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龍》扶輪社 2018世界年會、加拿大東西岸 13天 
 

 

使用航班：加拿大航空 AC 

出發日期：2018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 

天數 日期 星期 行程 飯店 

D1 6/16 星期六 

台北/溫哥華/卡加利-Canmore 

TPE/YVR AC012 1555/1125 

YVR/YYC AC220 1530/1754 

Canmore or Kananaskis 

D2 6/17 星期日 Canmore-冰原雪車- Canmore(或班夫) 
費爾蒙露易絲湖城堡飯店或同級(註：如遇露易絲

湖城堡旅館滿房，則改以其他旅館代替。) 

D3 6/18 星期一 Canmore-露易絲湖-班夫-卡加利 卡加利機場飯店 

D4 6/19 星期二 
卡加利/蒙特婁  

YYC/YUL AC318 1010/1611 
蒙特婁市區飯店(晚餐在市區自理) 

D5 6/20 星期三 蒙特婁-魁北克 Hilton Hotel Quebec(1) 

D6 6/21 星期四 魁北克 Hilton Hotel Quebec(2) 

D7 6/22 星期五 魁北克-渥太華 Hilton Lac Leamy Hotel 

D8 6/23 星期六 渥太華-千島群島-多倫多(Grand Opening) The Westin Prince, Toronto(1) 

D9 6/24 星期日 多倫多(Opening Ceremony) The Westin Prince, Toronto(2) 

D10 6/25 星期一 多倫多-尼加拉瀑布 Hilton Niagara (Fallsview room)(1) 

D11 6/26 星期二 尼加拉瀑布-多倫多 Hilton Mississauga/Meadowvale 

D12 6/27 星期三 

多倫多/溫哥華/台北  

YYZ/YVR AC103 0800/0949 

YVR/TPE AC011 1110/1415+1 

機上 

D13 6/28 星期四 台北   
 



參考航班：加拿大航空。（AC） 

※上述為參考航班，最後實際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第 一 天 6/16(六) 桃園／溫哥華／卡加利- Canmore or Kananaskis 

TPE/YVR AC012 1555/1125 

YVR/YYC AC220 1530/1754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溫哥華】轉機前往【卡加立】，您除了可使用機上的

娛樂系統，享受專屬最新的電影、電視劇、遊戲、音樂、新聞以及其他多媒體之外，班機

將飛行北極航線以節省更多的飛行時。於當日晚上抵達亞伯達省牛仔之都【卡加立】

Calgary。 

 

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中式料理(7 菜一湯) 

住宿：Canmore or Kananaskis或同等級飯店。 

 

第 二 天  6/17(日) Canmore or Kananaskis -弓湖、佩多湖→（車程約 2 小時）傑士

伯國家公園：哥倫比亞大冰原→搭乘冰原雪車體驗之旅+冰川天空

步道-196Km/2hrs15mins-今晚入住露易絲湖城堡飯店或其他旅館 

今早，沿著被評選為全世界最美的 93 號公路～冰原大道，拜訪美麗的【弓湖】以

及湖水色彩艷麗迷人的【佩多湖】。 

 

之後續往【哥倫比亞大冰原】，搭乘全世界只有 16 輛，且為加拿大獨有的巨輪冰

原大雪車，並踏上厚度達 300 公尺的【阿薩巴斯卡冰河】，觀賞萬年冰河匯流出口

的壯觀奇景。註：如遇天候因素冰原雪車不開放時，則每人退$40 加幣，敬請見諒！  

 

為了不讓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專美於前，加拿大在傑士伯國家公園也興建了

一座「冰河天空步道」，讓有膽的民眾可以站在高空中，俯瞰加拿大壯麗冰川山岳

危巖峭壁的天然美景。亞伯達省旅遊局表示，這座「冰河天空步道」長 500 公尺，

架設在桑瓦塔山谷上約 300 公尺的空中，玻璃步道是觀景台的一部分，從懸崖峭壁

伸出約 30 公尺。(註：如遇氣候因素或官方延遲開放或提早關閉，則每人退$10 加

幣，敬請見諒！) 

 
 



下午前往露易絲湖，可以輕鬆愜意的方式悠遊於露易絲湖湖濱，在輕鬆踱步的同時，

還能欣賞城堡、雪峰和碧湖，雙雙倒映於湖中的奇景。今晚安排入住【露易絲湖城

堡飯店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或同級。(註：如遇露易絲湖城堡旅館滿

房，則改以其他旅館代替。)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冰原餐廳自助餐 晚餐：城堡飯店內西式 

或當地西式料理 

住宿：費爾蒙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或同級(註：如遇露易絲

湖城堡旅館滿房，則改以其他旅館代替。) 

 

第 三 天  6/18(一) 露易絲湖城堡-夢蓮湖-硫磺山纜車-弓河瀑布-班夫-125Km/1hrs30mins-

卡加利 

早餐後，您可自行散步前往露易絲湖，露易絲湖有許多美譽：《洛磯山藍寶石》、

《洛磯山蒙娜麗莎》、《小魚之湖》……等，這座長 2.4 公里、寬 500 公尺的湖泊，

座落在標高 1,731 公尺高的山裡，因冰河水中含有細微的粒子，所以靜謐的湖水呈

現出不可思議的青綠色，令人讚歎的世界美景，彷彿是一幅畫既優美又有深意。 

 

之後來到十峰山相互輝映的●夢蓮湖 Moraine Lake(※視道路許可開放，若道路封

閉，則無法前往)，湖泊充滿著神秘與寧靜的景緻，完整印在 20 元加幣的背面。 

 

之後出發前往【班夫國家公園】。抵達班夫後搭乘【班夫纜車】，登上海拔 2,450

公尺高的【硫磺山】，眺望【班夫鎮】的弓河谷和環繞的群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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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百年古堡建築的班夫溫泉城堡酒店，巧克力蛋糕般的城堡外型為該地最有名的



地標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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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前往卡加利。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西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7 菜一湯) 

住宿：卡加利機場飯店 或同等級飯店 

Radisson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Calgary Airport 

Coast Plaza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第 四 天  6/19 (二) 卡加利/(國內班機)蒙特婁 

YYC/YUL AC318 1010/1611 

上午驅車前往卡加利機場搭機。 

飛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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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入住於此。今晚特別選擇住宿在市區飯店，可以自由前往市區熱鬧的街

道感受這第二大城美麗的夜色。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 晚餐：市區街上自理 

住宿：Le Westin Montreal(市區飯店) 或同等級飯店。 

 

第 五 天  6/20 (三) 蒙特婁-254km/3hr10mins-魁北克市 

早餐後，展開蒙特婁市區觀光，首先登上★皇家山俯看美麗的蒙特婁全景以及聖羅倫

斯河景色。另參觀北美最著名、建築雄偉的★聖母大教堂以及 1978 年▲奧林匹克運

動會場地、造型奇特、頂蓬可開啟的室內競技場。午餐後，沿著聖羅倫斯河東行，抵

達魁北克。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西式料理或日式 晚餐：國際自助餐 

住宿：Hilton Quebec 或同等級飯店。 

 

第 六 天  6/21 (四) 魁北克市-42km/50mins-聖安妮峽谷、Montmonrency Falls- 

42km/50mins-魁北克市 



今早前往參觀風景秀麗的★聖安妮峽谷公園，跨越三座吊橋於不同的角度俯瞰峽谷

奇景，讚嘆加拿大秋季多種顏色的楓葉峽谷。 

爾後遊覽楓林環繞的★蒙特倫西瀑布 Montmorency Falls。並※特別安排在此享用

西式午餐 Lunch at Montmonrency Restaurant （西式套餐）。餐廳就位於瀑布

的上方，您可以在此欣賞瀑布美景，亦可以眺望聖羅倫斯河的壯觀景緻。 

之後返回魁北克市，抵達魁北克後，展開舊城市區遊覽，參觀觀光客聚集的★畫家

巷、▲皇家廣場、★香普蘭街等，您可以利用午后的時間，穿梭小巷，找尋屬於您

自己的浪漫。今天晚餐我們更※特別安排著名的★法式風味餐，濃濃的法式情調，

為此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西式料理 晚餐：法式風味料理 

住宿：Hilton Quebec 或同等級飯店。 

 

第 七 天  6/22 (五) 魁北克-450Km/5hrs-渥太華 

今日沿聖羅倫斯河，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Ottawa，今晚並入住於此。渥太華原是塊

不毛之地，1826 年英軍為了戰略需要而建築里多運河，那時候叫作「拜城」(Bytown)，

直到 1855 年才以當地原住民族為名，改稱「渥太華」，更名後 2 年，維多利亞女皇欽定

渥太華為加拿大聯省的正式首都。 

 

抵達後，前往●國會大廈，這裡是加拿大聯邦政府所在地，廣場前的自由火炬，代表加拿

大各民族的融合與生生不息，在國會山丘可以眺望對岸美景；接到續往巨木參天的●使館

區，高掛各國國旗的大使館，以及高級豪宅，彷彿童話故事般的美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美式龍蝦餐 晚餐：中式料理(7 菜一湯) 

住宿：Hilton Lac-Leamy 或同等級飯店。 

 

第 八 天  6/23 (六) 渥太華-145Km/1hrs30mins-千島群島-多倫多 

早餐後，出發前往千島群島；位於聖羅倫斯河支流流域風景最優美的“千島群島”位於加

拿大與美國的交界，楓樹與松林林立的小島上座落著許多古堡與別墅，一部分屬於美國、

一部分屬於加拿大，搭乘★千島遊船悠遊於千島湖區，享受清風拂面，令人心曠神怡。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quebec/hilton-lac-leamy-YOWOVHF/index.html


下午驅車前往多倫多。多倫多市坐落於安大略湖西北岸，是大多倫多地區的心臟地

區，也是安大略省南部人口稠密區。當地的華僑及華裔人口多達 40 萬，相當於加

拿大全國約百分之一的人口。作為加拿大的經濟中心，多倫多是一個世界級城市，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碼頭餐廳 
晚餐：方便逛街發餐費加

幣 50/每人 

住宿：The Westin Prince, Toronto 或同等級飯店。 

 

 

第 九 天  6/24 (日) 多倫多年會(Opening Ceremony) 

上午前往多倫多會議中心展開半日 2018 扶輪社大開幕儀式與活動。 

下午前往參觀台灣館。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自理 
晚餐：發餐費加幣 100/每

人 

住宿：The Westin Prince, Toronto 或同等級飯店。 

 

 

第 十 天 6/25 (一) 多倫多-Outlet-尼加拉瀑布(瀑布遊船) 

早餐後，前往★Outlet。每天都有大量外國遊客慕名前來。多家商鋪經營各大運動用

品、休閒服飾、名牌時裝、童裝、皮具等，千萬別錯過了購買好機會。之後驅車前往

加東著名的【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瀑布位於北美洲中央的東方，在伊利湖和安大

略湖間的尼加拉河之上，南邊屬於美國的紐約州，北邊屬於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尼加拉瀑

布每秒流量大約為 5,520 立方公尺，不但水量豐沛，而且落差有 50 公尺以上，是全世界

水量最大的瀑布。首先安排搭乘★號角瀑布遊船(原霧中少女號)，是每一位來到尼加拉瀑布

的必遊景點，船公司會發每人一件紀念雨衣，因為不論您在 2 樓或 1 樓，當船近瀑布下方，

身處瀑布核心時，您絕對可以感受瀑布的驚人威力，保證令人終生難忘！我們安排住宿瀑

布的加拿大邊，這裡熱鬧非凡，不僅清楚的看到瀑布的壯觀美景，晚間可漫步欣賞尼加拉

瀑布迷人夜景；且有霓虹閃爍的賭場、購物商場和酒吧。更重要的是我們特別全面升等旅

館至【面瀑布房】，讓貴賓從房間內就可以欣賞到這天下第一瀑，不論七彩燈光夜景，或

是清晨薄霧，都有令人感動的時刻。餐後亦可以自由在街區逛逛，挑選喜歡的紀念品。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Outlet內自理 晚餐：旋轉餐廳套餐 

住宿：Hilton Hotel and Suites Niagara Falls/Fallsview或Marriott Fallsview Hotel and 

Spa 或同等級飯店（面瀑布房型） 

 

第十一天  6/26 (二) 尼加拉瀑布(尼加拉湖畔小鎮)-多倫多 

尼加拉瀑布，由伊利湖衝入安大略湖，以萬馬奔騰之壯麗景色，巨大的水利發電能力和極

具挑戰性的環境保護工程而聞名於世，是加拿大東岸最受遊客歡迎的旅遊景點。觀看尼加

拉瀑布的絕美景致要以多元化的方式欣賞他的壯觀景緻。特別安排前往★尼加拉湖畔小

鎮，小鎮最主要也是最熱鬧的街道叫皇后街（Queen St.），街上的時鐘台是中心點，街道

兩旁有許多十九世紀留下來十分具有歷史意義的英式建築物，以及各式各樣古意盎然的精

巧小商店，像是手工蠟燭、布偶、骨董、果醬店、冰淇淋店、咖啡屋，不論擺設裝潢都非

常可愛，整個小鎮洋溢著濃濃英式氛圍。 

 

下午返回多倫多，安排多倫多市區觀光。 

多倫多市區觀光：▲新市政廳、▲省議會、▲皇后公園等，一探全世界最長的商業

街道 Young Street，以及全世界最高的獨立建築★加拿大國家塔(CN Tower)，搭

乘高速★觀景電梯登上 CN 塔觀景台，您可以試試膽量站在完全玻璃搭建的地方，

還可以由這個世界最高的獨立建築物之一俯瞰多倫多市的美麗風光與全世界最著名

的巨蛋體育場 SkyDome。準備明日搭機返台。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當地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7 菜一湯) 

住宿：Hilton Mississauga/Meadowvale 或同等級飯店。 

 

 

 



第十二天 6/27 (三) 多倫多／溫哥華／桃園 

YYZ/YVR AC103 0800/0949 

YVR/TPE AC011 1110/1415+1 

今早前往機場準備搭機返回台灣。 

帶著滿滿的回憶，在機上享受空中娛樂系統，以及空服人員殷切的服務，經國際換

日線，於次日抵達。  

第十三天  6/28(四) 桃園 

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

彷彿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再忙也要去旅行喔！計劃下一

次的旅程吧。 

全 龍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 葵 花 假 期 ☆ 
台 北 市 長 安 東 路 二 段 230 號 2 樓 之 6 (A 室) 

TEL：(02)2777-5883   FAX：(02)2777-5404 

  服務群：林象忠、陳美麗、林函縈、陳麗娟、吳月萍



全 龍 旅 行 社 報 價 單 

台端所組團，前往 2018 扶輪社世界年會、加拿大東西岸 13 日，預定 2018 年 

06 月 16 日（星期六）至 06 月 28 日（星期四），共計 13 天，本公司根據台 

端之行程等概要，予以精心設計，並估價完成，且根據如下之各項條件報價： 

＊ 行程內容：根據台端所擬如附表 

＊ 旅館等級：行程上所附上之旅館資料 

＊ 旅遊費用：以年滿12歲者為計算單位 

※20人以上成團，團費如下：(兩人一室) 

(1)經濟艙每人NT$ 188,800.元整 

(2)豪經艙每人NT$ 206,800.元整 

(3)商務艙每人NT$ 277,800.元整 

(以上報價中段溫哥華-卡加立，卡加立-蒙特婁皆為經濟艙) 

團體提供的豪經艙(N/CLS) / 商務艙 (P/CLS), 其餘艙等需以實際訂位另行報價. 謝謝. 

※32人以上成團，團費如下：(兩人一室) 

(1)經濟艙每人NT$ 175,800.元整 

(2)豪經艙每人NT$ 193,800.元整 

(3)商務艙每人NT$ 264,800.元整 



(以上報價中段溫哥華-卡加立，卡加立-蒙特婁皆為經濟艙) 

團體提供的豪經艙(N/CLS) / 商務艙 (P/CLS), 其餘艙等需以實際訂位另行報價. 謝謝. 

如遇露易絲湖城堡飯店滿房則改住其他飯店，每人團費減NT＄5,000元整 

 
 

費用包含項目 

※ 航空公司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船票、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稅。 

※ 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午餐:加幣 35、晚餐:加幣 50 )、景點、車資。 

※ 保險費：每人全程履約責任險 500 萬＋旅遊責任險 200 萬＋醫療險 20 萬元。 

※ 服務費：導遊、司機、小費 USD10/天×13 天＝USD130。 

※ 贈送每房一組 WIFI 分享器。 

※ 含加拿大 ETA 電子簽證(護照效期需連同回國日滿 6 個月以上有效日期)。 
 

費用不包含項目 

◎ 新辦護照所需費用 NT＄1,500 元。 

◎ 團費皆以雙人房報價，如欲需求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 NT＄56,000 元整 

◎ 不含扶輪社會議註冊費用。 

◎ 行李、床頭小費。 

◎ 個人額外消費。 

 

公司行號：全龍旅行社有限公司(交觀甲：6561 品保北：1422) 

公司行號負責人：陳美麗     

公司行號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230號 2樓之 6 (A室) 

公司電話：(02) 2777-5883  傳真：(02) 2777-5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