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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生態遊
托菲諾納奈莫市

      

      溫哥華 ~ 納奈莫市 ~ 誇利庫姆海灘 ~ 原駐民特
      色農貿市場 ~ 阿伯尼港

Vancouver ~ Nanaimo ~ Qualicum Beach ~ Coombs Country 
Market ~ Port Alberni
早上搭乘渡輪到達溫哥華島第二大城納奈莫市。帶您領略喬治亞海峽兩
岸的明媚風光。抵岸後前往島上最適合退休養老的寧靜小鎮誇利庫姆海
灘漫步，感受來自北太平洋的每一縷海風。隨後到達Coombs小鎮。鎮
裡有溫哥華島上最具特色的原駐民農貿市場。市場房頂種滿青草，放養
著山羊，風吹草低，妙趣天成。市場裡有各式商品，包括當地有名的土
特產菸熏三文魚，水果，奶酪，木製手工藝品等等。 
住宿: The Hospitality Inn / Best Western Barclay Hotel 或同級

   托菲諾 ~ 環太平洋國家公園長灘
   Tofino ~ Pacific Rim National Park 

早上驅車到溫哥華島最西端托菲諾小鎮。到達後參加自費活動的
團友將由專業遊船帶領出海觀鯨魚，觀熊，或泡溫泉。沿途太平

洋美景盡收眼底，白頭鷹在天空翱翔，海豹在海上抓魚，海獅在無人小
島上自在地曬太陽……參加溫泉的團友抵達溫泉島後，穿越一片原始雨
林後會到達由奇石堆積而成的純天然溫泉，由於溫泉位於島上的高地，
除了驚嘆大自然的神作，更可邊泡溫泉邊欣賞太平洋。沒有參加自選活
動的團友，可以在托菲諾小鎮漫步，品嚐當地特色美食。下午由導遊帶
領下到達環太平洋國家公園最著名景點長灘。以托菲諾北部為起點往南
130公哩的環太平洋國家公園，是加拿大至為特殊的海濱雨林保留地，
其間一片綿長的長灘也是著名的海洋生態區，雨林和海洋動植物景觀並存。
住宿: The Hospitality Inn / Best Western Barclay Hotel 或同級

      阿伯尼港 ~ 古樹公園 ~ 納奈莫市市中心 ~ 漁人
      碼頭 ~ 最新景點時尚壁畫藝術區 ~ 溫哥華市

Port Alberni  ~ MacMillan Provincial Park ~ Nanaimo City 
Center ~ Nanaimo Fish Market ~ Urban Art ~ Vancouver 
古樹公園，西海岸保存最完整的雨林。公園內古樹平均樹齡超過500年
以上，由導遊帶領，為團友介紹各類森林知識，團友更可目睹800年黃
杉樹王。接下來回到納奈莫市中心，遊玩納奈莫漁人碼頭和市內最新時
尚藝術區，不可錯過的拍照打卡點。下午乘坐渡輪返回溫哥華，結束三
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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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溫哥華島上的一個寧靜小鎮，坐落於加拿大的最西端，

直面浩瀚的太平洋，號稱北方夏威夷。濃密古老的森林、波瀾壯

闊的大海、連綿的迷人海岸和雨林交織而成的清新原始，是帆板

和衝浪運動的著名小鎮，也是觀鯨和自然愛好者的樂園。旅客可

以在這天涯海角觀熊、賞鯨、與三文魚同遊，呼吸純自然的氣息，與

大自然親密接觸，感受一下這顆溫哥華島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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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的大海、連綿的迷人海岸和雨林交織而成的清新原始，是帆板

和衝浪運動的著名小鎮，也是觀鯨和自然愛好者的樂園。旅客可

以在這天涯海角觀熊、賞鯨、與三文魚同遊，呼吸純自然的氣息，與

大自然親密接觸，感受一下這顆溫哥華島上的明珠。

托菲諾

行
程
特
色

 盡情享受陽光與海灘及各類海上活動 
 納奈莫市最新網上打卡熱點，拍出最潮最

美時尚個性照片
 兩晚住宿同一酒店，行程輕鬆

 發掘太平洋孤島上的純天然溫泉，享受
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

 三文魚廻游季節，增遊觀賞震撼壯觀的
野生三文魚廻游 (九月下旬至十月下旬)

責任問題: 

本公司當盡可能使舉辦之一切行程節目依照章程內完

成。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罷工，路況，壞車，證

件遺失及當地酒店突告客滿等，而導致旅行團之全部

或部份行程有所延遲，更改或取消，而非本公司能力

範圍所能控制時，本公司概不負責任何賠償，但本公

司將盡力提供與行程表所列類似或同級酒店及其他有

關服務，如因行程改變而導致費用增加，參加者須自

行繳交額外之費用。本公司舉辦之旅行團，其採用之

交通運輸公司，倘其運作上有危及旅客安全，導致行

李或其他財務損失時，當根據各不同機構所訂立之條

例作為全部解決之根據，概與本公司無涉。客人於所

住的酒店，巴士或途中有遣失任何物品概與本公司無

關，如有懷疑物品被盗竊本公司可協助報警處理。

團費包括: 

☆ 華人領隊隨團照顧
☆ 乘設有空調之旅遊客車
☆ 觀光行程
☆ 酒店住宿 (雙人房均為一張或兩張床; 

三人/四人房均為兩張床或一張大床

加沙發床，每房最多只可容納四人)

團費不包括: 

☆ 司機及領隊服務費每位客人每日$12

☆ 私人性質之費用 

☆ 行程內之膳食及門票

☆ GST 5%

遊客須知: 
☆ 每人只限大/小行李各一件，額外行李費為每件$35
☆ 為公平起見，每日更換座位一次或付費預定巴士前排座位
☆ 酒店房間只設兩床，按消防條例規定，每房只可容納四人，酒

店內不允許吸菸，否則罰款$300自負 
☆ 請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所付費用恕不退還.

建議客人自行購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 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於出發前更

改或取消旅行團之權利，如數退還已繳付之費用
☆ 本公司不負任何其他責任，團員不可藉故要求賠償。

取消及退款辦法: 
☆ 出發前31天以上，收手續費$50/人
☆ 出發前21-30天，扣除團費50%
☆ 出發前8-20天，扣除團費75%
☆ 出發前7天內，扣除全部費用(包括門票及餐費)
☆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如團員因簽證不獲批准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國家公園
門票

送

單人房
第三/第四位

(同房)
雙人房

團號: 03 TF

$448 $298 $708

出發日期出發日期 08:10am 本拿比  麗晶廣場HSBC門口

08:30am 溫哥華  6311 Cambie Street & 48th Ave.

08:45am 列治文  八佰伴商埸正門前 (on No.3 Road)

如遇上天氣惡劣或交通特別事故，本公司保留更改或取消上列行程之一切權利，團友不得異議。 

集
合
時
間

及
地
點

 觀鯨或觀熊(行程約3個小時)：
成人: $122    青年 (13~18歲) / 長者 (65歲以上) : $111    小童: $90

 天然溫泉+觀鯨 (行程約6個小時  需步行約1.5小時) ：
成人: $158    青年 (13~18歲) / 長者 (65歲以上) : $147    小童: $116 

注意事項: 有嚴重心臟病、高血壓、關節疾病、孕婦,以及自認為不適宜在遊船上乘坐超過3
個小時的團友請謹慎選擇自費項目。本公司可代購自費活動項目,位置須由主辦機構確認，
選擇參加自費項目的團友，請將費用在報名時交給旅遊代理，並帶好一件防風外套。如因個
人原因在出團後不參加活動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2020年6月2日至10月7日  逢週二出發
另加開5月16日出發

所有景點門票收費，開放日期及時間，均以主辦機構公佈為準 。自費行目

(604)718.9000
Unit 1328
Crystal Mall
BC Travel Reg:#43098

(604)637.2000
Unit 163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BC Travel Reg:#43099

(604)634.3000
3000 Central City
BC Travel Reg:#43113

(604)248.7001
8899 Odlin Crescent

(604)248.8000
Unit 1060
Aberdeen Centre
BC Travel Reg:#43111

Prices are in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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