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多利亞﹕ 暢遊百年歷史之寶翠花園、唐人街、比根山公園及一號公路起點里程碑 

溫哥華﹕ 遊覽各大景點，著名峽谷吊橋及空中走廊、士丹利公園、QE Park 女皇公園  

威士拿﹕ 親身體驗 2010 冬奧場地及最新峰到峰吊車鳥瞰威士拿迷人景色 

本團特色 

三天團行程 四天團行程  

1 原居地 ~ 溫哥華 

抵達溫哥華國際機場(或郵輪碼頭)後專人送往酒店休息。12:00pm 前已接載

之客人加送溫哥華市區觀光，遊覽唐人街、煤氣鎮及士丹利公園。 
 

2 選擇行程 (四選一)  

(A) 溫哥華一天遊 或  (B) 威士拿一天遊   (C) 維多利亞一天遊 

(D)自由活動 
  

3 溫哥華 ~ 原居地  
是日安排酒店 Shuttle Bus 往溫哥華國際機場結束這三天行程。 

1 原居地 ~ 溫哥華 

抵達溫哥華國際機場(或郵輪碼頭)後專人送往酒店休息。12:00pm 前已接載

之客人加送溫哥華市區觀光，遊覽唐人街、煤氣鎮及士丹利公園。 
 

2 & 3 選擇行程 (四選二)  

(A) 溫哥華一天遊 或  (B) 威士拿一天遊   (C) 維多利亞一天遊 

(D)自由活動   

 

 4 溫哥華 ~ 原居地 
是日安排酒店 Shuttle Bus 往溫哥華國際機場結束這四天行程。  

A)  溫哥華 
 

早上出發暢遊温哥華市著名景點，包括北美第二大唐人街、中山公園、世界第一個蒸氣鐘所在的煤氣鎮以及加拿大廣場和冬奧記念公園。 帶領大家飛越

加拿大 Fly  Over Canada--(自費)體驗 4D 模擬飛行，飛越宏偉洛磯山脈、遼闊的草原、雄壯的尼加拉瀑布水花飛濺、俯瞰氣派的多倫多摩天樓……在風、

霧、香氣等身臨其境的效果驅使下，體現了加拿大四季的絕美風景。 繼而前往史丹利公園、Capilano 吊橋欣賞懸崖上的青松翠柏，漫步於空中走廊(自費)。

然後遊覽 Queen Elizabeth Park 女皇公園 --座落於 152 公尺的小山丘上，可腑覽溫市的景色又可遠眺北溫群山，每年春天百花吐艷，鬱金香、水仙、杜

鵑花等盛開時映照整個公園今人心曠神怡。 

 

B) 威士拿 
 

威士拿是 2010 年冬季奧運會場地，世界著名的滑雪勝地，擁有完善的滑雪道。早上取道加拿大西岸最漂亮的海連天公路(Sea To Sky  Highway)經馬蹄

灣(Horseshoe Bay)，伐木鎮(Squamish)前往威士拿，沿途欣賞喬治亞海峽及陽光海岸島嶼的明媚風光。 稍停高達 335 米的神龍瀑布之後到達有小瑞士

之稱的威士拿，團友可自費乘坐觀光吊車登上威士拿之最高點飽覽雪領群山，再乘搭峰到峰吊車(Peak 2 Peak)，觀賞如詩如畫的威士拿美景。也可於渡

假村內觀光購物，盡情享受歐陸風情，傍晚專車送返回溫哥華。 

 

C) 維多利亞   
 

維多利亞市為卑詩省之首府，早上乘渡輪前往溫哥華島，遊覽有百年歷史之寶翠花園。午膳(自費$16)後前往唐人街參觀加拿大最窄的商業街--番攤里(Fan 

Tan Alley)。繼往富英式風情的維多利亞內港參觀加拿大建國百年記念公園、省議會大樓或(自費)參觀 BC 省皇家博物館等。隨後前往比根山公園，參觀地

球上最長公路橫加國道或稱一號公路的起點【MILE 0】，之後返回溫哥華。  

 

D) 自由活動 

可自行安排景點的參觀行程或探親活動。 

 
(如因天氣或特別事故,本公司保留更改或取消上列行程之權利, 團友不得異議) 



團費包括: • 華人領隊隨團照顧 • 乘設有空調之旅遊客車 • 觀光行程 • 每晚住
宿酒店 

團費不包括: • 司機及領隊服務費每位客人$10/天 (YVR 接/送機每人$5) • 私人性質之費用 • 行程內之膳食及門
票(除註明外) • GST 5% 及來回機票 

遊客須知: • 每人只限大/小行李各一件,額外行李費為每件$35 • 為公平起見,每日更換座位一次.或付費預定巴士前三排座位 • 酒店房間只設兩床,按消防條例規定,每房只可容納四人,酒店內不允
許吸菸,否則罰款$300 自負 • 請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所付費用恕不退還.建議客人自行購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 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於出發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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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及退款辦法: • 出發前 31 天以上,收手續費$50/人 • 出發前 21~30 天,扣除團費 50% • 出發前 8~20 天,扣除團費 75% • 出發前 7 天內,扣除全部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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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團員因簽證不獲批准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責任問題: • 本公司當盡可能使舉辦之一切行程節目依照章程內完成 .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罷工,路況,壞車,證件遺失及當地酒店突告客滿等,而導致旅行團之全部或部份行程有所延遲,更改或取
消,而非本公司能力範圍所能控制時,本公司概不負責任何賠償,但本公司將盡力提供與行程表所列類似或同級酒店及其他有關服務.如因行程改變而導致費用增加,參加者須自行繳交額外之費用 • 
本公司舉辦之旅行團,其採用之交通運輸公司,倘其運作上有危及旅客安全,導致行李或其他財務損失時,當根據各不同機構所訂立之條例作為全部解決之根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 客人於所住的酒
店,巴士或途中有遣失任何物品概與本公司無關,如有懷疑物品被盗竊本公司可協助報警處理. • 本公司概不負責因天氣, 車輛問題, 交通或海關狀況等不受控制因素導至行程延誤而未能如期乘搭
航班離境之任何賠償. 

維多利亞 溫哥華 威士拿 

團號: SP 03/04       出發日期     5 月 1 日~10 月 31 日         天天出發  自選旅遊項目 (報團時必須預訂) 

A) 溫哥華一日遊 

$50/位 (大小同價) 

 

B) 維多利亞一日遊  

(包渡輪及花園門票) 

大人 $133, 小童(2-11) $123 

(2 歲 以下) $45 

 

C) 威士拿一日遊 

$55/位 (大小同價) 

 

D)自由活動 

$ 0 

費用(每位):加幣 CAD  雙人房 第三、四位同房 單人房 

超值團住宿酒店 (或同級)  *送早餐 
Accent Inn Richmond 
Coast Hotel Vancouver Airport 
Ramada Inn Richmond  
Travellodge Richmond   

3 天 $298 $108 $558 

4 天 $428 $118 $818 

豪華團住宿酒店 (或同級) 
Radisson President Hotel Richmond 
Sandman Signature Richmond   
Holiday Inn Vancouver Centre 
La Quinta Inn Richmond 

3 天 $338 $118 $638 

4 天 $488 $128 $928 

本公司保留對以上價格調整及徵收旺季酒店附加費之權利, 如因天氣或特別事故,行程可能有所更改或取消, 團友不得異議。 

溫哥華及威士拿自費項目門票收費表    (所有景點門票收費,開放日期及時間,均以主辨機構公佈為準 ) 

溫哥華 Capilano 吊橋 (包括 Cliffwalk 空中走廊) 成人 $47 起 (65 歲+) $43 起  青少年(13-16 歲) $28 起  小童(6-12 歲) $15 起  5 歲以下  免費 

溫哥華 Flyover Canada 飛越加拿大 成人 (13-64 歲)$33 起   學生(13-21 歲) 及耆英 (65+歲)$27 起   小童( 12 歲須 102cm 高) $23 起 

威士拿觀光吊車及 Peak2Peak 纜車 成人(19-64 歲 ) $63 起  青年(13-18 歲 /耆英 65+) $56 起   小童(7-12 歲) $32 起   6 歲以下小童  免費  

接機注意事項:   
1) 溫哥華( YVR) 抵達: (a)國內航班請於 3 號行李帶處集合;  (b)國際航班請於接機大廳的圖騰木雕像傍集合 

2) 團體免費接機服務 (YVR) 09:00am - 21:00pm, 需要在機場等候其它旅客 

3) 個人自費接機服務 (YVR) 08:00am - 23:00pm, 隨接隨走, 第 1,2 人共收$150, 每加 1 人加$15/位 

4) 郵輪碼頭接送 $20/程/位 09:00 於 Pan Pacific Hotel 門前等候 (只適用於溫哥華抵達) 

寶翠花園 

加拿大西岸三至四天精選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