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2018/05/01 玩美加族~加拿大全覽 13 日 

(雙世界遺產洛磯山脈、魁北克古城、尼加拉瀑布 13 日之旅) 
NT:121,8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ETA300 元) 

 

*****2018 早鳥優惠***** 

◎此行程於 2018/02/28 前報名付訂，即可享有早鳥優惠第 2 人-6000 

<以上優惠只適用全程參團之旅客，JOIN TOUR 及嬰兒等不適用，敬請見諒>  
◎本旅遊團係由長榮航空主導,數家旅遊業者共同聯營,並以“玩美加族”名稱出團,特此告知。 

 

加拿大擁有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壯麗美景 

「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一起來體驗加拿大的自然漫活生活吧 ! 

 

1. 東岸人文風情壯闊的尼加拉瀑布與加西岸洛磯山脈自然之美，一次加拿大旅程，絕對精彩。 

2. 仔細探訪感受加拿大多個城市搭乘一段國內航空，從蒙特婁到卡加利，東岸到西岸的完美銜接，

一次盡收眼底。 。 漫遊加拿大，讓旅程更完美

3. 給

您更高品質的團體旅遊，全程不進購物站(維他命)，同時全程無自費活動及自理餐食。不必有購

物的心理壓力，也毋須為了自費活動及餐食操心。 

 

風情萬種 6 個加拿大景點: 《尊榮體驗精選 理由一》

 
▲多倫多~著名的旅遊城市，不論都市風光或自然景色都讓人流連忘返。 



 
▲渥太華~最美的總督府及代表加拿大的國會大廈絕對不能錯過。 

 
▲魁北克~這裡有新舊城區，到處可見法式的雕像，即便是一個街角，都可以感受到羅曼蒂克的氛圍，

別忘了留影合照。 

▲蒙特婁~體驗濃濃法式風情，是加拿大重要的法語區，擁有歐洲浪漫風情，素有小巴黎之

稱 。 

 
▲溫哥華~加西第一大城，這裡有許多知名景點，也可以在這裡看到不同文化的融合，讓您感受加

拿大全新風貌。



 

 
▲維多利亞~享譽世界的花園之都。這裡四季鮮花盛開。從精心養護的布查花園，到市中心標誌性的

燈柱花籃，以及幾乎所有的公園和街區，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出維多利亞人對園藝的熱愛。 
 

《尊榮體驗精選 理由二》夢幻奢華住宿體驗 

 ☆☆尼加拉瀑布全面升等面瀑布房☆☆

為
了讓您更能感受尼加拉瀑布之美，堅持入住於面瀑布房，您可以看著瀑布入睡，且可隨時注意到

飄拂的水霧在陽光投射之下，形成那美麗的彩虹。 

 

 

 

 

 

 

 



☆☆維多利亞 HOTEL GRAND PACIFIC☆☆ 

維多利亞港灣著名飯店~太平洋飯店 Hotel Grand Pacific。位在維多利亞市區的中心地帶，晚間欣賞

港邊的美景，非常浪漫。 

 
旅人特殊體驗《尊榮體驗精選 理由三》  

◆【盡情體驗各種交通工具】安排〔冰原雪車探險〕、〔硫磺山纜車〕、〔維多利亞港渡輪〕、〔迷

你彩虹船〕，絕對是您一生中難得的經驗。 

 
◆【霍恩布洛爾瀑布遊船.千島遊船】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尼加拉瀑布此生必去，看震人心魄，世界級壯觀的景色！ 



 
搭乘千島遊船，沿途經過許多渡假小島、古堡，秀麗美景盡收眼底，處處美景令人讚嘆。 

 

◆【挑戰高度冰河步道 Sky Walk】近幾年冰河天空步道竄紅為哥倫比亞冰原最新的景點，怎麼能錯

過呢? 站在高度 280 米的玻璃步道上並懸空在山谷中。試試自己的膽量，可從玻璃步道往下看，一覽

冰河雄偉壯觀的美景，幸運的話，可以看到山羊漫步在峭壁上。 

 
◆【征服無極限飛越加拿大 Flyover Canada】 

 
飛越加拿大是加拿大首個也是唯一 4D 動感模擬飛行項目。飛越加拿大挑戰觀眾的各個感官，開始放

映時，隨著環繞音樂出現，大銀幕會出現一幕幕的飛行景象，帶大家橫跨加拿大的東西兩岸，加上微



風吹拂、水霧及不時散出的氣味特效。盡情感受加拿大的人文風情和美到讓人窒息的自然景觀和城

市。 

 

◆【豐富變化的餐食饗宴】多樣化正統異國料理。一次開起您的味蕾新世界!  

 
尼加拉瀑布西餐、冰原自助餐、渥太華特色甜點、古城法式料理、韓式烤肉餐、希臘風味餐、義大利

風味餐、敲敲打打西餐、麒麟海鮮餐 

 

◆

【布查花園有機花餐】布查花園以有機花餐聞名，以有機的花朵加入料理的元素，絕對是您在其

他地方嚐不到的料理!  

 

 

 

 

 



深入加拿大國家公園  《尊榮體驗精選 理由四》

☆傑士伯國家公園~哥倫比亞大冰原、冰原雪車、冰河天空步道 

傑士伯國家公園是加拿大洛磯山脈中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其內具有冰原、高山、峽谷、以及河流等

豐富多種自然景觀，於 1984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途中請留意漫步園區內的野生動物:駝鹿、加拿大馬

鹿、黑熊、北美馴鹿、大羊角狼群等。 

 

☆班夫國家公園~露易絲湖、硫磺山、城堡山、弓河瀑布、驚奇角。 

 
班夫國家公園設立於 1885 年，是加拿大首個國家公園，歷史悠久，共佔地 6641 平方公里。班夫國

家公園內有著名的露易絲湖、夢蓮湖、城堡山等著名景觀以及數以百計的野生動物。最為著名的勝地

則是位於這個古老公園內的班夫鎮，也是加拿大洛磯山最早建立的城鎮，班夫鎮坐落在落磯山腳下，

市鎮仍保留著十九世紀的建築特色，地理條件優越，天然美景盛多，渾然天成的景觀觸動人心。 

☆優鶴國家公園~翡翠湖、天然石橋。 



 
站在這浩瀚的大地上，如詩如畫的景色易入眼簾，隨手拍拍都是美麗的明信片，進入翡翠湖的湖光山

色因遊客較少,顯得幽境愜意令人迷醉。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天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036 桃園 / 多倫多 19:40 21:55 

第十一天 BR009 溫哥華 / 桃園 02:00 05:20+1 

 

 

行程內容                          ●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一天 桃園機場／多倫多  
今日懷著一顆愉悅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加拿大－多倫多。由於飛越國際換

日線，抵達後搭車返回飯店好好休息也可調整時差為隨即而來旅程的做充分的準備。 

 

早餐:機上享用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ＸＸＸ 
住宿: Crowne Plaza Toronto Airport 或 Delta Hotels Toronto Airport 或同級 

 

第二天 多倫多《西恩塔》 ─ 尼加拉瀑布《霍恩布洛爾瀑布遊船》─升等至面瀑布

房 
今日一早我們前往座落於安大略湖畔的加拿大第一大城『多倫多」，並安排登上世界第二

高的★【CN 塔】（台北 101 大樓高度 508 公尺），在此俯瞰多倫多市區景觀，感受高空的

刺激，搭乘高速的玻璃電梯升上塔頂約需 58 秒，還有一個專為遊客觀景而設置的塔樓，

稱之為「太空甲板」，即是地板為玻璃材質，走在玻璃地板上，望著腳下的景物，很少有

人不會手腳發軟的吧。 

 

續前往每年都吸引上百萬觀光客造訪，也是世界票選，人類一生中不可不參觀的七大奇景

之一的尼加拉瀑布，與南美洲的伊瓜蘇瀑布，及東非的維多利亞瀑布並稱為世界三大跨國

瀑布。 

 

抵達後安排搭乘★霍恩布洛爾瀑布遊船，載著您航行於瀑布之下，感受那有如千軍萬馬奔



騰般磅礡的水勢，令您享受前所未有的獨特感受，（註：如遇天候因素，霍恩布洛爾尼加

拉瀑布遊船停駛，則每人退＄20 加幣，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而今晚特別精心安排夜宿於加拿大境內的面瀑布飯店，如果時間許可您可漫步於瀑布旁的

小徑上，一覽尼加拉瀑布的壯闊之景，今晚就在讓美麗的夜景伴您入夢鄉。 

 

註：如因氣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遊船停駛 ，領 隊 將現 場退 費每 人$20 加幣。

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 港式飲茶        晚餐: 瀑布景觀西式套餐 
住宿: Hilton Niagara Falls View(面瀑布房)或 Marriott (面瀑布房)或同級 

 

第三天 尼加拉瀑布 ─ 聖羅羅斯河千島遊船 ─ 渥太華《國會大廈、麗都運河》 
一早沿著聖羅倫斯河前行，體驗北美洲地大物博的浩翰，此處位於安大略湖及聖羅倫斯河

的交匯處，風景極佳美不勝收！首先搭乘★千島群島遊艇巡遊，我們將穿梭於大小島嶼之

間，同時可欣賞到十八世紀時，由王公貴族所建立的古堡，以及世界上最短的國界...等景

觀。 

 

註：如因氣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遊船停駛 ，領 隊 將現 場退 費每 人$10 加幣。

敬請見諒。 

 

下午將這個擁有數千英畝的城市，雖不算大但卻井然有序，但處處可見綠樹濃蔭及高樓大

廈。抵達後首先參觀蘶聳立莊嚴的●國會大廈，由上、下院會議廳、和平鐘及圖書館所組

合而成，在廣場前可看到◎和平紀念碑。之後來到一旁由拜上校所負責興建的●麗都運河，

是有史以來英國在加拿大耗資最多的一項建設，不僅成為了渥太華和安大略湖間重要的經

濟動脈，更是北美最古老的運河。 

 

今 晚 我 們 將 特 別 安 排 在 享 用 西 式 晚 餐 ， 並 品 嚐 渥 太 華 最 著 名 ★ 特 色 甜 點 之 一 ” Beaver's 

tail”(海狸尾巴)。感受一下加拿大人的傳統美食唷。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 西式自助餐     晚餐: 西式套餐(特色甜點) 

住宿:Hilton Lac Leamy Hotel 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同級 

 

第四天 渥太華 ─ 魁北克古城巡禮《小香普蘭街、皇家廣場、大壁畫、畫家巷、芳堤

娜城堡飯店》 
今日將前往浪漫古都，這是全北美第一個被列為遺跡保護的城市，且僅存保有城牆遺跡的

古城，抵達後前往舊城區徒步遊覽豐富的歷史遺跡！在這裡，你可以靜靜地欣賞流行於維多利

亞時代的歐洲建築，也可以悠閒地漫步在聖勞倫斯河畔的木棧道，眺望大河美景。 

 

來到這當然要安排一趟魁北克古城巡禮，英法交錯的標誌讓您以為置身法國古城，首先來

到堪稱該市的地標● 芳緹娜克城堡飯店是早期的官邸所改建，從市區的任何角度都可以觀

賞到這座旅館尖塔及磚造外觀，在它的對面的一條小巷內，是有名的●畫家巷，有許多畫

攤販賣精緻的畫作，走走逛逛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隨後來到●皇家廣場旁有一面●大壁畫，

名為 La Fresque des Québécois，是來到下城區一定要來看的，絕對不能錯過。 



 

之後造訪●小香普蘭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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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足以讓人駐足多時。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 古城法式料理 

住宿: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Québec Resort 或 Château Mont-Sainte-Anne 或同級 
 

第五天 魁北克 ─ 蒙特婁《舊港區、傑克卡迪爾廣場、諾特丹教堂》 
早餐後前往有「北美小巴黎」之稱的「蒙特婁」，此城是全世界僅次於巴黎的第二大法語

城市，帶領您前往● 舊港區，沿河岸長約 2 公里的舊港區。不論春夏秋冬，始終是人們最

喜愛光顧的廣場，除了常有不同類型的活動外，也可觀賞聖海倫島的美景。續往● 傑克卡

迪爾廣場，更可以輕鬆的閒逛二側浪漫的咖啡座及藝品店。這裡是觀光客悠閒的享受異國

風情最好的地方。 

 

特別進入◎諾特丹聖母大教堂，是蒙特婁舊市街最著名的觀光景點，當你踏進教堂，就彷彿進

入了一個金碧輝煌、無與倫比的聖潔世界。教堂的外表莊嚴，但其實真正奇特壯觀的是它內部金碧

輝煌的裝飾與眾多的藝術收藏品，絕對是必遊之處。加拿大著名的女歌手席林·迪翁就是在這裡

舉行的婚禮的。 

註：諾特丹聖母大教堂如遇到殊節慶、禮拜、結婚等活動，無法入內參觀時，團體將安排

於門口拍照留念，領隊現場退費每人$5 加幣，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或中式自助餐 

住宿：Sheraton Laval Hotel 或 Crowne Plaza Airport 或同級 

 

第六天 蒙特婁 / 卡加利 ─ 班夫國家公園《硫磺山纜車、弓河瀑布、驚奇角、城堡山》

─夜宿班夫小鎮或肯摩小鎮或卡那那斯基小鎮 
今日上午我 們將前 往 機場搭乘國 內班機 ， 飛往亞伯達 省牛仔 之 都「卡加利」，此城 兼具了

牛仔風味與現代都市風情，由於石油天然氣的開發，讓卡加利成為大草原上商業繁盛的水

泥森林，是北美地區石油重鎮。 

註：本行程包含中段行李費用每人一件。限重 23 公斤。第二件起之拖運行李及超重行李

費用，敬請自理。 

 

隨後來到了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途中行駛在起起伏伏的群山之間，兩

旁是茂密的森林，谷底是盤臥的河水，今日安排搭乘獨特的★硫璜山纜車，攀登海拔 2450 公

尺高的硫磺山山頂，透過窗戶隨著爬昇的纜車鳥瞰班夫美景，並在展望台上眺望令人屏息的風光，包

括班夫小鎮、弓河河谷、瀑布以及群山環繞的美景等讓您永難忘懷。隨後來到當年瑪麗蓮夢露曾拍攝

《大江東去》的●弓河瀑布。續往●驚奇角遊覽，大自然造物的偉大，不禁讓人驚嘆它的雄偉壯

觀。再來你可看到班夫國家公園內最特殊的山峰～ ◆城堡山，由於城堡山雄偉壯觀，使它成為加拿

大橫貫公路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標。 

 

我們安排兩天行程於班夫國家公園內，與大自然為伍，充份的時間遊覽洛磯山脈的美景。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或飯店餐盒   午餐:中式七菜一湯或現金餐費$10 加幣  晚餐:韓式烤肉餐 

住宿: Banff Caribou Lodge 或 Coast Canmore 或同級 



 

第七天 班夫 ─冰原大道~傑士伯國家公園《哥倫比亞大冰原、冰原雪車、冰河天空步

道》──夜宿班夫小鎮或肯摩小鎮或卡那那斯基小鎮 
早餐後前往位於傑士伯國家公園的「★哥倫比亞大冰原」，讓您可親身到達最大的冰河遺

跡。讓人充滿期待的高山公路，因經年累月冰河侵蝕加上風化作用，呈現 4 至 6 億年的歲

月風霜，因此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世界上景色最美的高山公路』。 

 

抵達後將搭乘全世界只有 12 輛，加拿大獨有的【巨輪冰原雪車】，登上 2,210 公尺高的

「阿塔巴斯卡冰河」，在厚達 300 公尺萬年玄冰上蹣跚而行時，這絕對是您一生中難得的

經驗！ 

註：如遇天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冰原雪車不開放時，領隊將退費每人＄40

加幣，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接著安排★冰河天空步道，在此您可踏上玻璃步道，身處冰河之上俯瞰冰河壯觀的奇景，

在此欣賞到大自然神奇的力量。 

註：如遇天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天空步道不開放時，領隊將退費每人＄15

加幣，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西式自助餐        晚餐: The Keg 西式餐 
住宿: Banff Caribou Lodge 或 Coast Canmore 或同級 

 

第八天 班夫國家公園 ─露易絲湖~優鶴國家公園《天然石橋、翡翠湖》 ─ 科隆那《水

怪之湖~歐肯那根湖》 
早餐後驅車前往風景瑰麗的優鶴國家公園，沿途將看到那舉世無雙的天然奇景，高聳入雲的山峰，筆

直陡峭的岩壁，置身於一幅氣勢磅薄的風景中。隨後探訪踢馬河沖刷所形成的●天然石橋及有《洛

磯山綠寶石》之稱的●翡翠湖，峻峭山峰、瑰麗美景目不暇給。 

 

之後前往科隆納，位在卑詩省流域最廣、景色優美的湯普森河谷，此地依山面湖風景優美，您並可漫

步於●歐肯納根湖湖畔，此湖長達兩百餘公里，水深難測。英國有個尼斯湖水怪，歐肯那根湖也有

隻水怪叫「Ogopogo」，印地安語唸成『N'ha-a-tik』。 

 

相傳以前印地安人渡湖前，一定要畢恭畢敬地獻上一隻牲口當作祭品，才能安然到對岸。據說這隻水

怪在此出沒有 1 世紀的時間，身長超過 6 公尺，頭像羊或駱駝，有大角和耳朵。雖然眾說紛紜，但從

來沒有人真正看過這隻水怪，加國政府還特地懸賞百萬加幣，給第一個拍到水怪照片的人。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 亞伯達牛或雞排餐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Comfort Inn Kelowna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或 Bestwestern Plus 同級 
 

第九天 科隆那 ─ 溫哥華 ─ BC 渡輪～維多利亞《橡樹灣、碧肯丘公園、MILE 0、

漫步維多利亞港灣》 

今日早餐從科隆納出發前往溫哥華碼頭，安排搭乘 ★BC 渡輪前往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這是一個

散發著無比的魅力、世界聞名的城市，它的美貌引來《花園之都》、《小英國》等美名，在在都是道

出它的美麗及可愛之處。這裡整個城市瀰漫著優雅的風采，19 世紀的建築、裝飾、飲食與生活習慣



全都因襲著英國的傳統文化而發展，在加拿大眾多城市中更是自成一格，濃郁的英國風情更是反映在

建築設計上，省議會大廈等建築更是其中代表。 

 

午後前往維多利亞最高級的區域－●橡樹灣，沿路帶您參觀高級住宅區，並前往橡樹灣遊艇碼頭尋

找海豹的蹤跡。隨後前往位在維多利亞市中心邊緣的●碧肯丘公園，每到春天，不但花園綻放著嬌

艷花朵，遊客佇立在山丘最高點時，還可以瞭望維多利亞的街道及奧林匹克山。然後前往橫貫加拿大

的 1 號國道公路起點～●MILE 0。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 中式自助餐       晚餐: 義大利麵風味餐 
住宿: Hotel Grand Pacific 或 Empress Hotel 或同級 

 

第十天 維多利亞《布查花園》─ BC 渡輪~酒莊品酒～溫哥華 
今日前往維多利亞知名的◎布查花園，在巧妙的人工精緻規畫下，玫瑰花園、義大利花園、日式庭

園、低窪花園、羅斯噴泉，一次呈現在遊客面前。5 月底玫瑰園成為主角，數以千計的玫瑰花在 6 月

下旬奔放到頂點，接著牡丹花也爭相展姿。內有各式主題園區:義式花園區，日式花園區，俄羅斯噴

泉等…。林立街旁的精緻商店，令人流連忘返。在布查花園不管往那一站，怎麼拍都似風景明信片般

美麗。特別為您安排在布查花園內享用★有機花餐，一邊欣賞窗外美麗的後花園，一邊品嘗主廚將

有機花入菜的概念，絕對是別的地方，沒有過的體驗。 

隨後搭乘 BC 渡輪返回溫哥華。 

 

晚餐安排享用別有風味的★希臘風味餐，特殊風味的希臘沙拉、醃製入味而不羶的羊排，將帶給您

一個精緻而不同文化的夜晚。 

 

隨後特別安排前往◎酒莊品嚐加拿大的國寶酒－冰酒。這裡除了加拿大最難能可貴的冰酒外，更

有紅白酒、藍莓酒、覆盆子莓酒、蔓越莓酒。每一瓶精心釀造出的酒，都有貼上加拿大 VQA 認証標

籤，表示符合加拿大葡萄酒商品質保障聯盟的標準。來到加拿大，一定要品嚐一下唷。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布查花園有機花餐        晚餐:希臘風味餐 
住宿: Pacific Gateway Hotel 或 Hotel River Rock 或 Sandman Signature 或同級 

 

第十一天 溫哥華市區觀光《伊莉莎白女皇公園、史丹利公園、格蘭維爾島、羅伯遜街、

迷你彩虹船、加拿大廣場、FlyOver Canada IMAX 電影》 
早餐之後開始溫哥華市區觀光，今日特別安排最新飛越★加拿大 4D 飛行劇院(Fly Over Canada)，

在近 30 分鐘的虛擬飛行過程，從加東與帶著水氣的紐芬蘭省的冰山迎面而來開始，往西至魁省滿山

火紅的楓樹林，多倫多的霓虹夜景，還有令人震撼的尼加拉瓜瀑布，往西一路俯看草原，又經洛磯山

脈、迎接卑省內陸絕美湖景，當經過北太平洋，迎著海風、聞著海水味返回溫哥華。 

註:4D 飛行劇院，需身高滿 102 公分以上方可體驗，如未達身高則每人退$20 加幣，敬請見諒！ 

 

特別安排搭乘小巧可愛的★迷你彩虹船前往曾在紐約獲得最佳市集的●格蘭維爾島。格蘭維爾島

在都市發展後吸引了許多藝術家進駐，除了假日街頭藝人的精采表演，還有當地人喜愛的大眾市場及

許多風格店家。想融合溫哥華人的生活，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續往如詩如畫的●伊麗莎白女皇公園，是加拿大首座闢建的城市公園，是溫哥華當地居民春遊踏

青賞花去處，可以盡覽市中心和北溫哥華城市景觀。●羅勃遜街可算是溫哥華歷史最悠久的觀光購

物街。，這裡提供全球最新流行訊息，每家商店佈置得五花八門，是消磨時光的好地方 

 

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史丹利公園，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素有《皇冠上的珠寶》之稱，您可在

花園中隨處漫步，也可盡情觀賞延路的山海美景、森林與城市景觀。史丹利公園的一角的圖騰公園，

豎立著高聳圖騰柱，彰顯印地安文化的影響力，最能吸引遊客駐足。 

  

享用豐盛晚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並為這美麗的回憶畫上句點。 

 

早餐: 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敲敲打打西式風味餐        晚餐:麒麟海鮮餐 
住宿: 夜宿機上 

 

第十二天 溫哥華/桃園 
因為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彩的電影，更可

以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機上用餐    晚餐：機上用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三天 桃園 
經國際換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加拿大東西岸全覽的精彩愉快旅程。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Ｘ 

甜蜜的家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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