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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加拿大优惠活动到2020年3月31日为止有效。

Visa发现加拿大 2019-2020※

体验/Activity 温哥华/Vancouver

Grouse Mountain

山间绳索探险套票8折优惠
5月至10月期间，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葛劳士山入场门票并购买山
间绳索探险套票，可享山间绳索探险套票8折优惠。
Save 20% on Mountain Ropes Adventure from May to October with 
purchase of Mountain Admission ticket,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购买单张门票享免费租赁雪鞋、
溜冰鞋或雪橇
12月至3月期间，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单张门票即可享雪鞋、溜冰
鞋或雪橇三者之一的免费租赁。
Receive one free snowshoe, ice skate or sled rental with the purchase of one 
Mountain Admission ticket from December to March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Grouse Mountain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每张优惠券
最多适用于两张套票优惠/两人免费租赁优惠。本优惠恕不
退款且不可转让。优惠视季节及绳索探险可使用时间而定。
优惠不适用于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月5日期间。欲享
受优惠，需出示附有照片的有效证件及中国大陆地区签发的
有效Visa卡。每卡仅可兑换一次优惠。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优
惠并用。

+1-604-980-9311
https://www.grousemountain.com/
guestservices@grousemountain.com

葛劳士山是温哥华首屈一指的自然景点，距离温哥
华市中心仅约15分钟路程。您可以在此体验往返空
中缆车，并在途中俯瞰壮丽美景；还可享受“灯光步
道游”、户外滑雪以及用餐、购物等多项绝佳体验。
葛劳士山是您在温哥华绝对不可错过的景点。

欲享受优惠，请于Grouse Mountain Guest Services顾客服
务柜台出示电子版或打印版此优惠券、Visa卡及附有照片的
有效证件，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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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加拿大 2019-2020
体验/Activity 温哥华/Vancouver

门票省3加元＋美术馆商店内消费
满25加元享所有商品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可享成人门票省3加元优惠（每卡最多适用于
两人）。美术馆商店内消费满25加元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可享
所有正价商品9折优惠。
Save C$3 on Adult General Admission for up to 2 peopl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Save 10% on all regular price items in the Gallery Store 
when you spend over C$25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门票优惠每卡最多适用于两人。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并用，
优惠不具有现金价值。优惠仅可于美术馆现地兑换。有效至
2020年3月31日。Vancouver Art Gallery拥有本优惠的最终
解释权。

欲享受优惠，请于在场馆售票处或美术馆商店结账时出示本
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Vancouver City Centre站下车，步行1分钟

Vancouver Art Gallery, 750 Hornby Street, Vancouver, BC V6Z 2H7
+1-604-662-4719          http://www.vanartgallery.bc.ca/
customerservice@vanartgallery.bc.ca
周一、周三至周日 10:00-17:00，周二 10:00-21:00
每月第一个周五 10:00-21:00

温哥华美术馆
Vancouver Art Gallery

温哥华美术馆是北美地区保存最完整且最具创新的
视觉艺术机构之一。展览不仅包括了许多来自当地和
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原住民艺术家和亚太地区的
艺术作品也尤为值得关注。您可以加入展览讲解以便
更好的欣赏，也可以在Gallery Store礼品店觅得一
份独特的礼物，亦可以在Gallery Café咖啡厅享受小
憩时光。

体验/Activity

体验/Activity

温哥华/Vancouver

温哥华/Vancouver

Vancouver Photowalks

Vancouver Food Tour

摄影之旅小团低至8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3人团可享摄影之旅88折优惠，4人或以上的团
体可享摄影之旅85折优惠。
Save 12% on private photo tours for groups up to 3 people, or save 15% on 
private photo tours for groups of 4 people or more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Vancouver Photowalks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跟随猫途鹰温哥华排名第一的摄影教学行程
Vancouver Photowalks一起学习摄影，去捕捉迷人
的瞬间！我们的行程向导们对摄影和温哥华充满着热
忱与钟爱，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它们与您分享。每个人
对于世界都有独特的视角、感受和见解，而我们的任
务就是发掘你的摄影潜能，开拓你的视野。灵感等你
来激发！

全部团8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购买所有团游项目享85折优惠。
Save 15% on all tour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Vancouver Food Tour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Vancouver Food Tour带您踏上3小时的温哥华美食
发现之旅。旅程将带您到访多家本地餐厅，专注于将
本地主厨的招牌菜式与BC省葡萄酒、精酿啤酒以及创
新鸡尾酒搭配，让您不仅可以邂逅到缤纷的温哥华美
食，还可以了解到许多温哥华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欲享受优惠，请发送邮件至bookings@vancouverfoodtour.
com或致电+1-778-228-7932进行预约，并在预约时输入或
提及优惠码VisaChina2019，且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1-604-318-1277
https://www.vancouverphotowalks.ca/
info@vancouverphotowalks.ca

+1-778-228-7932
http://www.vancouverfoodtour.com/

欲享受优惠，请至网页https://www.vancouverphot-
owalks.ca/booking-request/预约并在备注栏输入优惠
码“VISA2019”，且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bookings@vancouverfoodtour.com
bookings@vancouverfoodtour.com
https://www.vancouverphotowalks.ca/booking-request/
https://www.vancouverphotowalks.ca/booking-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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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加拿大 2019-2020
购物/Shopping 温哥华/Vancouver

Lonsdale Quay Market

指定店铺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在指定店铺消费即可享9折优惠。
Save 10% on all purchases at selected vendor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Lonsdale Quay Market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指定店铺
有可能变更，恕不提前通知。欲知全部指定店铺名单及优惠详
情，请咨询顾客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想要欣赏温哥华最美景色？那就来位于北岸海滨的
Lonsdale Quay Market & Shops，这里是您通往
北岸的必经之路也是必到之地，拥有超过80家店铺
入驻。这里有出售本地新鲜食品的市场、国际美食广
场、本地设计师的专卖店、儿童用品商店及游乐区，还
有餐厅和精品酒店，定会让您不虚此行。

欲享受优惠，请于结账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Lonsdale Quay Market, 123 Carrie Cates Court, 
North Vancouver, V7M 3K7, Canada
+1-604-985-6261
https://lonsdalequay.com/contact/
营业时间请至官网查看

参与店铺列表及优惠详见底部条款细则。

购物/Shopping

购物/Shopping

温哥华/Vancouver

温哥华/Vancouver

Edible Canada Store

Craft Council of BC

所有商品8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可享所有商品85折优惠。
Save 15% on all purchase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Craft Council of BC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格兰维尔岛CCBC Shop & Gallery，有100多名工匠，
手工打造陶器、纤维、玻璃、珠宝、金属、混合材质以
及木制品等多种当代艺术品供您选择。何不为自己或
亲友选上一件手工艺品，既可为您的人生平添一份美
好与独特，又不失为一种对当地艺术家支持的表达。 

欲享受优惠，请于结账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消费满150加元获赠手工食品礼包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满150加元，即可免费获赠手工食品礼包一份。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artisan gift bundle with purchases over C$150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Edible Canada Store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100%加拿大手工制作食品。Edible Canada以精湛
的技术，充满热诚的小批量供应商精心制作的产品宣
扬着他们的美食文化。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枫糖浆及烟
熏三文鱼等最棒的加拿大特产和多样惊喜。

欲享受优惠，请于结账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1386 Cartwright St, Vancouver, BC V6H 3R8, Canada
+1-604-687-7270          http://craftcouncilbc.ca/shop/
shop@craftcouncilbc.ca
9月-4月: 10:30-17:30，5月-8月: 10:00-18:00
1月的每个周一休息

1596 Johnston St, Vancouver, BC V6H 3R9, Canada
+1-604-682-6675
https://ediblecanada.com/shop/
每天营业 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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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加拿大 2019-2020
餐厅/Dining 温哥华/Vancouver

Market by Jean-Georges
获赠葡萄酒及开胃小点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每人可获赠不列颠哥伦比亚葡萄酒一杯及
开胃小点一份。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glass of British Columbia wine and one amuse-
bouche per person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Market by Jean-Georges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
每卡最多适用于2人。不适用于公共假期及母亲节、情人节、跨
年夜等节日。优惠可于每日11:30 - 22:00兑换。

Market by Jean-Georges是温哥华香格里拉大酒
店的招牌餐厅，也是米其林3星主厨Jean-Georges 
Vongerichten创办的知名品牌之一。餐厅使用来自
加拿大全国最好的食材，为客人提供简单精致的西北
太平洋美食。

欲享受优惠，请于预约时提及本优惠或于到店入座时向工作
人员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Burrard Station站下车，步行6分钟

1115 Alberni Street, 3F Shangri-La Hotel
 (1128 West Georgia), Vancouver, BC V6E 0A8, Canada
+1-604-695-1115
https://marketkitchen.com/market_by_jean_georges_vancouver
供应早中晚餐，具体营业时间请至主页查看

餐厅/Dining

餐厅/Dining

温哥华/Vancouver

温哥华/Vancouver

Boulevard Kitchen & 
Oyster Bar

Edible Canada Bistro

厨房参观＋开胃小点及花色小蛋糕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即可享参观厨房礼遇，将由主厨亲递并介绍
免费获赠的开胃小点和花色小蛋糕。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kitchen tour, plus complimentary amuse bouche 
and petit fours delivered and described by the Chef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Boulevard Kitchen & Oyster Bar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需要提前预约。每桌赠送一份开胃小点和花色小蛋糕。

Boulevard Kitchen & Oyster Bar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以其细致、出其不意又趣味十足的料理、服务和风格，
重新定义了用餐艺术。从全明星的服务团队到对设计
细节的敏锐关注，再到对于低调优雅西海岸休闲风格
主题海鲜的诠释，Boulevard以一个不妥协的卓越标
准，吸引着来自温哥华本地的宾客及到访的游客。

消费满65加元获赠多样啤酒品尝套餐
使用有效Visa卡消费满65加元，即可免费获赠多样啤酒品尝套餐
(100%当地手工精酿啤酒)。
Receive one complimentary beer flight (100% local Craft beer selection) with 
purchases over C$65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Edible Canada Bistro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每桌每卡仅
可享受一次获赠多样啤酒品尝套餐优惠。

在Edible Canada，您可以在迷人的酒馆氛围中享用
加拿大生猛海鲜及野味，三文鱼、贻贝、鱿鱼等当地
海鲜自不用说，野牛肉、鸭肉、野猪肉等加拿大野味也
是盘中宾客，更有精选酒单上的100％加拿大精酿啤
酒和葡萄酒等你来品尝。

欲享受优惠，请在预约时提及优惠码VISA2019并使用有
效Visa卡付款。预约请至https://boulevardvancouver.ca/
reservations或致电+1-604-642-2900。

欲享受优惠，请于入座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Vancouver City Centre站下车，步行7分钟。

845 Burrard Street, Vancouver, BC V6Z 2K6, Canada
+1-604-642-2900
https://boulevardvancouver.ca/
周一至周日 6:30-次日1:00

1596 Johnston Street, Vancouver, BC V6H 3R9, Canada
+1-604-682-6681
https://ediblecanada.com/eat/
早午餐-午餐：周末 9:00-16:00；节假日 10:00-16:00；
平日 11:00-16:00，Happy Hour : 周末及节假日 16:00-17:00；
平日 15:00-18:00，晚餐: 每天 17:00-20:30 

https://boulevardvancouver.ca/reservations
https://boulevardvancouver.ca/re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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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发现加拿大 2019-2020
餐厅/Dining 温哥华/Vancouver

Steamworks Brew Pub

餐点消费满20加元获赠品酒组合
餐点消费满20加元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即可免费获赠品酒组
合一份。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beer taster pack (valued at C$9.49) when you 
spend over C$20 on food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每单仅可获赠一份品酒组合，价值9.49加元。欲享受优惠，顾
客须出示可证明已年满19岁(加拿大法定饮酒年龄)的有效证
明，且餐点消费须满20加元(不含税金及小费)。Steamworks 
Brew Pub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Steamworks Brew Pub位于温哥华煤气镇的中
心，Water街375号。附近有一家如今已经罕见的小型
蒸汽动力酒厂和一坛拥有300年历史的喷泉，若想欣
赏巴拉德湾和北岸山脉美景，Steamworks定是您的
上佳之选。

欲享受优惠，请于到店时出示本优惠
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Waterfront站下车，步行1分钟

375 Water Street, Vancouver, BC V6B 3C6, Canada
+1-604-689-2739
http://steamworks.com/brew-pub
info@steamworks.com
周一至周日 11:30-00:30

酒店/Accommodation

体验/Activity

温哥华/Vancouver

多伦多/Toronto

最优房价8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即可享最优房价8折优惠。
Save 20% on Best Available room rate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本优惠视房态而定并需要提前预约。请至以下网页www.
thelistelhotel.com在线预约。若需取消预约须在入住前48小
时完成。不包含税费及其他费用。The Listel Hotel拥有本优惠
的最终解释权。

温哥华利时达酒店地处中心城区，徒步可抵温哥华会
议中心、史丹利公园及英吉利湾等景点。这里不仅是
旅人的留宿之地更是文化旅者的梦想。129间精品客
房和套房均以原创艺术品装饰，并配备高速网络等现
代化用品及设施。酒店拥有Forage及Timber两间餐
厅，提供Welbert Choi主厨的获奖料理。

门票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门票9折优惠。
Save 10% on general admission at Toronto Zoo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Toronto Zoo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最多适用于
两人，不可与其他优惠、减价、促销、优惠码、优惠券等一同使
用。不适用于在线购票。

快来探索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动物园吧! 4 4年多来，多
伦多动物园一直是拯救和保护物种的领头羊，致力于
造福所有动物。多伦多动物园拥有约700英亩的土地
和代表450个物种的5000多只动物，是世界上最大的
动物园之一。

欲享受优惠，请在售票窗口购票时出示本优惠并提及 "Visa 
China Discount”，且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https://www.thelistelhotel.com/
使用优惠码VISA2019在线预约客房，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Burrard站下车，步行12分钟

1300 Robson Street, Vancouver, BC V6E 1C5, Canada
+1-604-684-8461          https://www.thelistelhotel.com/

2000 Meadowvale Rd, Toronto, Ontario, M1B 5K7, Canada
+1-416-392-5900
http://www.torontozoo.com/
请至以下网页查看营业时间 
http://www.torontozoo.com/ExploreTheZoo/Hours.asp

温哥华利时达酒店
The Listel Hotel Vancouver

多伦多动物园
Toronto Zoo

www.thelistelhotel.com
www.thelistelhotel.com
https://www.thelistel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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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Activity 多伦多/Toronto

购买两人套票获赠纪念照一份
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两人套票即可获赠价值25加元的纪念照一份。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souvenir photo (valued at C$25) with the purchase 
of a couple ticket when you pay a valid Visa card.

Niagara Helicopters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每购买一份
两人套票可获赠一张免费照片。本优惠不可兑换现金。飞行
状况受联邦法规以及天气条件的制约。请于到访前查看天
气状况。

尼亚加拉直升机公司拥有超过50年的历史。经验丰富
的飞行员和友好的工作人员将确保您飞行的舒适和安
全。从升空的激动到在层叠瀑布上空飙升的刺激，尼
亚加拉直升机将载您体验一场不同寻常的壮观。

欲享受优惠，请向前台工作人员出
示本优惠以及附有照片的有效证
件，并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

3731 Victoria Ave, Niagara Falls, ON L2E 6V5, Canada
+1-905-357-5672
https://www.niagarahelicopters.com/

尼亚加拉直升机
Niagara Helicopters

体验/Activity 多伦多/Toronto

门票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门票9折优惠。
Save 10% on general admission ticket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Casa Loma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适用于所有公
众开放的项目（不适用于特别活动项目）。

卡萨罗马城堡位于多伦多市中心，建于1914年，是多
伦多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一处宝贵的文化遗
产。每年有超过35万游客到访参观城堡和庄园，其独
特的建筑风格也使这里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影视拍
摄外景地。

欲享受优惠，请于在售票处购票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1 Austin Terrac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1-416-923-1171          http://www.casaloma.ca/
info@casaloma.ca          每日 9:30-17:00

卡萨罗马城堡
Casa Loma

体验/Activity 多伦多/Toronto

Gray Line Toronto

所有尼亚加拉瀑布团游享85折
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任何尼亚加拉瀑布团游项目，享85折优惠。
Save 15% on all Niagara Falls tour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Gray Line Toronto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若未按时到场
参加已购团游恕不退款。提前24小时通知可免费取消。费用中
包含13%的销售税。可从部分多伦多市中心的酒店接驳。号角
号游船运行时期为每年4月至11月中旬，11月中旬至次年4月将
由Journey Behind the Falls（瀑布后旅程）作为替换。

+1-800-594-3310          https://graylinetoronto.com/          toronto@grayline.ca

Gray Line是一家全球性的当地旅游运营商，在全球
拥有100多个分支机构。Gray Line Toronto专门提供
赴尼亚加拉瀑布的游览活动，您可以在这里尽情欣赏
这此生必到的世界最壮丽自然奇观之一。

欲享受优惠，请于预约时提及使用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
卡付款。预约请致电 +1-800-594-3310 或电邮至toronto@
grayline.ca，或至网页https://graylinetoronto.com并使用
优惠码Chinavisa/19进行预约。请提前24至72小时通过邮
件或电话再次确认预约。

toronto@grayline.ca
toronto@grayline.ca
https://graylinetoron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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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Activity 多伦多/Toronto

New World Wine Tours

所有团8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任何团游项目享8折优惠。
Save 20% on all tour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New World Wine Tours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两
人起适用。

New World Wine Tours提供从多伦多到尼亚加拉以
及爱德华王子县的精品葡萄酒体验。同时也拥有多伦
多市内的美食及美酒团。我们以精致的规模和亲切而
专业的姿态迎接所有到访的游客。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https://newworldwinetours.
com/reserve/使用优惠码VISACN预约任何您想要参加的
团，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1-647-794-0101
https://newworldwinetours.com/
info@newworldwinetours.com

体验/Activity

购物/Shopping

多伦多/Toronto

多伦多/Toronto

See Sight Tours

Yorkville Village

所有多伦多团游享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购买任何多伦多团游，享9折优惠。
Save 10% on all Toronto Tour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See Sight Tours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

See Sight Tours总部位于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一家
本地经营的旅游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致力于
为来自全世界的客人展示加拿大隐藏魅力以及提供
独特难忘的文化体验，让客人得以在这里留下美好的
回忆。这里的导游友好亲切，充满活力，期待着您的
到来。

欲享受优惠，任何多伦多团游请至以下网页https://seesight-
tours.com/tours使用优惠码VISACN进行预约，并使用有效
Visa卡付款。

消费超500加元获赠免费午餐或
晚餐
使用有效Visa卡于Yorkville Village消费超过500加元，可享在Palm 
Lane餐厅的免费午餐或晚餐一次(价值50加元)。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lunch or dinner at Palm Lane (valued up to C$50) 
when you spend over C$500 at Yorkville Village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Yorkville Village对本优惠拥有最终解释权。在同一工作日内
消费超过500加元(不含税)可获得Palm Lane餐厅价值50加元
的免费午餐/晚餐礼券一张。本优惠不具有现金价值。餐厅免
费午餐/晚餐礼券不必于消费当天使用，但必须一次性使用(
若一次消费金额不满50加元，恕不找零)。每持卡人限获赠一
张。餐厅礼券必须于2020年3月31日前使用。

欢迎来到Yorkville Village，在这里您可以在多伦多
豪华购物区Bloor-Yorkville的中心地带感受全新的购
物、餐饮和生活体验。在充满活力的现代空间中探索
这里多样化和独特的商店选择。

欲享受优惠，请携带您的消费收据及消费时所使用的有效Visa
卡至Yorkville Village客户服务处领取礼券，并在Palm Lane餐
厅入座时出示此礼券。

5779 Desson Avenue, Niagara Falls, Ontario, L2G 3T5, 
Canada
+1-888-961-6584
http://toronto.seesight-tours.com/
info@seesight-tours.com

55 Avenue Rd, Toronto, ON M5R 3L2, Canada            +1-416-968-8680            http://yorkvillevillage.com/
周一至周三 10:00-18:00，周四 10:00-19:00，周五周六 10:00-18:00，周日 12:00-17:00

https://newworldwinetours.com/reserve/
https://newworldwinetours.com/reserve/
https://seesight-tours.com/tours
https://seesight-tours.com/tours


20190313

Visa发现加拿大 2019-2020

酒店/Accommodation

酒店/Accommodation

多伦多/Toronto

多伦多/Toronto

最优房价9折优惠、免费早餐、到
达欢迎礼品+25加元Spa抵值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即可享酒店最优房价9折优惠，以及免费早
餐、到达欢迎礼品和价值25加元的Spa抵值。
Save 10% on BAR and get a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welcome amenity 
upon arrival + C$25 spa credit per stay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Windsor Arms Hotel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本优惠最多
适用于两人。

温莎阿姆斯酒店将传统与现代设施融合，创造了一个
绝妙平衡了旧世界魅力与当代顶级奢华的舒适空间。 
酒店设有典雅的茶室和现代化的Spa，社会名流名人
以及大牌音乐人也经常到访。

房价9折优惠+免费早餐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即可享标准房价9折优惠及免费早餐(最多适
用于两位住客)。
Save 10% on standard room rates and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for 
up to two staying guest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The Drake Hotel对本优惠拥有最终解释权。优惠最多适用于
两人。免费早餐每位客人可从Drake Café中选择一份糕点及咖
啡或红茶二选一，最多适用于两位酒店住客。

Drake酒店将热情的服务与体验艺术、文化以及当地
气氛完美融合，是你在多伦多的绝佳住宿之处。餐品
采用自主设计，充分体现了酒店对于当地食材以及每
道餐品的品质追求。酒店同时拥有两个文化项目，墙
壁诉说着故事的Drake Art画廊，以及在地下唱响不
眠之夜的Drake Underground。Drake酒店期待您
的到来。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
http://www.windsorarmsho-
tel.com/ 使用优惠码VISA预
约，并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
https://www.thedrake.ca/
thedrakehotel/使用优惠码
VISA预约，并使用有效Visa卡
付款。

18 St. Thomas St, Toronto, Ontario, M5S 3E7, Canada
 +1-416-971-966
http://www.windsorarmshotel.com/
reserve@windsorarmshotel.com

1150 Queen St W, Toronto, ON M6J 1J3, Canada
+1-416-531-5042
https://www.thedrake.ca/thedrakehotel/
frontdesk@thedrakehotel.ca

1151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ON
+1-416-538-2222 (ext. 451)
https://www.drakegeneralstore.ca/
周一至周三 10:00-19:00，周四至周六 10:00-20:00
周日 11:00-18:00

温莎阿姆斯酒店
Windsor Arms Hotel

The Drake Hotel

购物/Shopping 多伦多/Toronto

Drake General Store

享消费8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可享全部消费85折优惠。
Save 15% on all purchase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Drake General Store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优惠仅适用
于位于Drake Hotel对面Queen Street的旗舰店。优惠不适用
于折扣商品，不可与其他优惠、减价、促销等一同使用。

Drake General Store是一家传统的酒店礼品店，集
经典的综合商店、跳蚤市场和博物馆商店功能于一
体。Drake General Store不仅全力支持本土艺术家
和设计师，同时也拥有来自全球的珍品和稀有古董。
这里是一个文化的交叉路口，将文化、视觉艺术以及
餐饮等融于一体的Drake General Store，静候您的
光临。

欲享受优惠，请于购买付款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
付款。

http://www.windsorarmshotel.com/
http://www.windsorarmshotel.com/
https://www.thedrake.ca/thedrakehotel/
https://www.thedrake.ca/thedrake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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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Accommodation

Brewster's Mountain Lodge

班夫/Ban�

最优房价9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即可享最优房价9折优惠。
Save 10% on best available room rates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Brewster's Mountain Lodge对本优惠全权负责。须通过酒
店主页直接完成客房预订。通过第三方机构的预约不适用本
优惠。

Brewster’s Mountain Lodge酒店位于班夫市中
心，由班夫的一位创始家族拥有经营，周围购物、餐
饮、水疗中心和夜生活近在咫尺。酒店内的明亮西式
装饰，手工制作的原木家具和家族历史照片为这里平
添独持风味。酒店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及欧陆式早
餐、桑拿浴室和健身设施。这里绝对是您在领略了一
天班夫清新空气之后的最佳暖身休憩之所。

BREWSTER'S MOUNTAIN
LODGE

B A N F F ,  A L B E R T A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
https://us01.iqwebbook.
com/BMLAB704/ 输入优惠
码VISA1920进行预约，并使
用有效Visa卡付款。

208 Caribou Street, Ban�, Alberta, T1L 1C1, Canada
+1-403-762-2900
https://www.brewstermountainlodge.com/
24小时前台

体验/Activity 班夫/Ban�

Johnston Canyon Icewalk®

约翰斯顿峡谷冰上健行®85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支付约翰斯顿峡谷冰上健行®团即可享85折优惠。
Save 15% on Johnston Canyon Icewalk ® tour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Discover Banff Tours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是否成行需
视当日天气、预约情况等因素而定。

参加由Discover Ban� Tours提供的约翰斯顿峡谷冰
上健行®，欣赏壮观的冰冻瀑布景色！可于大部分班夫
地区酒店进行接送，非常便捷。行程为您提供冰楔、
登山杖还有热巧克力来帮您热身，另外还提供途中茶
点和双筒望远镜。约翰斯顿峡谷冰上健行 ®是您此生
不可错过的壮美之旅！

欲享受优惠，请至以下网页https://www.ban�tours.com/
activities/johnston-canyon/ 使用优惠码VISA15预订，并使
用有效Visa卡付款。

可于大部分班夫地区酒店接驳

215 Ban� Ave. Ban�, Alberta, AB T1l 1B5, Canada
+1-877-565-9372          https://www.ban�tours.com/
reservations@ban�tours.com

体验/Activity 班夫/Ban�

Banff Norquay

观光吊椅索道8折优惠
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观光吊椅索道8折优惠。
Save 20% on sightseeing chairlift when you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Banff Norquay拥有本优惠的最终解释权。夏日运营期为2019
年6月14日至10月14日；冬季运营期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0
年3月30日（视天气状况而定）。儿童必须有成人陪伴乘坐。2
岁以下幼儿不可乘坐。

欢迎来到班夫国家公园乃至整个加拿大的最佳座位。
著名的北美吊椅索道带您踏上通向天空的难忘露天
之旅。在云层之上体验传奇般的全景，欣赏如明信片
般延伸到地平线的完美风景，这里是班夫的最佳拍
照地点。

欲享受优惠，请于购买付款时出示本优惠并使用有效Visa卡
付款。

2 Mt Norquay Road, Ban�, AB, T1L 1B4, Canada
+1-844-Norquay (6677829)
https://ban�norquay.com
info@ban�norquay.com
营业时间因季节天气而异。

每日有从班夫市中心出发的接驳巴士。

更多详情请至以下页面查看： 
https://ban�norquay.com/plan-your-visit/

https://us01.iqwebbook.com/BMLAB704/
https://us01.iqwebbook.com/BMLAB704/
https://www.banfftours.com/activities/johnston-canyon/
https://www.banfftours.com/activities/johnston-canyon/


20190313

Visa发现加拿大 2019-2020
条款与细则

服务条款与细则
●Visa发现加拿大优惠活动有效期至2020年3月31日为止，有特别

说明的除外。并请注意各商户的不适用日期。

●该优惠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所有Visa卡且通过Visa网络进

行的支付。

●欲兑换优惠，请出示本活动中的相应优惠券内容(可出示打印版

或电子版，如手机或iPad等电子屏幕均可)。
●如果您没有及时出示优惠信息，可能导致您无法获取优惠奖励。

●须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方可享受折扣或赠品等优惠。

●本优惠活动与其他促销、减价和特别优惠活动不可一同使用。

●优惠内容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商品。

●优惠仅可在明文列出的指定店铺中使用。

●持卡人在本活动中的优惠商戶消费时，每人每次仅限享用一次优

惠。各提供优惠的商戶对其优惠活动和服务负有全部的责任。

●如果您需要咨询或希望获得更多信息，请直接联系商戶。

●服务条款及条件根据各个商戶而不同。请在参加优惠活动之前

仔细阅读具体商戶的条款条件。

●消费后，请收好您的Visa卡收据。您可能需要出示收据作为消费

证明或投诉依据。

●Visa对优惠使用的赔偿不负任何责任。

●优惠中的信息均为基于2019年02月的信息，未来有可能发生变

化。优惠活动和服务可能变更或者中断，恕不提前通知。

●除非优惠活动中有特别指出，所有优惠都不包括税金和服务费。

如果参与商户拒绝提供优惠 请出示以下声明

Dear Merchant，please provide your offer to customers who 
present the appropriate coupon and pay with a valid Visa card.

小礼品
●所有礼品都必须在购物当地索取。您回国后不可索取。

●6个月内每人只限索取一份礼物。您在索取礼物的时候，工作人员

可能要求您留下您的姓名。

●根据库存的状况，礼物可能有变更。

●所有收据须为使用Visa卡支付的同一天的消费，且Visa卡持卡人

姓名需和卡上印刷名称一致。

●优惠券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优惠
●在购物时需要出示优惠信息。

体验/活动
●请确定您已经阅读每页每个优惠活动的服务条款与条件。须在售

票处出示优惠信息。 
●优惠信息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餐厅/下午茶
●每人只能获得一份免费饮品、甜点或者加菜/礼品。

●本优惠有效Visa卡持卡人的同行人员亦可享受优惠，但必须同时

满足优惠活动的要求。

●优惠信息上的照片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酒店
●本活动中的优惠只适用于游客。在加拿大居留三个月以上的人可能会被

拒绝兑换优惠，您可能会在兑换优惠时被要求出示有效机票及护照。

●酒店必须提前预定，且需要在出发前确认并以有效Visa卡作为付款担保。

其他要求请阅读相关酒店的优惠页面。若无特别说明，预约须使用英语。

●如果酒店满房，您可能无法预约或享受优惠。

●取消按照各酒店政策执行，请在预约时直接与酒店确认细节。

●本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一同使用，不适用于团体或企业预约。

●房价中可能不包含当地税费。

Lonsdale Quay Market参与店铺
在以下店铺使用有效Visa卡付款，享9折优惠
●Allure Accessories 
●Allyado Leather Goods
●Essential Kitchenware 
● Fashion Shades
●Quay Souvenir Centre 
●Sharky’s Chophouse 
●Tulips Children’s W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