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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第一天   原居住地-卡尔加里 

(13 点前到达卡尔加里的客人特别赠送卡尔加里市内游览) 

乘坐国内航班到达卡尔加里的团友， 我们的导游会举着至尊旅游接

机牌在行李传送带迎接大家（接送机时间为早 10 点到晚 18：00

点）,送往卡尔加里市内酒店入住休息及自由活动。（温馨提示： 加

拿大当地酒店入住时间是下午 16：00 以后） 

13 点前到达卡尔加里的客人特别赠送卡尔加里市内游览，我们导游

带领客人来到拥有小天坛之称的【卡城文化中心】了解一下当年老华

侨的心酸历史，随后前往北美第二高塔-Calgary Tower（高 190.8

公尺费用自理），远望 120 公里的落基山美景以及卡尔加里全景，

最后来到【奇努克购物中心 Chinook Center】， 感受加拿大西部

的顶级购物体验。250 间时尚气息十足的商店，任您选择, 您可以充

分满足心灵深处的时尚血拼欲望。无论是在标志性的哈德逊湾逗留,

还是拜访加拿大第一家诺德斯特龙分店,CF 奇努克中心的各色时尚能

够迎合每位游客喜好。Chinook Center 购物中心专享旅行赠品，我

们将为每位旅客提供:一张价值 15 加币的商场购物卡,开启在 CF 

奇努克中心的购物之旅。 

酒店：Coast Plaza Hotel 或者同级 

 

第二天     卡尔加里-班夫 

早上 8：30 于酒店大厅集合搭乘专车出发, 接著前往世界著名的班夫

国家公园参观,首先带您参观电影”大江东去”的著名场景—弓河瀑布及

落基山的城堡—雄伟的班夫温泉酒店,印地安人传说中鬼怪出没的地

点—魔鬼岩,绝佳的风景照片拍摄地点---惊奇之角。下午时分客人可

自由选择我们的特色自费旅游项目或者漫步在班夫小镇选购自己心爱

的加拿大鹅羽绒服、顶级品牌-始足鸟的户外衣服以及来杯特色咖啡

欣赏班夫小镇。 

推荐项目一：  硫磺山缆车、温泉、强斯顿峡谷冰上行走  价格：120

加币每人（包括往返接送，行程持续 3-4 小时） 

前往来到班夫缆车站，乘坐班芙空中缆车（自费）镌刻无与伦比的班

夫全景印象。缆车为四人座，透过高速缆车的玻璃窗可以鸟瞰美丽的

山景，约 8 分钟到达 2285 米高的硫磺山山顶后，您可一览班夫、弓

河谷、明尼汪卡湖等令人屏息的美景，远眺雄伟的落基山脉，山顶有

北美最高的餐厅，您可以来杯咖啡独自欣赏先冬日落基的魅力 

强斯顿峡谷- 这个由于冰川的原因所形成的峡谷是当地人最希望的徒

步线路，冬日我们为游客提供冰上健行（Ice Walk）的活动。和陆地

健行相比，雪地健行更辛苦些，但也会为您带来更多的乐趣。踏上松 

软厚实的白雪，走进峡谷、山区，穿过狭窄的岩石隧道，仰目即是如

宝石般发着蓝绿色光芒的冰挂，最后体验班夫上温泉，班夫上温泉是

一个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放的天然温泉，泉水富含矿物质和

硫化氢。在周围雪山和森林的包围下，体验一下天然温泉浴的冰火两

重天的感觉，乃是冬日里人生最大享受！ 

推荐项目二  直升机（+狗拉雪橇 (12 月初-4 月底) 价格：420 加币每

人（包括往返接送，行程持续 3 小时，包括 20 分钟的空中飞行时间） 

狗拉雪橇（Dog Sledding）原本是爱斯基摩人的常用交通工具，在班

夫国家公园，它却是冬季必选的户外体验项目。友善俊美的加拿大哈

士奇赛犬充满活力，在专业人员的驾驭下，您可以体验在加拿大落基

山的广袤原野上奔驰的快感，或沿途欣赏冰川和冰雪瀑布的傲人景

观。 当地的旅游运营商通常可以提供一小时或是更长时间的户外狗拉

雪橇体验，还将带您到乡村野外，围绕在篝火旁，品尝野餐美味或者

喝上一杯热腾腾的可可。 

酒店：Inns of Banff 或者同级 

 

第三天     班夫-露易斯湖  

10：00 后前往著名的露易斯湖滑雪场，露易丝湖滑雪厂是北美最大的

滑雪区之一。独特的布局满足了家庭和团队度假滑雪的需求，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雪道。 露易斯湖滑雪场大多数雪道都在树线以

上，最高海拔为 2637 米，最低为 1645 米。由于地形多变，滑雪者可

以跟着太阳滑；如果有风的话，可以钻进树林里，享受自由穿梭的乐

趣。这里的平均年降雪量为 360cm，但为了让滑雪者能更加畅快地滑

雪，大部分区域仍然有人工降雪，客人可以自由选择雪地行走或者雪

地飞碟等活动。 

露易斯湖缆车+雪地行走+雪地飞碟 套餐 100 加币每人 

乘缆车去山顶俯瞰露易斯湖，在缆车上可以看到群山环抱的震撼全

景、维多利亚冰川的顶端。运气好的话到处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山上

随处可见各种动物出没点的动物介绍，同时跟随着当地导游在雪地上

漫步，了解露易斯湖周边的一些生态以及一些野外求生的技能，随后

参加露易丝湖雪上飞碟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群，坐在“大轮胎”从沿雪道

下滑，非常刺激。 

15：30 时分陪同客人前往著名的 Fairmont 城堡酒店入住, 入住后客人

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豪华酒店游泳、健身、酒吧等设施，晚餐可选择

自己心爱的牛排餐厅体验正宗的艾伯塔 3A 级牛肉（费用自理，温馨提

示：大概人均 100 加币左右） 

行程特色： 

【独家入住露易丝湖城堡酒店】【独家畅游最新发现的神奇景观-气泡湖】 

【独家提供奇努克购物中心 Chinook Center  $15 加币 的商场购物卡】【独家赠送 6 分钟直升飞机畅游落基山】 

 

 

出发日期：10/15-4/30 逢星期六  保证成团，其他日期四人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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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一间/人 同房第三

人 

同房第四

人 

单人间 儿童 

$499.00 $259.00 $259.00 $899.00 $259.00 

团餐 

$60/人 包括特色韩国烤肉+西

式牛排+中式桌餐 

硫磺山缆车+温泉+强斯顿峡谷

冰上行走 

$120/人  

直升机（+狗拉雪橇（12 月初-

4 月底） 

$420/人 包括往返接送，行程持

续 3 小时，包括 20 分

钟的空中飞行时间 

路易斯湖缆车+雪地行走+雪地

飞碟 

$100/人  

价格包括： 

1.华语专业导游随团照顾 

2.国家公园之入场费用 

3.设有空调之豪华旅游车辆 

4. 三晚酒店住宿 

5.接送机服务 

价格不包括： 

1.司机导游小费 (建议每人每日 CAD$ 7.00，接送机$2 元/人) 

2.联邦货物服务税 5%GST 

3.行程内除国家公园入场费之外的其他门票.如缆车，雪车，温泉等 

4.膳食及私人开销 

 

取消日期： 

订团取消：出团前 14 天，不作任何退款；15-29 天：50%团费；30 天

以上：20%团费。 订单修改：修改已定的日期或行程收取 10%的服务

费用 

本公司保留更改行程權利，以利團體進行。行程中如發生意外而引至傷

亡或其他損失，當根據航空公 司、酒店、巴士等營運機構所訂之條

例，作爲解決依據，概與公司無涉。如有需要，請聯系我們購買旅 遊

保險。 

所需费用 CAD$(请参阅旅游须知) 此报价不适合 12 月 17 日-1 月 4

日，欢迎来电查询。 

以下建议活动仅供参考，费用自理： 

 城堡酒店马拉雪车 

 一月份期间可以观赏露易斯湖冰雕 

 租一个雪鞋可以来一个冰上芭蕾 

 露易斯湖酒店自费尊享一个美华的下午茶 

酒店：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第四天     露易斯湖-气泡湖-卡尔加里 

今天的行程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任选其中一个， 首选行程一，如若

当天冰原大道路程出现封路或者路况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导游会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程二作为备选方案，还请客人知悉! 

 

行程一： 气泡湖 

早上 9 点酒店大堂集合前往亚伯拉罕湖（Abraham Lake），湖泊是

1972 年建成的一个人工湖，每年 11 月份至来年 3 月份，这里都会

形成冰冻气泡的奇观。因为湖底的植物会释放大量的甲烷气体，甲烷

从水底不断涌向水面。当气温降到一定程度时湖面开始结冰，并将这

些气泡形成的空腔一起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奇观，并

且为大多数摄影爱好家梦想之地。 

 

行程二：优鹤国家公园 

一觉睡到自然醒，11 点时分我们导游来到酒店接上客人后，来到落

基山五大国家公园之一优鹤国家公园，首先拜访的螺旋隧道 Spiral 

Tunnel，这个铁路公司花费两年时间建成的工程奇蹟，定让您叹为观

止，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以下当年华人在加拿大的血泪史。接着抵达

翡翠湖-Emerald Lake，因拥有如翡翠般美丽顏色而著名的翡翠湖，

您可以漫步湖畔享受它的宁静或远眺著名的巴吉斯板岩场---这个因出

土上古时代软体生物化石而著名的发掘地点，目前也是考古学家或者

徒步爱好者比较喜欢的路线之一。最后将抵达天然桥(Natural 

Bridge)，是优鹤国家公园的另一名胜。奔腾的踢马河水千百年来日

夜不停地冲击石壁，粉身碎骨，锲而不舍，终于穿石而过，一泻千

里，形成今日鬼斧神工的天然桥奇景。 

大概晚上 18：00 左右送达机场（请预定 20：00 以后的航班） 

 

自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