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Departure Dates 出發日期 

4/17 –5/31,  10/1– 10/14 M/W/F/Sat,    
6/1 – 8/31 Daily 

9/1-9/30 M/T/W/F/Sat 

門票 Admission 
 
 

餐費 Meal Plan 
(8 餐 Meals) 

團號 
Tour Code 酒店  Hotel 雙人 

Twin 
第三、四位或小童 

3rd, 4th Person / Child 
單人房 
Single 

成人 
Adult 

小童 
Child 

成人 
Adult 

小童 
Child 

RKB5 

Hampton YVR Airport or similar 489 

209 
809 

85 49 188 159 Four Points Sheraton or similar 539 889 
Holiday Inn Downtown or similar 549 899 

 

˙上列費用均以美金每位計算。  The above tour fares are based on US Dollar 
˙小童費用適用於 2至 11歲小孩不佔床。Child fare applies to children from 2 to 11 years old, no extra bed.       ˙不含機票。  Air fare excluded.      ˙全程中文導遊 Chinese tour guides. 
 
 

1 原居地  溫哥華  
Home City  Vancouver 

是日抵達溫哥華機場，專人送返酒店後自由

活動。 
Hotel: A-Hampton/B-4pts Sheraton/C-Holiday 或同級 Upon 
arrival at Vancouver Airport, meet & transfer to hotel.   
 

2 溫哥華 ~ 甘露市 ~ 黃金鎮 
Vancouver ~ Kamloops ~ Golden 

早上乘豪華旅遊專車踏上洛磯山之旅。途經

菲沙河谷及多個低陸平原地區，前往以盛產

花旗蔘知名的甘露市，午餐於當地餐館。餐

後前往花旗蔘場 ，一睹花旗蔘種植過程，並

由專人講解花旗蔘品種。繼而前往崇山峻嶺

之間的 飛鷹坳 ；此處為太平洋鐵路東西橫貫

之接駁點，也是鐵路注下最後一口釘之地

方。遊畢後，途經風景優美之三峽谷及著名

之 鬼鎮 。繼而經一號公路之最高點 羅渣士

坳 。稍後抵達黃金鎮，晚餐於當地餐館。                                                   
                                                                   (午/晚餐) 
Hotel : Best Western / Ramada Hotel 酒店或同級 
Travel  through  the  rich  farmland  of  Fraser Valley  to  
Kamloops for  a  rest  and  lunch  stop.  Afternoon tour of 
Ginseng Farm and orientation tour of Last Spike Historic 
Site, Three Valley Gap, & Roger’s Pass.                   (L/D) 
 
 
 
 
 
 
 
 
 
 
 
 
 
 
 
 
 

3 黃金鎮 ~弓湖~ 哥倫比亞冰川 (巨型

雪車及玻璃橋) ~ 班芙 
Golden ~ Bow Lake ~ Icefields (Ice 
Explorer & Glacier Skywalk) ~ Banff 

早餐後沿 被譽為世上最美麗的公路  ~   冰原

大道 前往 弓湖 。繼而前往世界知名的 哥倫

比亞冰川 ，抵達後享用豐富自助餐，餐後安

排乘坐巨型雪車 ( 另付門票 ) 前往深達 300 公
尺之亞達巴斯加冰河面，讓您親身接觸到由

第二次冰河時期所遺留下來的遺跡，一生難

得一見。繼而遊覽毗鄰哥倫比亞冰川，耗資

千萬， 新落成的冰川玻璃橋 ( 另付門票 ) ；
此乃欣賞洛磯山自然歷史而建的最佳觀景位

置。團友可漫步於 280 米高的玻璃橋上，近

距離欣賞全球最獨特的生態系統，親身體驗

人類智慧及大自然奧妙的景點，不容錯過！

再往班芙市遊覽 弓河瀑布 。團友有充裕時間

於市中心自由活動及購物或自行前往享受一

個自費溫泉浴，舒筋活骼。晚餐自備。  
                                                                    (早/午餐) 
Hotel : EIK+Avenue Hotel (Banff International )或同級 
Coach along the spectacular Ice elds Parkway, with enroute 
stop at Bow Lake to Columbia Icefields, the largest sheet of 
glacial ice in the interior of North America.  An Ice Explorer 
ride (admission optional) on the Glacier and Glacier Skywalk 
(admission optional) on the Glacier highlight your day before 
heading towards Banff.  Explore Ban¬ at leisure.  Dinner not 
included.                                                                       (B/L) 
 

4 班芙 －  露易斯湖  －  三文灣 
 

是日早餐自備，前往參觀 被譽為洛磯山寶石

之露易斯湖 ，在充裕時間下漫步於湖畔，但

見如鏡面一般之湖面倒影著宏偉的山峰和冰

川。於湖畔酒店餐廳 ( 包餐團友 ) 享用豐富午

餐，真是人生一大樂事。餐後經 幽鶴國家公

園 內之 自然橋 返回卑斯省。黃昏抵達維

農。晚餐於當地餐館。                        (午/晚餐) 
Hotel : Prestige / Village Green 或同級 
Proceed to Lake Louise for leisure where the tranquillity of 
Lake Louise instill an almost mystical feeling into every 
visitor before proceeding to Vernon.                          (L/D) 
 

 
 
 
 
 
 
 
 
 
 
 
 
 

5 維農/三文灣 ~基隆拿 ~ 水怪湖 ~溫
哥華 原居地  
Vernon/Salmon Arm ~ Kelowna ~ Lake 
Okanagan ~ Vancouver  Home City 

早餐於酒店後，前往參觀當地 著名蜂蜜場 ，
在特製的玻璃外，親身觀看工蜂的日常生

活。園主更在旁介紹，極具教育意義。繼而

遊覽 變色湖 ，每年不同季節，湖水都呈現出

不同的青、藍、綠及靛色！遊畢後前往 著名

釀酒廠 ，了解釀酒過程。鄰近農莊處處，使

人心曠神怡。午餐於當地餐館。餐後前往 極
負盛名的水怪湖 。此為印第安神話傳說中的

湖怪 OGOPOGO 出沒之地。團友可與湖怪之

石像拍照留念。及後沿高速公路返回溫哥

華，於黃昏時份抵達。後前往溫哥華國際機

場飛回原居地。航機離開時間請安排於晚上

9 時後。                                                  (早/午餐) 
/Hotel: A-Hampton/B-4pts Sheraton/C-Holiday 或同級

Transfer to honey bee farm & winery before tour of Lake 
Okanagan where  monster  watchers  claimed  sightings  of  
Ogopogo.  Arrive Vancouver in early evening for flight back 
to Home City.  Departure flight must be arranged after 9:00 
pm                                                                               (B/L)   
 
 
 
 
 

 
 

門票包括 Admissions Include                
★ 乘坐巨形雪車 Ice Explorer   
★ 玻璃橋 Glacier Skywalk  
★七天團加 B.C. 省渡輪及寶翠花園門票 
7 Days tour –  B.C. Ferry and Butchart Gar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