間下午18:00

到晚上19:30之間抵達溫哥華。 

  

行程安排： 

甘露市 → “洛磯山之光”加西走廊火車之旅 → 溫哥華 

  

餐食：火車上供應早餐/午餐 

  

溫馨提示： 

1. 由於火車行程晚點嚴重，建議預訂第二天的航班離開；火車上沒有導遊跟隨，客人需用英語自行溝通。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交通：當地舒適空調旅遊巴士； 

  

  

2. 司導：普通話導遊服務（火車上無中文導遊陪同講解）； 

  

  

3. 住宿：行程中列明酒店，標準間； 

  

  

4. 車旅：銀楓葉火車車票及火車上的用餐和服務費。 

 

 

費用不含 

1.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5%GST； 

  

  

2. 司機導遊服務費（每人每天USD$12美金/CAD$15加幣）； 

  

  

3. 全程餐飲； 

  

  

4. 行程中提及活動門票； 

  

  

5. 其他私人消費，如洗衣、電話、飲品、購物、收費電視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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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任何種類的旅遊保險。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自費升級金楓火車 Price 

Difference of Upgrade to 

GoldLeaf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USD$695.00 / 

CAD$830.00； 
 

RJV/RJR 必付項目 RJV5/RJR 

Mandatory Fe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143.00 / 

CAD$178.00； 

兒童（6-

15歲）：USD$100.00 / 

CAD$120.00； 

包含：班芙硫磺山

纜車+冰原雪車+冰

川玻璃橋+國家公園

門票；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

服務稅5%GST。 

RJR 四天餐費 RJR 4-Day Meals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96.00 / 

CAD$115.00； 

兒童（2-

11歲）：USD$82.00 / 

CAD$98.00； 

共4餐，包含：2早

餐+1午餐+1晚餐。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

服務稅5%GST。 

露易絲湖城堡酒店午餐餐費 

Chateau Lake Louise Hotel Lunch 

Fe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68.00 / 

CAD$80.00； 

兒童（2-

11歲）：USD$38.00 / 

CAD$45.00； 

強烈建議您在報名

時一併訂購，出團

前7天內及出團期間

出團期間加訂根據

資源實際情況而定

。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

服務稅5%GST。 

瑪琳湖遊船 Maligne Lake Cruise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成人：USD$57.00 / 

CAD$70.00； 

兒童（6-

15歲）：USD$40.00 / 

CAD$50.00；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

服務稅5%GST。 

瑪琳湖資源緊張，

建議您提前預付，

以確保遊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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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鐵火車團費包含火車坐鋪票（火車上不包餐食），坐鋪售完即止，報名時請聯繫客服進行二次

確認。客人可以自費升級艙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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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等）關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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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您的行程更加順利，強烈建議您在訂團時一併訂購門票、餐飲套餐等項目，出團前7天內及出團期間

不提供任何加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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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團分為了四個等級：銀榜惠享、金榜怡享、白金尊享、鑽石臻享，詳情請查看產品分級（點擊藍色字體

查看）。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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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vbookings.info/upload/BMS/ProductLeve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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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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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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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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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加幣或以上的清潔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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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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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