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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05-02，06-07，07-12，08-02，08-23，09-20，10-04， 

行程天数: 12                       出发城市: 原居地 

第 一 天 原居地-温哥华 

于国际机场集合,搭乘豪华客机飞往加拿大西岸第一大城市，加拿大第三大城，

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温哥华，如果中午 13：00 点前到达的航班，

我司赠送以下安排：午餐后可前往温哥华市民最早期的聚居地—瓦斯镇，加

拿大广场，伊丽莎白女皇公园，史丹利公园：园内的圆腾木标柱，是传统印

第安手工艺创作。 

第二天 维多利亚一日游 

早餐后前往 BC 省省会所在地-维多利亚，乘车前往吐华迅港口，乘坐大型豪华

渡海邮轮，90 分钟的水上旅程，沿途可欣赏乔治亚海峡及各岛风光，抵达后首

先参观宝翠花园(约 1 小时游览)。宝翠花园被誉为世界最美花园之一，分为新境

花园、意大利花园、日本花园和玫瑰花园四部分，其构思设计巧妙，奇异的花

卉争奇夺艳，令人赞叹。午餐后前往市中心游览（约 1 小时），参观省议会大

厦（外观），省议会大厦面向港口，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维多利亚女五

的铜像耸立园内，中庭的喷泉是为了纪念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殖民 100 周年所建。

横贯加拿大东西部的 1 号高速公路东起大西洋边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斯市，西至太平洋岸边的维多利亚港，是全世界最

长的国家级高速公路。在 1 号公路的东西起点，各有一座“零公里”标志，零公里标志都是木结构，上面写着“MILE 

0”，傍晚返回。 

第三天 温哥华—卡尔加里-班夫国家公园 

早餐后，搭乘加拿大内陆段航班前往加拿大最富裕的城市-卡尔加里，(中午 12 点

前到达的客户赠送以下活动)卡尔加里位于阿伯塔省西部,是进入落矶山脉的最近的

关口。原为重要的牛只集散市场，故别名牛仔镇(Cowtown)。午餐后我们专业导

游将带我们团友前往加拿大第一个、世界第三个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料遗产地-班芙小镇参观。 来到班芙首先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乘坐班夫空中缆车（约 1 小时游览），镌刻无与伦比的班夫全

景印象。缆车为四人座，透过高速缆车的玻璃窗可以鸟瞰美丽的山景，约 8 分钟到达 2285 米高的硫磺山山顶后，您可

一览班夫、弓河谷、明尼汪卡湖等令人屏息的美景，远眺雄伟的落基山脉。山顶有北美最高的餐厅。随后拜访电影”大

江东去”的著名场景—弓河瀑布（约 20 分钟）及落磯山的城堡—雄伟的班芙温泉酒店（约 20 分钟）,印地安人传说中

鬼怪出没的地点—魔鬼岩（约 20 分钟）,绝佳的风景照片拍摄地点---惊奇之角,并於让您自由漫步於班夫镇.体会小镇迷

人的风情。后入住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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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班夫自由活动（不包餐和车） 

游客可自由参观班夫小镇，漫步在弓湖湖畔或者可选择骑马、缆车、高尔夫、

划船或冰原之旅等多种活动。晚上可选择自己心仪的餐厅体验正宗的牛排、意

大利或者芝士火锅。 

 

第五天：班芙  - 路易斯湖 -  卡尔加里 

早餐后我们将拜访落磯山的珠宝---路易斯湖（约 60 分钟）, 在夏季碧绿的湖水倒

映著冰河覆盖的群山, 形成一幅绝世美景,而冬季纯净的白雪覆盖大地, 营造出安祥

寧静的世界, 您可以漫步湖畔欣赏湖光山色或前往著名的路易斯湖堡垒酒店享受英

国贵族般的悠閒生活。午饭后前往世界公认为是最有拍照身价的湖泊- -梦莲湖参

观（约 30 分钟）。该湖面呈宝石蓝色，晶莹剔透，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梦莲湖

坐落在著名的十峰谷（Ten Peaks）中，湖底积满了富含矿物质的碎石，经年累

月的沉积形成了变幻多姿的碧蓝色湖水。伫立在湖边，遥望远处连绵的落基山脉，

令人不禁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梦莲湖的迷人景色曾被印制在 1969 年和 1979 年发行的二十加元纸币的背面，如诗

如画的美景令众人所倾慕。虽然这样的纸币如今已经不在发行，却成为收藏家们的珍爱。下午时分，返回卡尔加里，市

区游览。首先参观 1988 年冬季奥运会场馆（约 20 分钟），接着参观拥有百年历史卡城唐人街（约 20 分钟），游览

拥有小天坛之称的-卡城文化中心，该座建筑费高达千万，成为卡城华侨文物的佼佼者，继而途经游览加拿大的地标—

—卡尔加里塔. 晚饭后 入住酒店休息 

第六天：卡尔加里 -  蒙特利尔 

早餐后乘飞机飞往北美小巴黎之誉的蒙特利尔市。抵达后市区游览，在蒙特

利尔这个深具欧洲风格的城市，登上景色优美的皇家山顶俯览全市（约 20

分钟），参观庄严肃穆，举世无双的山顶圣约瑟修道院(外观,约 20 分钟）)

及雕刻巧夺天工的洛特丹大教堂(外观,约 20 分钟)，漫步于极具历史价值的

蒙特利尔老城及海港（约 30 分钟），领略“新法国” 气氛。晚上团友可以

游览蒙特利尔迷人夜色，法国的浪漫风情一定使你心满意足。 

第七天：蒙特利尔 – 魁北克 -  蒙特利尔 

早餐后乘车前往北美唯一的古城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保护的人类

文化遗产的城市，受法国文化影响，具有法国情调的城市－魁北克(约 2 小

时游览)，参观游览古堡酒店，凯旋教堂，古炮台，广场铜像，古城墙，议

会大楼及圣劳伦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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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蒙特利尔 -  渥太华 

早餐后驱车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参观雕刻艺术达登峰之作的国会大厦

（约 30 分钟），政治权力焦点的总理府官邸以及人们津津乐道总督府

（约 20 分钟），庄严耸立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令人思古幽情由然而生的

丽都大运河，晚上住宿渥太华 

第九天:  渥太华 -  千岛湖 -  多伦多 

早餐后，餐后驱车前往加国三大自然奇景之一的千岛群岛（约 60 分钟），

可乘坐豪华游船畅游圣劳伦斯河，欣赏这世界著名之群岛的特有风采，爱

情岛上的亿万富豪古堡，世界最短国际桥，接着到加国古都京士顿（约 50

分钟），参观市政府大会堂，十八世纪英式灯塔，最古老的东西横贯火车

头，加拿大唯一皇家军事学院，加国名列前茅的皇后大学等。下午乘车前

往多伦多。 

第十天：尼亚拉加瀑布 -  多伦多 

早餐后前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峰顶水流，一泄 50 米

直入谷底，汹涌急湍犹如万马奔腾，雄壮之处，令人叹为观止，可搭乘 

“雾中少女号游艇”（约 1 小时）穿越瀑布区，行程中还包括气势雄浑

的马蹄瀑布、蔚为壮观的美国瀑布、连接美加两国友谊之彩虹桥。下午

返回多伦多，参观市政大厦 、多伦多大学,省议会大厦及闻名遐尔的外观

天虹体育馆等。傍晚入住酒店休息 

第十一天：多伦多 -  原居地 

早餐后，搭乘国际航班返回原居地，结束加拿大之旅。 

第十二天：抵达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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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括：代订行程表所列往返交通费、机场税（费）、游览交通费；行程表所列酒店或同级酒店的住宿费；行程表所列的餐费（不

含酒水）；当地导游服务费。 国家公园门票、精灵岛游船、冰川天空布道、冰原巨轮雪车和班夫缆车景点所有加拿大的税项 

费用不包括:  国际、国内段的机票以及相关的税金, 加拿大签证费用, 个人旅游意外保险费和航空保险费, 行程表中所列活动之外项目所

需的费用, 出入境行李的海关税、搬运费、保管费和超重（件）行李托运费；酒店内的酒水、洗衣、通讯等费用；其他私人性开支；其他

未约定由旅行社支付的费用（包括单间差、节假日旺季升幅、机场内候机和转机的餐食、不可抗力因素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等） 

备注： 

1、住宿：全程入住豪华酒店双人标准间(每成人每晚一个床位, 加拿大当地酒店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酒店住宿若出现单男单女，旅行社

会按照报名先后的顺序安排同性客人同住，若客人不接受此种方式或经协调最终不能安排的，客人须在出发前补交单房差。三人房或者四

人房是和两人房共享双床，还请报名的时候注意 

2、用餐：行程中列明的用餐，早餐以酒店内安排为主, 正餐一般都是中式团餐, 受当地条件所限,行程中会穿插安排当地餐。 餐标为:午餐：

加币 12 元/人、餐；晚餐：加币 13 元/人、餐；大人小孩餐费相同。受当地条件所限, 行程中会穿插安排当地餐。 

3、用车：地接用车将根据团队人数安排 12-55 座旅游车，保证每人 1 正座。为防止疲劳驾驶，旅途行驶约 2 小时左右将在途经的休息站

休息约 15-20 分钟。行程中途经的休息站、加油站、公共卫生间等地停留仅供休息和方便之用，游客购物为个人自主行为，游客因购物

产生的纠纷与本社无关。                                                                                                                                                                           

4、请提供有效护照及签证复印件，用于核对姓名和签证有效期。如因自备签证或者机票问题造成行程受阻，相应损失需游客自行承担 

友情提示： 

1、客人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特别是现金、有价证券以及贵重物品等）。 

2、"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规定，旅客在境外购买的物品，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可能需要征收关税。详细内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

告 2010 年第 54 号文件》"。 

3、行程中提及的摄影亮点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后提供参考，受天气、日照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留意。 

4、本团须达到 10 人才能成团出发，若人数达不到出团人数，旅行社提前 15 天通知客人，并全额退回团款。                                                     

5、离团：客人应按合同约定全程随团游览，若客人自行离团，除所交费用不予退还外，还应向旅行社支付业务损失费及违约金。 

本公司保留更改行程权利，以利团体进行。行程中如发生意外而引至伤亡或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等营运机构所订之条

例，作为解决依据，概与公司无涉。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购买旅游保险。 

 四人房 

（与双人共用两床） 

三人房 

（与双人共用两床） 

双人房 

（双床） 

出发日期 

  

团费： 

（每人加币计） 

 

CAD1758.00 

 

CAD1868.00 

 

CAD1988.00 

5 月 2 日、6 月 7 日、7

月 12 日、8 月 2 日、8

月 23 日、9 月 20 日、

10 月 4 日 

酒店 Sandman Inn 、 Inn of Banff、Clarion Hotel 或者 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