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哥华千人迎春】

加拿大BC省温哥华+落基山奢华 10天精品团
★逛庙会、观舞狮，加拿大旅游局千人新春晚宴

★维多利亚旅游局欢迎大礼包

★加拿大著名酒庄美酒庆祝活动

★全程入住国际连锁高标品牌酒店（相当于国内 4-5 星）

★增游美丽的格兰维尔岛、吊桥公园、飞越加拿大项目、贾斯珀

国家公园

露易斯湖 落基山蓝宝石

【露易斯湖】有“落基山之珠”

及“落基山蓝宝石”之称，该湖

以维多利亚女皇六女露易斯公主

命名，湖水来自冰川，碧绿澄明

得如一颗明珠，在茂密森林包围

下更是出尘脱俗。从费尔蒙露易

斯湖城堡酒店前欣赏维多利亚冰

河与露易斯湖相辉映，雄伟中带

着幽静的绝美之境。

温哥华 千人迎新春

温哥华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之

一”。庆祝春节的传统在加拿大已有

近两百年的历史。春节期间，温哥华

有各种各样的新年活动，让中国新年

在加拿大也年味十足。2016 年 6 月

1 日，加拿大国会通过了华裔议员的

提案，将农历初一到十五定为加拿大

的法定假日春节（Spring Festival）。

这也让所有加拿大的华人过年过得

更理直气壮了！



NEW YEAR OF CANADA

新年精彩一

★ 加拿大旅游局千人新春晚宴

★ 维多利亚旅游局欢迎大礼包

★ 加拿大著名酒庄美酒庆祝活

动

新年精彩二

★ 全程入住国际连锁高标品牌

酒店（相当于国内 4-5 星）

★ 特别安排入住维多利亚酒店

新年精彩三

★ 包含 8 大经典项目费用

1.格兰维尔岛、2.卡佩兰奴吊桥公

园、 3.BC 渡轮、4.布查特花园、

5.飞越加拿大、6.中山公园、7.

贾斯珀国家公园、8.班夫国家公

园



THE ROCKY MOUNTAINS

落基山精彩一

★ 游览梦幻路易斯湖

★ 包含加拿大第一个也是最古老

的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

世界遗产

★ 游览早在 1984 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遗产贾斯

珀国家公园

落基山精彩二

★ 悠闲惬意的独特小镇风情

1.班夫周边小镇

2.Kamloops 小镇

3.希望镇

4.班夫小镇

5.贾斯珀小镇

落基山精彩三

★ 班夫国家公园探索

1.弓河瀑布——蜿蜒曲折的弓河

上的美丽瀑布。

2.硫磺山——海拔 2450 米，观赏

美丽的班夫风景和壮观的落基山

脉。

千人迎新年 旅游局大礼包 绝美落基山，这将会是您终身难忘的新年！



DAY1 ：
2.13 深圳—香港 温哥华 卡尔加里—班夫周
边小镇
参考航班：AC 8 HKGYVR 1950/1515

AC226 YVRYYC 1950/2215

指定时间于深圳指定地点集合，随后前往香港机场乘

坐国际航班经温哥华转机飞往加拿大—卡尔加里。抵

达后入住周边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班夫周边特色酒店 早：X 午：X 晚：X

DAY2 ：
2.14 班夫周边小镇—路易斯湖—班夫国家公园—

贾斯珀周边小镇

早餐后，乘车前往【班夫国家公园】：它是加拿大第

一个也是最古老的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最早

建立的国家公园。沿着蜿蜒曲折的弓河，观看优美的

【弓河瀑布】（约 30 分钟），抵达坐落于艾伯塔省

西南落基山脉中的小镇——班夫。游览【班夫小镇】，

沿途经过众多国家公园，一饱眼福。游毕前往此次行

程中的重点经典景区素有“落基山之珠”及“落基山

蓝宝石”美称的【露易斯湖】，该湖以维多利亚女皇

六女露易斯公主命名，湖水来自冰川，冬天的路易斯

湖是黑白的童话世界。从费尔蒙露易斯湖城堡酒店前

欣赏维多利亚冰河与露易斯湖相辉映，雄伟中带着幽

静的绝美之境。游毕乘车前往贾斯珀，抵达后游览贾

斯珀小镇，欧洲风格，精巧迷人，干净整洁，非常宁

静。入住周边小镇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贾斯珀周边特色酒店 早：√午：√晚：√

DAY3 ：
2.15 贾斯珀周边酒店—贾斯珀国家公园—最后一

口钉-Kamloops 周边小镇

早餐后，乘车前往【贾斯珀国家公园】，冬季的Jasper

人烟稀少，偶尔有几辆车经过，一边欣赏着山路两旁

的雪峰美景。经过药湖(Medicine Lake)，药湖是人

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下沉河流之一。冬季，湖水减退直

详细行程

到消失，成为只有一条细流连接的数个水塘。

此时在药湖已经看不到之前美丽的湖水，代之

的是厚厚的冰雪。照下几张值得回忆的相片后，

前往玛琳湖(Maligne Lake)，它是整个 Jasper

比较经典的湖泊，已经不能用美丽来形容了。

放眼望去，天地只剩下黑白两色，两边呈现墨

绿色的树木，这就是想象不出的冬季 Jasper 的

别样风情吧。游毕乘车前往飞鹰坳：此为太平

洋铁路东西横贯之接驳处，也是铁路打下最后

一口钉的地方——最后一根钉纪念碑，了解一

百年前第一代中国铁路劳工在此奉献生命的血

泪史，一窥太平洋铁路建造之艰辛。游毕

Kamloops 周边小镇，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结

束当天行程。

Kamloops 周边特色 早：√午：√晚：√

DAY4 ：
2.16 Kamloops 周边小镇—甘露市—基洛纳

Kelowna—希望镇—里士满

早餐后，乘车前往甘露市，此地位于内陆气候

干燥适于花旗参（西洋参）的生长，是北美洲

花旗参的主要产地。随后安排参观，并参观当

地的花旗参场，由专人介绍及讲解花旗参的独

特疗效。随后乘车经过基洛纳 Kelowna 来到欧

垦娜根湖，了解这里的印第安传说及搜寻居住

在这里的湖怪 Ogopogo。继而参观欧垦娜根酿

酒区著名酿酒厂（约 60 分钟），了解酿制红、

白葡萄酒及购买当地特产的冰酒或红、白葡萄

酒。随后途经《第一滴血》的拍摄地，也是百

年前涛金时期的美丽小镇—希望镇，在此身历

其境感受电影拍摄场景并稍作休息。随后乘车

沿着加拿大一号国道往里士满，抵达后入住酒

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特色酒店 早：√午：√晚：√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4383.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63592.html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63592.html


DAY5 ：
2.17 里士满—卡佩兰奴吊桥公园—斯坦利

公园—加拿大广场—温哥华

早餐后，乘车前往温哥华最古老的观光景点【卡

佩兰奴吊桥公园】（有机会挥舞中国国旗和加

拿大国旗在桥上团体合影留念）。公园里的吊

桥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吊桥，全长 450 英尺,

当风掠过山谷时吊桥会摇摆发声,颇似人的笑

声，因此也被称为“笑桥”（约 40 分钟），吊

桥公园中，有 60 年前印第安人所雕刻且置放于

此的图腾柱，色彩鲜艳、引人注目。随后前往

游览占地 400 万平方米的市西北角，有千年古

树的原始森林的【斯坦利公园】（约 30 分钟），

在此可以了解到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图腾柱。游

毕游览温哥华象征的建筑—【加拿大广场】（约

15 分钟），这里是豪华游轮，加拿大铁路、水

上飞机，市内交通的集散中心；游玩最新推出

的娱乐项目【飞越加拿大 Flyover Canada】

（约 20 分钟），体验 4D 模拟飞行带大家从空

中横跨加拿大，感受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之间壮

丽的风景。随后当晚参加由 BC 省旅游局特别为

中 国 游 客 安 排 的 春 节 晚 宴 （ 时 间 约

18:00-20:00）， 晚宴中不仅有机会遇到旅游

界大咖，更可能会抽中大奖哦，机不可失。游

毕返回温哥华市区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温哥华市区酒店 早：√午：√晚：√

DAY6 ：
2.18 温哥华—格兰维尔岛—温哥华

早餐后前往被称为古巴雅典的马坦萨斯市（约

30 分钟），这里以桥多、音乐和有趣的建筑出

名，19 世纪已经是古巴焦糖之都。在城市中心

广场参观后欣赏 18 世纪的古建筑。游毕后前往

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巴拉德罗海滩。这里

有 22 公里的白色沙滩，宝石般时而蔚蓝时而碧

早餐后，前往北京遇上西雅图拍摄原景地【格

兰维尔岛】游览（约 40 分钟），随后乘车前

往温哥华市民最早期的聚居地—【煤气镇】，

漫步在红砖与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感受百年

沧桑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体会古欧洲韵味；寻

找由蒸汽驱动的【蒸汽钟】（共约 15 分钟），

随后来到【唐人街】，其入口处的中山公园，

是一座明朝样式的中国传统庭园，是模仿苏州

庭园兴建而成，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便以中

山 命 名 ， 届 时 会 有 春 节 庙 会 （ 时 间 约

10:00-16:00）举行哦，正好可以凑凑热闹。年

初三这一天温哥华市中心也会有新春大游行

（时间约 11:00-13:30），随后有舞狮表演（时

间约 14：00-16:00）。游毕前往 BC 省首个豪

华 Outlets — — McArthurGlen Designer

Outlet 疯狂购物（约 1.5 小时）；这座 Outlet

多达 150 家商店，以及最多达 21 个欧洲奢侈品

进驻。这里有 Coach、Tumi、Armani、Polo/Ralph

Lauren、Calvin Klein 的乐趣！指定时间集中，

送返市区酒店休息，结束当天的行程。

备注：赠送惊喜大礼赠送每位客人一袋瑞士莲

软心巧克力(150 克装)。并可领取新年红包，

内含一张九折卡，以及独家名品优惠券。此外

还有更多其他优惠活动等着你。

温哥华市区酒店 早：√午：X 晚：X

DAY7 ：
2.19 温哥华—（渡轮）—维多利亚

早餐后，乘车前往温哥华西南角的吐华迅港，

转乘 BC 省渡轮前往温哥华岛南端的维多利亚

市。随处可见，但都染上一层革命的气息。游

毕后前往历史名城特立尼达，这里是一个偏僻

而美丽的山谷小城，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形式

的建筑鳞次栉比。凹凸的石砖路和五彩的建筑，

仿佛一个世外桃源。在国际教科文组织的名录

上，整个小城都被鉴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晚餐

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市。途中可细意欣赏乔治亚海峡及沿途岛屿的

明媚风光，目不暇接，抵达后游览著名的【布

查特花园】（约 1 小时），这个占地五十英亩

的私家花园，种植有各式花卉琳琅满目。午餐

后漫步于维多利亚海港旁欣赏这座充满英国色

彩的城市，可外观【BC 省省议会大楼】及【帝

后酒店】（共约 30 分钟），随后前往加拿大国

道一号公路的终点【"零点里程碑"】（约 10 分

钟）。游毕入住维多利亚的酒店休息，结束当

天行程。

备注：会有惊喜哦！！由维多利亚市，维多利

亚旅游局与 BC 渡轮共同签署的中国新年团组

特别欢迎信、欢迎礼包（包含罗杰斯巧克力或

Murchie’s 茶叶等当地特色好礼，及 BC 渡

轮特色小礼。

维多利亚酒店 早：√午：√晚：√

DAY8 ：
2.20维多利亚—（渡轮）—格劳斯山—鹭岛酒

庄—里士满

早餐后，乘坐渡轮返回温哥华，乘车前往【格

劳斯山（Grouse Mountain）】，其为太平洋山

脉的一部分，主峰高 1231 米，为温哥华的最高

点，因而也被誉为“温哥华之峰”。其特色是

精彩绝伦的顶峰景色。里面有 26 条雪道，一定

可以满足您的探险愿望，4条雪鞋漫步的小路，

哈瓦那豪华酒店 早：√午：X晚：X

可以穿上大熊掌般的雪鞋（费用自理），走进

满是积雪的原始森林，呼吸着凛冽却清新的空

气，在白色的雪花世界中漫步，观赏让人惊叹

的雪景。下午前往鹭岛酒庄参观品尝加拿大冰

酒（约 40 分钟），参加酒庄的美酒庆祝活动（会

有特别的新年礼品赠送哦，惊喜多多！）。酒

庄资深员工带您参观葡萄园，介绍葡萄种植，

生长和采收过程。后进入酿酒车间，参观大型

酿酒设配，并带您体验葡萄酒酿造的全部流程。

随后由酒庄专业的侍酒员带您品尝众多美酒

（红酒，蓝莓酒，以及获金奖的冰酒），并搭

配精美小食。同时也会专业的介绍和讲解品酒

知识，让您对葡萄酒有更深刻的了解。游毕晚

餐后入住里士满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里士满酒店 早：√午：√晚：√

DAY9 ：

2.21 里士满—温哥华 香港

参考航班：AC 7 YVRHKG 1210/1740

早餐后，乘车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抵达后您

可逛逛寰宇免税店 World Duty Free，世界领

先的机场零售商寰宇免税集团，温哥华寰宇免

税店是其全部 550 多个门面其中之一，作为北

美地区第一家免税店，拥有本市最大规模的美

妆店、名酒精品店，更汇聚了众多世界顶级奢

侈品牌和本地知名品牌，选择之多无可比拟，

不仅便捷超值，这里的客服都会普通话，沟通

无障碍。在免税店还能领取新年福袋，更有店

铺的新年活动，趁着优惠期间都可以给亲朋好

友带上点礼品。乘坐国际航班飞回香港，



***旅行社将根据最终确认的航班时间、首末站城市对行程游览顺序一并调整，最终以

出团说明会或出团前（集合地）派发的行程表为准。****

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夜宿航机上。（备注：

寰宇免税店主店地址：国际候机楼 Level3 第

三层（D70）；过了海关从右边的道直走到底。

主店营业时间：365 天 24 小时；D67 早 9 点至

凌晨 12。

航机上 早：X午：X 晚：X

DAY10 ：
2.22 香港

抵达香港，结束愉快的真正的深度加拿之

旅。

温馨的家 早：X 午：X晚：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