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S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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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stone & Banﬀ

出團日期：2019年6月2日- 9月29日 逢周日出團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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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一次性充分遊覽北美兩大世界級國家公園：班芙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超值體驗！！！
þ 盡享“洛磯山藍寶石”---- 露易絲湖的絕美景色
þ 獨家入住黃石公園門戶 --- 西黃石小鎮酒店，距離黃石公園5分鐘車程，保證園內充分深度觀光，
獨家產品，最高性價比！
þ 360度全方位洛磯山脈震撼景致 --- 班芙纜車
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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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þ 體驗歐陸風情班芙小鎮
þ 舒適巴士，資深專業司機導遊!

大溫地區 – 西雅圖 – 斯波坎
Vancouver – Seattle – Spokane

迎著朝陽從溫哥華出發，穿越美加邊境，然後直達奧特萊斯，盡享購物樂趣。途徑美國華盛頓
州的最大城市--西雅圖。西雅圖也是美國太平洋西北區的最大城市。晚上前往斯波坎住宿。
酒店：Ruby River Spokan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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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餐食自理

斯波坎 – 科達倫湖 – 密蘇拉 – 西黃石
Spokane – Lake Cœur d`Alene – Missoula – West Yellowstone

早上離開斯波坎，來到山明水秀的科達倫湖，湖水湛藍純淨，波光粼粼，因此又稱多藍湖。之
後經過五萬銀元店。獨家入住西黃石小鎮，好好休息一晚，為第二天準備參觀黃石國家公園作
好準備。

酒店：White Buffalo Hotel/ West Yellowstone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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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餐食自理 (*送Ruby River早餐)

黃石國家公園 – 利文斯頓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 Livingston

今天前往期盼已久的黃石國家公園。黃石公園是美國國家法案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公園，以豐

富的野生動物種類和地熱資源聞名。國內最大的湖泊是位於黃石火山中心的黃石湖，是整個北
美地區最大的高海拔湖泊之一。黃石公園分佈有灰熊、狼、美洲野牛和加拿大馬鹿的棲息地。廣
袤的森林和草原中分布著多種獨特的動植物，其中包括多種瀕危物種。秀美的風景令人賞心悅
目，心曠神怡。遊覽黃石國家公園下梯田、調色板溫泉、大棱鏡溫泉、老忠實景區、藝術家點、黃石
峽谷、黃石瀑布、峽谷區上瀑布等。從黃石公園北門離開，參觀羅斯福北拱門、猛獁象熱泉。
（視天
氣和交通而定，實際到達的景點）隨後前往利文斯頓住宿。

酒店：Pioneer Lodge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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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餐食自理

利文斯頓 – 高河
Livingston – High River

早上離開利文斯頓，我們將穿越美加邊境，沿途欣賞北美洲的大好河山。繼續北行並在First

Peoples Buffalo Jump State Park（原住民野牛跳崖州立公園）
。野牛跳崖州立公園是目前已
發現北美最大的野牛跳崖的考古遺址，數百年來美國印地安人沿著超過一英里長的懸崖來追獵

每位 (加拿大行程需另加5% GST,美金收費除外)

價格（美元/加元）

必付費用（美元/加元）

YR07必付含：黃石國家公園、班芙國家公園、
賈斯伯國家公園、野牛跳崖州立公園門票，
燃油附加費。

冰原雪車+天空步道**
Glacier Adventure)

雙人房

第三、四人同房

USD818/CAD998+CAD21稅
成人

USD70/CAD90

預訂巴士前三排座位，視野更廣闊，另加每位USD65/CAD75。

小童

USD80/CAD100

USD80/CAD100

USD82/CAD99

USD40/CAD49
（6-15歲）

自費項目（美元/加元）

班芙纜車 Banff Gondola**

洛磯山餐費 Meal Plan＊
(1早，2午，2晚，共5餐)

亂竄的野牛。當地設有教育中心，提供文化展覽、故事分享、書店及其它相關設施來紀念印地安
人，及他們所尊崇且全能的野牛。高河鎮住宿。

酒店：Super 8 或同級

5

1. 舒適旅遊巴士
2. 優質華人導遊
3. 行程中每晚住宿酒店
4. 觀光行程

費用不包括

1. 加拿大行程5﹪GST（美元收費除外）
2. 司機導遊服務費(每人每天$10美金)
3. 全程餐飲,行程中提及自費門票
4. 其他私人消費，如洗衣、電話、飲品、購物、收費電視等
5. 任何種類的旅遊保險

遊客須知

1. 每人只限大/小行李各一件,額外行李費為每件
USD35美金.
2. 為公平起見,每日更換座位一次,或付費預訂巴士
前三排座位
3. 三人或四人房間只設兩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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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300自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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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團人數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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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如過境美國須持有效美國簽證及自行預先上網註冊
EVUS, 需六個月以上有效期護照.未滿19歲獨自參團之
客人,報名時必須提交監護人有效同意書(英文)

取消及退款條例

全天餐食自理

高河 – 哥倫比亞冰原 – 卡納納斯基
High River – Columbia Icefield – Kananaskis

今天來到班芙國家公園，進入加拿大著名的冰原大道，隨後前往賈斯伯國家公園，乘坐獨
一無二的巨型雪車(自費預繳)，登上亞達巴斯卡冰河，觀賞哥倫比亞冰原。此萬年冰原面
積325平方公里，冰層最深度300餘公尺，團友可以親手觸摸冰河及拍照留念。然後再到洛
磯山脈最新地標玻璃橋(自費預繳)高280M, 在高空中欣賞冰川山谷的絕佳景色，呼吸洛
磯山新鮮的空氣，令人心曠神怡。夜宿《斷背山》取景地度假酒店。
酒店：Stoney Nakoda Resort Kananaskis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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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 : *送Super 8早餐/晚

卡納納斯基 – 班芙國家公園 – 班夫鎮 – 路易斯湖 – 灰熊鎮/鮭魚灣
Kananaskis – Banff – Lake Louise – Revelstoke / Salman Arm

早上出發參觀弓河瀑布和班芙小鎮。小鎮裡班芙大道兩旁都是禮品店及不同口味的美
食。團友更可乘坐班芙著名硫磺山觀光纜車(自費預繳)登頂，欣賞洛磯山脈360度迷人的
雪景。然後遊覽夢蓮湖（視實際交通狀況而定）
。夢蓮湖被世界公認為是最有拍照身價的
湖泊, 湖水晶瑩剔透，在鋸齒狀的山谷的擁環下，就像一塊寶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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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灰熊鎮。
酒店：Sandman / Days Inn / Hinton Inn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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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 : *送Stoney Nakoda早餐/午/晚

灰熊鎮/鮭魚灣 – 基隆拿市 – 溫哥華
Revelstoke/Salmon Arm – Kelowna – Vancouver

早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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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nagan Lake）尋找印第安人神話中的湖
怪“Ogopo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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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途徑以畜牧及林木業為主的草原地區Merritt鎮，隨後乘車返回
溫哥華，結束愉快的旅程。
			
餐食：早餐/午餐
單人房（房差）

USD390/CAD490+CAD32稅
成人

小童

USD49/CAD60

USD24/CAD30

USD115/CAD139

USD89/CAD109

（6-15歲）
（2-11歲）

集合地點及時間

6:15AM
6:45AM
7:00AM
7:30AM

**我們強烈建議客人報名時預繳門票，以免位滿無法成行。所有景點門票變費，開放日期及時間，圴以主辦單位公佈為準。另外，如因天氣、路況及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取消或更改出發日期（行程）之權利，客人不得異議。

費用包括

YR7

團號:

1. 出發前31天以上,收手續費CAD25/人
2. 出發前21-30天,扣除團費50%
3. 出發前8-20天,扣除團費75%。
4. 出發前7天內,扣除全部團費(包括門票)
5.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繳費
用恕不退還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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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如享受「買二送一或二」特價優惠之同房第三或第四位
客人,報名時需必付指定門票,若參團時有人不出現則罰
款$200/人(由出團人支付)

責任問題

1. 本公司當盡可能使安排之一切行程依照章程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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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之旅行團,其採用之交通運輸公司,倘其運作
上有危及旅客安全,導致行李或其他財物損失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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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客人於所住的酒店,巴士或途中有遺失任何物品
概與本公司無關,如有懷疑物品被盜竊本公司可協
助報警處理.

本拿比 麗晶廣場HSBC門口
(Kingsway & Willington)

溫哥華 Cambie & 42nd Ave.
(on Cambie St. HSBC馬路對面)

八佰伴商場門口（on NO. 3 Road）

素里 Campbell  River Store 加油站

（790 176st. Surrey）

B.C. Wholesale Reg.#72647

特約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