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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賞楓、洛磯山脈、尼加拉瀑布－加拿大東西國家公園之旅 16 日
楓葉－仿若為了加拿大誕生般，在每年秋季肆意的將一片綠意轉為赤艷楓紅，湖光山色成為
她最美的嫁衣，擁戴著每個旅人鏡頭下的最佳角度。洛磯山脈－散落在加美兩國的山峰群，森林、
冰河、角峰一同跳進畫筆下的世界，珠寶般大小的瀑布、湖泊…浮光掠影的穿插其中，這是我們
印象中的國家公園、這是最難得的自然景緻。溫哥華－《世界最佳宜居城市》從不缺席，氣候宜
人、風景如畫，她的美麗，在於每位流連忘返的旅人。魁北克－佔了加拿大國土六分之一、有著
濃厚新法蘭西韻味的古城，漫步城牆間彷彿過往煙硝浮現，法國人的驕傲與氣質仍在城裡穿梭，
試著抓住每位過客，一同墜入加國的歷史教科書。尼加拉瀑布－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乘船親臨萬
鈞河水宣洩而下，放肆尖叫的快感是最好的回響。
加拿大－旅人心中從不缺席的名單。在天高雲淡、滿目紅葉收不盡的季節，帶您置身其中。
看少了白雪遮掩、最原始的洛磯山脈風光、在千島湖畔乘船遊蕩...，在每個城市轉角遇見讓您流
連忘返的理由。
【行程特色】


2018 年度金秋限量團－加碼入住 5 晚城堡飯店、及安排 3 段國內班機



搭乘飛機進出洛磯山脈，深度走訪國家公園區，旅程愜意、免舟車勞頓。



選乘加拿大航空國際段及國內段班機－當日即抵達溫哥華，並搭配多段中段班機－溫哥
華/愛德蒙頓、卡加利/維多利亞、溫哥華/魁北克。



走訪洛磯山脈國家公園 5 天 4 夜－悠活、班夫、傑士伯。



多晚城堡＋五星住宿體驗－包含傑士伯木屋渡假村、露易斯湖城堡飯店、維多利亞帝后
城堡飯店、溫哥華四季酒店、穆斯套房酒店、班夫豪華酒店。



特色餐食再加碼－城堡飯店晚餐、傑士伯渡假村晚餐、翡翠湖西式套餐、露易斯湖城堡
晚餐、魁北克法式套餐。



多元盡賞冰川湖泊－瑪琳湖遊船、阿撒巴斯卡冰河雪車、冰川天空步道、硫磺山纜車。



走訪魁北克法式小鎮、欣賞洛朗區楓紅－入住川普朗渡假勝地 WESTIN 酒店、搭乘觀景
纜車登上山頂，欣賞遍野的楓紅景緻，享受山居休閒時光。



走訪首都渥太華 3 天 2 夜－親賞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欽點的首都，看古典嫻雅的建築倒映
在麗都運河畔、搭乘遊船拾起散落在聖羅倫斯河的珍珠－千島群島。



深度尼加拉瀑布之旅、入住面瀑布景觀房－安排搭乘遊船親身體驗尼加拉萬鈞河水，並
入住面瀑布景觀房一晚。更帶您走訪湖邊小鎮，前往酒莊品嘗加國葡萄酒香。

【貼心安排】


搭乘加拿大航空直飛溫哥華，從西岸城市往東岸走，深度暢遊加拿大東西景緻。



在各景區享用美食，把美景一同帶進您的用餐環境，隨時隨地都能捕捉。



於國家公園安排 4 天住宿，深度國家公園之旅正是如此。



遊船、纜車、冰河雪車、冰川步道…就是要給您多元的加拿大玩法。



走訪加拿大主要城市－溫哥華、渥太華、多倫多及法式小鎮魁北克，深度加拿大之旅。

【世界遺產】


行程走訪 3 處世界遺產地 洛磯山公園群(班夫國家公園、傑士伯國家公園、悠活國家公
園)、魁北克古城、麗都運河、

【寂寞星球全球 500 大景點】


行程參觀 5 處 2015《寂寞星球》的「終極旅遊：全球 500 大景點」 夢蓮湖（144）
、阿
撒巴斯卡冰河（194）、冰川天空步道（235）
、尼加拉瀑布（110）
、魁北克古城（191）

第01天 台灣  溫哥華 Vancouver 【加拿大 Canada】
AC-012 1800/1225（10:25）--參考航班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班機飛往加拿大西岸第一大城－溫哥華。抵達後專車接往住宿
旅館休息。調整時差，並儲備充沛的體力，展開精彩的加拿大洛磯山壯麗山水之旅。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Fairmont Hotel Vancouver Airport 4* 或 同級
第02天 溫哥華  愛德蒙頓 Edmonton－傑士伯國家公園 Jasper National Park
AC-236 1000/1230（1:30）--參考航班；（行車：300 公里，3.5 小時）
早餐後前往國內機場，搭乘國內線飛機飛往亞伯達省首府的－愛德蒙頓。抵達後循著當年毛皮
商人的路徑經黃頭公路，就可以輕鬆進入期待已久的洛磯山國家公園【UNESCO，1984】。加拿
大的大自然森林與湖泊之國，這裡有陡峭筆直的角峰、耀眼的冰河，還有映照藍天、山脈的碧
綠湖泊，其間還點綴著宛如珠寶般的大大小小瀑布及河流，更是無數美洲大角鹿自在奔馳的家
鄉，蒼鬱的森林、壯麗的美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飯店用餐

住宿：傑士伯木屋渡假村 Fairmont Jasper Park Lodge 4*
第03天 傑士伯國家公園 （瑪琳湖 Maligne Lake、精靈島 Spirit Island、金字塔湖 Pyramid Lake）
平鏡的湖面上，一絲優雅的霧氣，像森林裡的精靈，木屋旁的冷杉，掛著露水等待一陣風，輕
輕地滴落在蒼鬱的草地。享受傑士伯國家公園，可以悠遊在蒼鬱的大自然森林中，我們有更充
裕的時間，沐浴在國家公園的春風裡。接著我們就出發前往洛磯山最長的冰河湖－瑪琳湖，途
經險峻的－▲瑪琳峽谷（Maligne Canyon），它是一萬多年來經由瑪琳河切割石灰石岩床而成，
洛磯山脈中最長、最深、景觀最奇特的峽谷。盡頭來到瑪琳湖，並安排★瑪琳湖遊船（視季節
開放）
。隨著遊船來到湖中的－精靈島。下午前往傑士伯國家公園的▲金字塔湖，接著返回鎮上
逛逛，渡過愉快的一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瑪琳湖西式簡餐
晚餐：義式料理
住宿：傑士伯木屋渡假村 Fairmont Jasper Park Lodge 4*
第04天 傑士伯－冰川天空步道 Glacier Skywalk－哥倫比亞冰原 Columbia Icefields－冰原大道
Icefield Parkway－露易斯湖城堡 Lake Louise
（行車：240 公里，3 小時）
早餐後沿著有世界景觀最美公路之一的冰原大道南下，沿途瀑布、峻嶺、以及偶爾現身路旁的

野生動物等，皆讓你目不轉睛。抵達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哥倫比亞冰原，安排乘坐冰原專用的
★冰原探險號巨輪雪車，登上阿撒巴斯卡冰河（Athabasca Glacier）
，特殊體驗令人驚奇！接著
我們安排前往 2014 年 5 月全新開幕的－冰川天空步道，我們將站在 280 公尺高的架空玻璃橋面
上，擁有 360 度的全景景觀，居高臨下俯瞰哥倫比亞大冰原及壯麗的洛磯山國家公園，驚豔、
奇妙的感受。全球首創的冰川天空步道，它兼具環境生態保育及觀光教育等功能。隨後沿著著
名的 93 號公路－冰原大道，它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世界上景色最美的高山公路，沿途不但
可以欣賞高山、湖泊、瀑布、冰河奇景，還可以見到野生動物。順著冰原大道南行，我們將看
到懸吊在斷崖絕壁的▲烏鴉腳冰河，猶如水晶般清澈湛藍的▲弓湖，倒映著周圍青翠的山景，
居高眺望▲佩托湖呈現令人驚異的湖水顏色。今晚入住有「洛磯山藍寶石」美譽的－露易斯湖
（Lake Louise）
，在湖光山色的襯托下，漫步於湖畔小徑，與維多利亞山相望。今日安排於飯店
內享用★西式晚餐（請著半正式/整齊之服裝赴宴），並可於晚餐後至飯店內的精品名店街逛逛
或精緻咖啡館小憩。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冰原餐廳自助午宴
晚餐：飯店主廚精選套餐
住宿：露易斯湖城堡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4*（團體使用標準房，若指定面湖房需另
加價）
第05天 露易斯湖－夢蓮湖 Moraine lake－悠活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天然石橋、翡翠湖）－班
夫國家公園 Banff National Park
（行車：150 公里，2 小時）
露易斯湖的晨曦倒映在湖面上，遠眺維多利亞冰河泛著微微的藍光，彷彿是一塊寶石，此情此
景永生難忘。早餐後來到十峰山相互輝映的－▲夢蓮湖（視道路許可開放，若道路封閉，則無
法前往），湖泊充滿著神秘與寧靜的景緻，印在 20 元加幣的背面。前往令人讚嘆的－★悠活國
家公園，在公路旁可看到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工程最艱難的▲八字型螺旋隧道，續探訪踢馬河沖
刷所形成的▲天然石橋、有洛磯山綠寶石之稱的▲翡翠湖，峻峭山峰、瑰麗美景目不暇給。並
安排在★翡翠湖享受西式套餐。下午前往◎班夫國家公園【UNESCO, 1985】。1885 年由加拿大
政府劃定 26 平方公里溫泉保留區，經數度劃定區域及更名後，1964 年正式設立為全加拿大第
一座國家公園，面積 6641 平方公里。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翡翠湖西式料理
晚餐：銀龍餐廳
住宿：Moose Hotel & Suites 4* 或 Delta Hotel Banff 4* 或 同級
第06天 班夫（硫磺山纜車、弓河、驚奇角）－卡加立 Calgary  維多利亞 Victoria
（行車：145 公里，2 小時）；AC-8557 18:35/19:20 (1:45) --參考航班
上午造訪▲弓河瀑布（Bow Falls）
，讚嘆弓河之美，並遙想當年瑪麗蓮夢露在此唱著大江東去；
遊覽可眺望菲爾夢班夫泉城堡飯店（The Fairmont Banff Springs）全景的▲驚奇角。更特別安
排搭乘★觀景纜車登上硫磺山山頂，俯瞰綿綿不斷的雄偉山脈，往步道的盡頭前行，登高凌駕
在洛磯山巔，盡收眼底。接著驅車前往牛仔城－卡加立，途經 1988 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公園，
可見滑雪跳台、雪車滑道等。隨後搭乘國內班機飛往有『花園城市』之稱的－維多利亞島。今
晚住宿港灣區百年精神建築地標－★帝后城堡飯店，您可自由流連於古典閣樓、精品商店。當
夜幕低垂時，漫步港灣街上，享受歐洲般浪漫風情，觀賞省議會大樓及一旁的帝后城堡飯店。
省議會周圍 3000 多盞燈泡同時亮起，是最美麗的夜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住宿：帝后城堡飯店 The Fairmont Empress Hotel 4*
第07天 維多利亞（布查花園 Butchard Gardens）─卑詩渡輪─溫哥華

晚餐：當地料理

（行車：25 公里，0.5 小時）
維多利亞是卑詩省首府，上午參觀莊嚴經典的▲省議會大廈，前面一大片綠茵地，顯出議會的
威勢；維多利亞女皇銅像矗立在廣場中央；英國風情的建築和商店、景色絕美的港灣風情。接
著拜訪舉世聞名的世界十大花園之一★布查花園，這個佔地 20 畝的花園，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雕
塑、噴泉及義大利花園、玫瑰花園及日本花園、低漥花園等。原本在維多利亞經營水泥事業的
布查夫婦，憑著對園藝的興趣，開始在一片荒蕪的石灰場裡，栽種各種花卉與樹木，化腐朽為
神奇，將花園開墾今日的迷人模樣，每年平均有 100 萬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參觀，被稱為世界
最美、最精采的花園之一。下午搭乘★卑詩渡輪橫渡喬治亞海峽返回溫哥華，渡輪航行途中可
欣賞週遭的島嶼，蒼翠蓊鬱的美景，猶如置身世外桃源。抵達後安排享用晚餐，餐後自由前往
溫哥華最熱鬧的羅伯遜街（Robson street）逛逛，有加拿大品牌－ROOT 專賣店、洛磯山巧克
力專賣店等。今晚安排入住座落在溫哥華正市區的四季酒店，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不僅是 2
條地鐵線的交匯，更緊鄰熱鬧的購物商圈。承襲四季酒店的傳統風格，飯店營造溫馨的親切氣
氛，緞面絲質抱枕、精緻皮椅沙發，讓每個房客都有回到家的感覺（團體使用的房型為 Deluxe
City-View Room 或 Superior City-View Room）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西式套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Four Seasons Hotel Vancouver 5* 或 同級
第08天 溫哥華（卡皮蘭諾吊橋、峽谷天空步道、蓋士鎮、蒸汽鐘、史丹利公園、格蘭維爾島藝術村）
（行車：40 公里，1.5 小時）
今天安排刺激的★卡皮蘭諾吊橋公園，帶您橫越世界上最長且特殊的懸吊式樹橋，漫步在芬多
精的氛圍中，令人心曠神怡；◎峽谷天空步道，位於北溫哥華卡皮蘭諾吊橋公園內的峽谷天空
步道，絕對是眺望卡皮蘭諾峽谷最好的地點，沿懸崖絕壁而建，峽谷微風吹彿，腳下潺潺溪流，
真正徜徉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而其特殊的圓弧造型，又稱－峽谷大車輪。隨後返回溫哥華市
區。首先抵達四季皆美的▲伊莉莎白女王公園，公園除了有美麗的花園造景外，在廣場上還可
以俯瞰溫哥華市景；▲市聲鼎沸的中國城，是北美第二大的唐人街－千禧牌樓、中華門等見證
華人在加國的貢獻；古意盎然、紅磚地的－▲蓋士鎮，可以看到古色古香、人氣最旺的▲蒸汽
鐘；草木扶疏的▲史丹利公園，有著色彩神秘印地安圖騰群柱、站在著名的眺望點，俯瞰名聞
遐邇的獅門大橋，在▲加拿大廣場更可以看到大型豪華遊輪碼頭，載著遊客前往阿拉斯加。並
安排前往▲格蘭維爾島藝術村參觀，島上有傳統市場，供應當地各式魚貨、乳酪、蔬菜、水果
等，並有各式藝廊、手工藝品店讓您感受溫哥華傳統市集的風貌，令人驚喜。隨後安排參觀▲VQA
葡萄酒廠展示中心，了解加拿大特級葡萄酒的製造過程與最有名的冰酒 Icewine，品嚐冰酒的滋
味。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當地西式套餐
晚餐：麒麟海鮮餐
住宿：Four Seasons Hotel Vancouver 5* 或 同級
第09天 溫哥華  魁北克 Quebec
AC-300 0935/1710（4:35）；AC-8728 1910/2003（0:53）--參考航班
上午搭乘國內班機飛往加拿大東岸古城－魁北克【UNESCO，1985】。抵達後安排魁北克古城巡
禮。首先造訪下城區裡的▲小香普蘭街，欣賞古趣盎然的古老街景，彷若回到二百年前的繁華，
是最受觀光客喜愛的一條街，無論是精美的櫥窗、別緻的招牌、美麗的窗台等等，都足以讓人
駐足半天，驚豔不已。接著沿▲皇家廣場抵達令人驚艷的▲大壁畫，超水準的繪製技巧，讓這
個大壁畫總是讓人讚嘆；來到上城區中－看看肅穆莊嚴的▲聖母大教堂及▲畫家街裡畫家筆下
美麗的魁北克城，然後從▲都普林步道看魁北克最上鏡頭的地標－▲芳堤娜城堡。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古城區法式套餐

住宿：Hotel Palace Royal 4*或同級
第10天 魁北克－洛朗區 Laurentian（川普朗渡假勝地、觀景纜車）－豪華威斯汀渡假村
（行車：350 公里，3.5 小時）
今日沿著 15 號公路，前往魁北克最著名的渡假區★洛朗區，★川普朗渡假村座落於川普朗湖
畔，湖的四周環繞著許多優美的度假旅館，當秋天楓紅染遍整座山谷，觀賞火紅渡假村風光及
令人嘆為觀止的傲人山巒，您將見識到傳聞已久的加拿大楓葉之美。渡假村中小木屋、精品店
以及如童話場景般的飯店錯落於山林之間，兼具寧靜及熱鬧的情趣。今日精心安排於渡假村內
享用西式套餐，餐後您可以漫步前往小鎮，也可以找一家小酒吧點杯本地產啤酒，好好享受山
居樂趣。特別安排★搭乘觀景纜車登上山頂，登高望向大片楓葉景觀。此外，讓貴賓們能用最
愜意的步伐，在這山區中信步漫遊欣賞楓紅，找到最佳的角度留下美麗的身影。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法式自助餐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Le Westin Resort & Spa 4*
貼心提醒：若川普朗纜車因營運時間調整提早關閉，將安排替代搭乘川普朗遊船，請您見諒。
第11天 川普朗渡假村－渥太華 Ottawa（國會大廈、麗都運河、總督府）－千島遊船－渥太華
（行車：400 公里，4.5 小時）
早上在渡假村的美景中醒來，您可以隨意悠遊於湖光山色之中。洛朗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山脈
之一，擁有一大片遼闊的風光和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觀。別忘了利用早晨的時光，再多多欣賞這
裡的美景。有別於在川普朗度假村享用各家飯店齊聚一堂的★餐廳享用早餐，並特別升等享用
專屬 Westin 飯店內的早餐。隨後驅車前往－▲渥太華，身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欽定的首都，只
能說是當之無愧－秋天的楓紅在質樸穩重的古典建築間相映、在鏡面般的運河上倒映，都是首
都令人陶醉的視覺享受。像哥德式城堡建築的▲國會大廈、渡假小艇穿梭其間；兩岸風景美麗
如畫的◎麗都運河【UNESCO, 2007】等，都是遊人不能錯過的景點；接著前往渥太華在賞楓季
節最不能錯過的賞楓景點－◎總督府，秋季的落葉將草地鋪上金黃色及酒紅色的地毯，別忘了
在此享受拾葉的樂趣唷。接著前往搭乘★千島遊船，巡遊散落在聖羅倫斯河的珍珠－千島群島。
千島群島位於安大略湖水注入聖羅倫斯河處，在巡遊於千島群島之間同時欣賞十八世紀王公貴
族所建的古堡及世界上最短的國界。沿途經過許多渡假小島、古堡，秀麗美景盡收眼底，處處
令人讚嘆，另外船上導遊也會向您介紹聞名世界的千島醬由來。隨後返回渥太華。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西式套餐
住宿：DoubleTree by Hilton Gatineau Ottawa 4*
第12天 渥太華－阿岡昆 Algonquin（旅客中心、展望台、獨木舟湖）－慕斯科卡 Muskoka
（行車：400 公里，4.5 小時）
今日前往★阿岡昆省立公園，是加拿大最大最古老的自然公園。在這個公園裡，有森林、河流、
沼澤、湖區；有松鼠，糜鹿、海狸、野狼及各種野鳥共享這片土地。秋天是這裡最美麗的季節，
滿山遍野的華麗色彩－金色、黃色、橙色、紅色層層染遍公園的每一寸土地。火紅及鮮黃的楓
葉沿著道路二旁綿延到盡頭，在藍天的襯托之下，形成最美的一幅畫。抵達後，先前往旅客中
心被喻為最佳賞楓地點的▲展望台享受森林的寧靜悠閒，欣賞秋天繽紛的色彩饗宴。接著特別
安排前往▲獨木舟湖欣賞目不暇給 的秋楓風光，感受這片最古老的森林中潺潺水流及紅紅的
楓葉相映出來的美麗景色。★今晚安排入住慕斯科卡區的頂級渡假飯店，並在此享用西式三道

式餐－由前菜、主菜至甜點，享受最詩情畫意的夜晚。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西式速食餐

晚餐：渡假村內西式三道式

住宿：JW Marriott Muskoka 4*
第13天 慕斯科卡－約翰斯頓 Johnstown－尼加拉瀑布區 Niagara Falls
今日早餐過後，特別安排前往位於約翰斯頓的獨家私房景點－◎紅莓園，每年的 9 月底開始至
10 月為紅莓的豐收時節，看著小紅莓從生長的泥塘中採摘下來，一步步製作成各種紅莓美食、
美酒、果醬、點心等，探索其中隱藏的有趣秘密及超凡口感，並看看慕斯科卡原野上古老的農
場。接著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尼加拉瀑布區，尼加拉瀑布橫跨美、加兩國邊境，原本只
是一塊荒蕪之地，卻因瀑布的出現，讓尼加拉瀑布成為美加最熱門的觀光地區，每年都有超過
400 萬以上的旅客，來造訪此一世界級的天然美景。接著前往美麗的▲尼加拉湖邊小鎮，這裡
是尼加拉湖區最著名的水果產地與葡萄酒產區，風景優美的小鎮更是 1792–1794 年「上加拿大
Upper Canada」的首都。以皇后街為中心，各式各樣古意盎然的精品店仍保持著百年前的風味。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美式肋排套餐
晚餐：瀑布景觀西式餐
住宿：Marriott on the falls 面瀑布房 4*
第14天 尼加拉瀑布遊船(霍恩布洛爾)－多倫多 Toronto（新舊市政廳、多倫多大學、西恩塔）
今日安排搭乘★尼加拉瀑布遊船－霍恩布洛爾號，在以二百英呎落差造成了世界奇景的尼加拉
瀑布，面對澎拜的河水以雷霆萬鈞之勢傾瀉而下，水柱奔騰的雄偉景色，令人嘆為觀止。接著
前往多倫多。多倫多除了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也是個多元文化交匯的城市。由高級飯店配上
小小樓房形成的建築曲線、新潮商店及老舊店鋪比鄰而居，奇怪又矛盾的城市景觀－就是多倫
多。抵達後，隨即展開一場城市巡禮。首先登上多倫多的地標★西恩塔，高達 533 公尺的高塔
遠觀像是個飛碟佇立在港灣旁。安排★搭乘超快電梯升到約 346 公尺的觀景台上。天氣晴朗時
還可以看見遠方尼加拉瀑布形成的水氣，同時您可別忘了試著站在透明地板上，看看是否有勇
氣望下塔底唷！接著帶您參觀外觀像蟹殼的▲市政廳，是多倫多主要地標之一，半圓形的立形
結構非常搶眼，由天空往下看，其實造型是一個人的眼睛，這別具一格的建築物出自得獎的芬
蘭設計師之手，自 1965 年完成時曾引起正負二面的評價。隨後前往參觀◎省議會及◎女皇公園
以及奧斯卡的得獎影片「心靈捕手」拍攝地－◎多倫多大學，多倫多大學在加拿大著名時事雜
誌－大學排行榜，連續五年被評為加拿大最好的大學之一。今晚安排豐富的中式海鮮惜別餐，
準備明日前往機場搭機。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史凱隆塔旋轉餐廳
晚餐：中式海鮮餐
住宿: Four Seasons Hotel Toronto 5* 或 同級
第15天 多倫多  溫哥華  台灣
AC-103 0800/0957（4:57）；AC-011 1150/1615+1（12:25）--參考航班
上午安排前往機場，準備踏上回程的旅途。
早餐：飯店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機上用餐
第16天 台灣
航班於今日下午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結束【
【加拿大東、西國家公園之旅 16 天】，別忘了計
劃下回的旅程，期待再相會。

【參團須知】
 團費：由於出發日期及飯店等級不同，團費將略有差異，確實售價請洽詢晴天旅遊服務專



員。或請參照晴天官網 www.sundaytour.com.tw 之售價。
本系列產品團費包含：全程機票、住宿、餐食（自理除外）
、行程中安排之入內參觀景點門
票、行李搬運費以及各種機場燃油等稅金、刷卡和簽證費，並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本系列產品團費不含床頭與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



報名後即可保留團位，並請於三日內繳交訂金，訂金每席：20,000 元。如遇團體額滿或限
期開票，請於隔日繳交訂金，始完成報名手續。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其它團員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
必須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可報名，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若單人報名，須付擔全程單人房
差額。原則上晴天旅遊會協助安排同性團友共用一室或與同性領隊同房，若能順利調整，
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單人房加價：94,500 元。單人房加價係指「單人指定入住一間單人房之房價差」，而不是
付房價差即入住雙人房型，單人房為一人使用空間，通常較雙人房小。
美加地區因消防法規定，大多數房型依法不得加床。
















露易絲湖城堡房型大多為 2 張單人床，若您有小孩不佔床時，建議改以小孩佔床處理。且
旅館房間室內空間不若東南亞地區寬敞，可能將影響到室內的活動空間，建議避免三人同
房。
飯店的團體房無法指定連通房、同行親友指定住在同樓層或鄰近房間，晴天旅遊會向飯店
提出您的需求，但無法保證飯店一定會提供，敬請見諒。
飯店建築常遇房間規格差異，或飯店善意升等造成房間大小不一，此非本公司所能掌控，
亦無差別待遇，敬請旅客諒察。
美加地區現行法規規定室內全面禁煙。入住飯店時，請勿在飯店房間內或室內場所吸煙，
美加法規對室內吸煙的罰款嚴重，各家飯店對房間內(室內)吸煙者之罰金規定不同，最低
金額 200 美金(加幣)起。請旅客特別注意。
旅行社出團之機位為團體機位，領隊僅能依照航空公司所給予的位子進行調整，並不能保
證親友一定會坐在一起或皆有走道位，敬請見諒。
餐食口味偏重、葷食多肉、素食選擇性低，請於報名時提供特殊餐食需求。
行程中★標示為需門票且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外觀拍照或不需門票之入內參觀、◎標
示為行車參觀。
本行程視飯店及航空公司之確認及當地節慶保有調整之權利，若遇商展或節慶，將會尋找
同等級替代飯店及住宿點，敬請包涵，行程／航班／飯店／餐食以「行前說明會」書冊所
列資料為準。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含)，最多為 30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派持有合格領隊
執照之領隊全程隨團服務。
其它未盡事項請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條款規定，以及晴天官網之【其它
說明】。

【所需證件】
 報名時需準備下列資料：①客戶基本資料表②護照正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出發日起須
有六個月以上之效期，3 頁以上空白頁）或護照影本者需另簽「護照自帶切結書」③訂金

傳真刷卡確認單④旅客住宿餐食需求表。



本行程需備有效期之加拿大電子旅行許可證 eTA，並繳交影本
2016 年 9 月 29 日起，搭機前來加拿大之國人，必須申請 eTA 旅行許可。申請加拿大電子
旅行許可證 eTA，須準備下列資料：
(1)護照影本（護照正本請簽名，自返台日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2 面以上空白頁）
(2)加拿大電子旅行許可證 eTA 申請表格
(3)申請費用 7 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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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起飛地─抵達地

D1

台北－溫哥華

TPE/YVR

加拿大航空

AC-12 1800/1225

10:25

D2

溫哥華－愛德蒙頓

YVR/YEG

加拿大航空

AC-236 1000/1230

01:30

D6

卡加立－維多利亞

YYC/YYJ

加拿大航空

AC-8557 1835/1920

01:45

D9

溫哥華－蒙特婁

YVR/YUL

加拿大航空

AC-300 0935/1710

04:35

D9

蒙特婁－魁北克

YUL/YQB

加拿大航空

AC-8728 1910/2003

00:53

D15

多倫多－溫哥華

YYZ/YVR

加拿大航空

AC-103 0800/0957

04:57

D15

溫哥華－台北

YVR/TPE

加拿大航空

AC-11 1150/1615+1

12:25

機

場

航空公司

班

機

本表為參考航班，確定航班以行前說明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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