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洛磯山團價目表 
                                                                                                               SUMMER ROCKIES TOUR FARE  

Issue Date:  February 23, 2021 

  門票 Admissions 
包餐附加費 

Optional meal plan 團號 

Code 

團名 (溫哥華出發) 
Tour (Vancouver Departure)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s 

雙人房 

Twin 

第三、四位 

(同房) 

3
rd

 / 4
th
 share 

room  

單人房 

Single 成人 

 Adult 

小童(6 – 15) 

Child(6 – 15) 

成人 

 Adult 

小童 (2 – 11) 

Child (2 – 11) 共 8餐 (8 meals) 包露易斯湖堡壘酒店午餐 6 月及 9 月逢星期二、四、六、日 

7 月至 8 月 天天出發 549 149 909 
RKB4 

四天尊貴之旅四天尊貴之旅四天尊貴之旅四天尊貴之旅 
(保證住宿班芙市中心 Elk + Avenue 酒店) 酒店網頁: www.banffjaspercollection.com/hotels/elk-and-avenue/ 夏季淨房價$369起+稅 10月 2 - 16 日 逢星期二、四、六、日 509 149 849 

6 月及 9 月逢星期二、四、六、日 

7 月至 8 月 天天出發 779 449 1189 
RKC4 

四天皇御之旅四天皇御之旅四天皇御之旅四天皇御之旅 
(保證住宿露易斯湖堡壘大酒店) 酒店網頁: www.fairmont.com/lakelouise 夏季淨房價$899起+稅 

10月 2 - 16 日 逢星期二、四、六、日 669 359 939 

99    59    
230 198 

共 9 餐 (9 meals) 包露易斯湖堡壘酒店午餐 
RKL5 

五天五天五天五天閃亮閃亮閃亮閃亮之旅之旅之旅之旅    
(保證住宿班芙及積仕柏市中心酒店) 酒店網頁: www.banffptarmiganinn.com/ 酒店網頁: www.banffjaspercollection.com/hotels/chateau-jasper/ 夏季淨房價$469起+稅 

6 月至 9 月逢星期二、日 839 429 1219 

RKS5 

五天晶鑽之旅五天晶鑽之旅五天晶鑽之旅五天晶鑽之旅    
(保證住宿班芙春泉堡壘大酒店及積仕柏市中心酒店)    酒店網頁: www.fairmont.com/banffsprings 夏季淨房價$899起+稅 

6 月至 9 月逢星期二、日 939 449 1399 

99 59 

265 215 共 9 餐 (9 meals) 包露易斯湖堡壘酒店午餐 6 月及 9 月逢星期三、六 

7 月至 8 月逢星期一、三、六 999 519 1489 

RKE5 

五天經典之旅五天經典之旅五天經典之旅五天經典之旅    
(保證住宿班芙市中心及露易斯湖堡壘大酒店) 酒店網頁: www.banffjaspercollection.com/hotels/elk-and-avenue/ 酒店網頁: www.fairmont.com/lakelouise 夏季淨房價$899起+稅 10月 2- 16 日逢星期三、六 919 499 1399 

155 87 

265 215 共 10 餐 (10 meals) 包露易斯湖堡壘酒店午餐 

RKJ5 

五天瑰麗之旅五天瑰麗之旅五天瑰麗之旅五天瑰麗之旅    
(保證住宿露易斯湖堡壘及積仕柏高級渡假酒店)    酒店網頁: www.fairmont.com/lakelouise 酒店網頁: www. fairmont.com/jasper 夏季淨房價$899起+稅 

7 月 4 日至 8月 29 日逢星期日 1239 589 1849 99 59 

284 233 

 

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6 月月月月 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貼心安排： 保證於露易斯湖堡壘及冰原保證於露易斯湖堡壘及冰原保證於露易斯湖堡壘及冰原保證於露易斯湖堡壘及冰原享用豐富享用豐富享用豐富享用豐富西式西式西式西式午餐午餐午餐午餐，，，，總值總值總值總值$108 

*只只只只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 RKB4, RKC4, RKE5 

 

加送一天酒店早餐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As s e m b l y  T i m e  &  P l a c e  

06:50 am 唐人街 唐人街中華文化中心門外 
(* 只限上車只限上車只限上車只限上車，，，，回程不設此站下車回程不設此站下車回程不設此站下車回程不設此站下車)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50E Pender St.,Chinatown 
(* Pick up only) 

 

07:00 am 烈治文 

列治文福朋喜來登大酒店 (停車場入口) 
Four Points Sheraton 
8368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07:15 am 溫哥華西區 溫哥華西區 

5812 Cambie Street / W.42 Ave 
(渥列治商場對面) 

 

07:30 am 本那比 本那比麗晶廣場  

HSBC (匯豐銀行門外) 

4500 Kingsway, Burnaby 

 

08:00 am 高貴林 高貴林玩具反斗城 
(停車場入口) 

Toys R Us, 
Woolridge St & King Edward St, 
Coquitlam 

 

08:10 am 素里 素里 喜來登酒店東門外旅遊巴站 

Sheraton Guildford Hotel 
(Tour Bus Stop) 
153rd St & 104 Ave, Surrey 

 小費 GRATUITY 天數 Duration 導遊  TOUR GUIDE (Total) 司機 DRIVER  (Total) 四天團 (4-DAY) C$38.00 C$10.00 五天團 (5-DAY) C$47.50 C$12.50 

門票門票門票門票 (ADMISSION) :  

* RKB4 / RKC4 / RKL5 / RKS5 / RKJ5 --國家公園門票，冰川雪車及玻璃橋 
National Park Fee, Ice Explorer & Glacier Skywalk  
* RKE5 --國家公園門票，冰川雪車，玻璃橋及班芙硫磺山纜車    
National Park Fee, Ice Explorer, Glacier Skywalk & Banff Gondola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REMARKS 

1. 小童、第三、四位與兩成人同房，以兩張床為標準不設加床。按酒店消防條例，每房最多容納大小四人  Child, 3rd / 4th paxs sharing twin room with 2 adults based on two beds without extra bed, 

maximum occupancy is 4 persons 

2. 團費每位以加幣計算，另加 5% GST Tour Fare in Canadian Dollar & subject to  5% GST  

3. 價格如有調整，以報名時為準，敬請查詢  Tour f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費用包括費用包括費用包括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 費用不包括費用不包括費用不包括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 

1. 專業國、粵語導遊（可提供簡單英語之景點介 紹 ） Escort tours are mainly conducted in 

Cantonese & Mandarin. English is an option 

( information only ) 

2. 每晚酒店住宿 All accommodation for Triple and 

Quad rooms are on a bed-share basis without extra 

bed 

3. 豪華旅遊車(溫哥華至洛磯山來回保証採用
48 座以上豪華旅遊大巴) Deluxe air-conditioned 

coach  

4. 行程內所提及的門票及餐膳（只適用於出發前 已 預 定 之 團 友 ） Admission and meals 

(optional ) as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y 

1. 所有私人性質之費用，如電話費、酒店行李托運費等 Items of personal nature such as laundry 

& hotel porterage service 

2. 個人旅遊保險 Insurance of all kinds 

3. 基於私人理由，自行離團而產生之住宿、交通、餐膳等費用 Cost and expenses if you leave 

the tour at your own volition, or due to illness 

4. 國家公園門票  (適用於不預定門票之團友) 
National Park Fee (Applicable for tour members 

WITHOUT pre-purchase admission only).   

5. 5% 政府稅 5% GST  
6. 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Gratuity to tour guide & driver 

 旅 遊 須 知旅 遊 須 知旅 遊 須 知旅 遊 須 知  為公平起見，座位編排每天更改一次 每人只限寄倉及手提行李各一件 三人房及四人房以兩張雙人床為準，按酒店消防條例，每房最多只可容納四人(成人/小童) 

Fairmont 酒店系列 (露易斯湖、班芙及積仕柏) 則以雙人房為主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請各團友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者費用恕不退還 建議購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入住酒店均為『全面禁煙』，包括房間、浴室、露台等。違例者將罰款 $300 起。 酒店提供之免費 WiFI 上網服務，以供應商為準。如未能提供，本公司將不負責引致之不便，敬希見諒。 本公司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二十人為原則。如人數不足以成團，本公司將於出發前 7 天退還所付之全部訂金或團費及不會作進一步之賠償。 
 取 消 訂 位取 消 訂 位取 消 訂 位取 消 訂 位 C a n c e l l a t i o n  P o l i c y  * Include change of name and departure date * 出發 30日以上通知 : 每位$50手續費 

Over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   $50 Handling Charge / Person 

21-30日內通知: 扣除團費 50% 
21-30 Days  :   50% penalty  

8-20日內通知: 扣除團費 75% 
8-20 Days  :  75% penalty 

7日内通知: 100% 不設退款 
Within 7 Days:  100% Non-refundable 有關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翠明假期 2021洛磯山彩色章程  

For Terms, Conditions & Responsi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Charming Holidays 2021 color brochure. 
BPCPA Travel Agent # 2668, 29122 

 
5812 Cambie Street / W.42 Ave 



        
                       

 
 
Issue Date:  February 23, 2021 
 
 
 
 
 
 
 

 

 

  每位附加費每位附加費每位附加費每位附加費 Supplement per person 每車( 24 座 ) 8 - 11 人 每車( 24 座 ) 12 - 15 人 
團號 

Code 

團名及出發日期 
Tour / Departure Dates 雙人房 

Twin 

第三、四位 
(同房) 

3rd / 4th share room  

單人房 
Single 

雙人房 
Twin 

第三、四位 
(同房) 

3rd / 4th share room  

單人房 
Single 

RKB4 

四天尊貴之旅四天尊貴之旅四天尊貴之旅四天尊貴之旅 

6月及 9月至 10月 1 - 16 日 逢星期二、四、六、日 

7月至 8 月 天天出發 

 

 
+$5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770 晨鳥優惠   勁減$50 

 

 
+$550 晨鳥優惠   勁減$50 

 

 
+$3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570 晨鳥優惠   勁減$50 

 

 
+$350 晨鳥優惠   勁減$50 

 

四天皇御之旅四天皇御之旅四天皇御之旅四天皇御之旅 

6月及 9月逢星期二、四、六、日 
7月至 8 月 天天出發 

 

+$730 晨鳥優惠   勁減$50 

 

+$720 晨鳥優惠   勁減$50 

 

+$940 晨鳥優惠   勁減$50 

 

+$490 晨鳥優惠   勁減$50 

 

+$4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700 晨鳥優惠   勁減$50 

 RKC4 

10月 1 - 16 日 逢星期二、四、六、日 +$560 晨鳥優惠   勁減$50 

 

+$5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640 晨鳥優惠   勁減$50 

 

+$360 晨鳥優惠   勁減$50 

 

+$3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430 晨鳥優惠   勁減$50 

 

RKL5 五天五天五天五天閃亮閃亮閃亮閃亮之旅之旅之旅之旅 

6月至 9月逢星期二、日 

 
+$850 晨鳥優惠   勁減$50 

 

 
+$890 晨鳥優惠   勁減$50 

 

 
+$1060 晨鳥優惠   勁減$50 

 

 
+$5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620 晨鳥優惠   勁減$50 

 

 
+$790 晨鳥優惠  

 勁減$50 

 

五天經典之旅五天經典之旅五天經典之旅五天經典之旅 

6月及 9月逢星期三、六 
7月至 8月逢星期一、三、六 

+$870 晨鳥優惠   勁減$50 

+$920 晨鳥優惠   勁減$50 

+$1150 晨鳥優惠   勁減$50 

+$5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630 晨鳥優惠   勁減$50 

+$860 晨鳥優惠   勁減$50 
RKE5 

10月 2- 16日逢星期三、六 +$690 晨鳥優惠   勁減$50 

+$790 晨鳥優惠   勁減$50 

+$780 晨鳥優惠   勁減$50 

+$430 晨鳥優惠   勁減$50 

+$530 晨鳥優惠   勁減$50 

+$520 晨鳥優惠   勁減$50 注意：小眾包團除上述「附加費」外，每位團友需繳付原有之團費、門票及餐費。有關費用參見「2021夏季洛磯山團價目表」。費用如有更改，以報名時確認為準。 

 

小小小小衆衆衆衆包團包團包團包團，，，，輕鬆出遊輕鬆出遊輕鬆出遊輕鬆出遊 

35天前報名天前報名天前報名天前報名，，，，特設特設特設特設晨晨晨晨鳥優惠鳥優惠鳥優惠鳥優惠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勁減勁減勁減勁減 $50 支持本地旅遊支持本地旅遊支持本地旅遊支持本地旅遊，，，，由我做起由我做起由我做起由我做起！！！！ 

 

                   夏季洛磯山夏季洛磯山夏季洛磯山夏季洛磯山                             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表表表表  
                                

  
 

SUMMER ROCKIES TOUR ( PRIVATE CHARTER SUPPLEMENT ) 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6月月月月 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0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 

小小小小衆衆衆衆包團包團包團包團 



 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 : : : :    
� 報名時每位須付訂金 $100元正 

� 餘款需於出發前三十天全數繳清 

� 所有訂金及團費，不得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門票門票門票門票 (ADMISSION) :  

� RKB4 / RKC4 / RKL5 --國家公園門票，冰川雪車及玻璃橋 
National Park Fee, Ice Explorer & Glacier Skywalk  
� RKE5 --國家公園門票，冰川雪車，玻璃橋及班芙硫磺山纜車    
National Park Fee, Ice Explorer, Glacier Skywalk & Banff Gondola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REMARKS 

1. 小童、第三、四位與兩成人同房，以兩張床為標準不設加床。按酒店消防條例，每房最多容納大小四人  Child, 3rd / 4th paxs sharing twin room with 2 adults based on two beds without extra bed, 

maximum occupancy is 4 persons 

2. 團費每位以加幣計算，另加 5% GST Tour Fare in Canadian Dollar & subject to  5% GST  

3. 價格如有調整，以報名時為準，敬請查詢  Tour f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費用包括費用包括費用包括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 費用不包括費用不包括費用不包括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 

1. 專業國、粵語導遊（可提供簡單英語之景點介紹） Escort tours are mainly conducted in 

Cantonese & Mandarin. English is an option 

( information only ) 
2. 每晚酒店住宿 All accommodation for Triple and 

Quad rooms are on a bed-share basis without extra 

bed 
3. 豪華旅遊車(溫哥華至洛磯山來回保証採用

24座旅遊車) Deluxe air-conditioned coach  
4. 行程內所提及的門票及餐膳（只適用於出發前 已 預 定 之 團 友 ） Admission and meals 

(optional ) as specified in the itinerary 

1. 所有私人性質之費用，如電話費、酒店行李托運費等 Items of personal nature such as laundry 

& hotel porterage service 
2. 個人旅遊保險 Insurance of all kinds 

3. 基於私人理由，自行離團而產生之住宿、交通、餐膳等費用 Cost and expenses if you leave 

the tour at your own volition, or due to illness 

4. 國家公園門票  (適用於不預定門票之團友) 

National Park Fee (Applicable for tour members 

WITHOUT pre-purchase admission only).   

5. 5% 政府稅 5% GST  

6. 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Gratuity to tour guide & driver 
  小費 GRATUITY 天數 Duration 導遊  TOUR GUIDE (Total) 司機 DRIVER  (Total) 四天團 (4-DAY) C$38.00 C$10.00 五天團 (5-DAY) C$47.50 C$12.50 

 
         
 

 

 

 

 

 

 

 取 消 訂 位取 消 訂 位取 消 訂 位取 消 訂 位 C a n c e l l a t i o n  P o l i c y  * Include change of name and departure date * 報名後取消訂位而導致基本成團人數不足（分別為 8至 11人或 12至 15人）。未能如期出發之客人將不設任何退款。 
Private Charter Departure is based on minimum 8 – 11 or 12 – 15 paying passengers.  NO refund is provided for any 

cancellation or no show.   有關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翠明假期 2021洛磯山彩色章程  
For Terms, Conditions & Responsi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Charming Holidays 2021 color brochure. 
BPCPA Travel Agent # 2668, 29122 

旅 遊 須 知旅 遊 須 知旅 遊 須 知旅 遊 須 知  每人只限寄倉及手提行李各一件 三人房及四人房以兩張雙人床為準，按酒店消防條例，每房最多只可容納四人(成人/小童) 

Fairmont 酒店系列 (露易斯湖、班芙及積仕柏) 則以雙人房為主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請各團友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者費用恕不退還 建議購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入住酒店均為『全面禁煙』，包括房間、浴室、露台等。違例者將罰款 $300 起。 酒店提供之免費 WiFI 上網服務，以供應商為準。如未能提供，本公司將不負責引致之不便，敬希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