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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2018年11月16日—2019年4月14日 

行程特色： 

• 全程入住百年历史的费尔蒙特酒店（The Fairmont Hotel），体验英国

皇室最爱的世界顶级酒店。 

• 三晚任选： 

班夫温泉城堡酒店（Fairmont Banff Springs Hotel） 

路易斯湖城堡酒店（Fairmont Chateau Lake） 

 

第一天  原居地——卡尔加里——酒店 

 

飞抵卡尔加里（Calgary）

机场，根据您的航班时

间为您预订最近一班由

卡尔加里到酒店的班车

服务（免费班车接送时

间早 9：30 点-晚上 6：

30之间），随后将客人

送往酒店休息。 

 

机场上车地点：加拿大境内航班,请在到达出口 5 号门; 美国和其他

国际航班, 请在到达出口 12 号门。 

*四人及以上我们将会升级为中文导游专车机场接送服务 

 

抵达酒店并办理入住手续后，您将开始属于您的欢乐假期。 

 

酒店：班夫温泉城堡酒店Fairmont Banff Springs Hotel / 路易

斯湖城堡酒店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第二天/第三天    自选行程 

酒店：班夫温泉城堡酒店Fairmont Banff Springs Hotel / 路易

斯湖城堡酒店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酒店及自选项目推荐： 

   班夫温泉城堡酒店（Fairmont Banff Springs Hotel） 

酒店建造于 1988 年，依偎在雄伟的落

基山脉之间，它的脚下静卧着清澈的

弓河（Bow River）, 被誉为“落基山

中的城堡”。酒店极具贵族气质，沿

袭了苏格兰豪华城堡风格，雄伟中带

有典雅贵族气息。你可在此尽情领略

山野中的永恒美景和奢华舒适。给您无与伦比的滑雪体验、经典的美

食以及世界顶级的欧式水疗中心。 

 

酒店附近推荐行程： 

• 弓河瀑布（约400米） 

观赏上世纪50年代玛丽莲梦露主演电影《大江东去》（River 

of No Return）取景地——弓河瀑布。 

 

• 班夫大道 

行走在班夫镇最繁华的班夫大道，大道两旁保留着19世纪的

建筑风格，各种贩卖精美纪念品的店铺林立，快餐厅和各种

风味的餐馆栉比鳞次，让您度过充实的时光。 

 

• 班夫温泉 

在白雪皑皑的冬季，享受着温暖的班夫镇温泉，抬头可以看

到蓝天，让您全身心得到放松。 

• 硫磺山+强斯顿峡谷一日游 

在白雪皑皑的冬季，享受着温暖的班夫镇温泉，抬头可以看到

蓝天，让您全身心得到放松。 

路易斯湖城堡酒店（Fairmont Chateau Lake） 

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选其为

“全球十大景色最美酒店”。无论身处

酒店何处，都能俯瞰水色碧蓝的露易丝

湖或是白雪皑皑的山峰。大堂硕大的拱

形玻璃窗，号称世界上最珍贵的景观。

窗外的露易丝湖360°天然全景，令访客们疯狂。 

 

酒店附近推荐行程： 

• 城堡酒店马拉雪车 

在美丽的湖边甬道上，雪景的陪伴下，享受马拉雪橇带您的

快乐时光。 

 

• 路易斯湖冰雕展 

路易斯湖城堡酒店的【冬季限定】，在冰冻的湖面上雕塑出

美丽的冰雕城堡，为冬日增添些许生趣。 

 

• 冰上芭蕾 

【冬季限定】穿一双冰鞋，在环山拥抱的天然冰面上，来一

场速度与艺术的体验。 

 

• 尊享下午茶 

在窗外湖光山色美景下，惬意的享受着费尔蒙特限量英式下

午茶，醇厚的茶香和美味精致的甜点，给您优雅尊贵的享受。 

 

• 路易斯湖雪景 

路易斯湖被誉为“落基山脉上的宝石”，受到摄影师们的青

睐。路易斯湖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您可以尽情欣赏唯有冬

季才有的限定路易斯湖美景。 

 

• 城堡烛光晚餐 

在有百年历史的城堡酒店中，享受一餐既浪漫又美味的顶级

料理，让您的味蕾留下难忘的回忆。 

 

• 酒吧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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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休闲的时刻，到酒吧体验最本土的加拿大风格，让身心

得到最大的放松。 

 

• 路易斯湖缆车+大脚雪地行走+雪地飞碟 

路易斯湖滑雪场曾被滑雪杂志评委“风景最优美的滑雪场”，

5个不同区域各有特色。在这里尽情享受雪上项目带您的乐趣

吧！ 

 

一日行程推荐： 
 

推荐项目一：游览班芙小镇，乘坐硫磺山缆车（自费）送班夫

上温泉，强斯顿峡谷冰上行走（自费）  （每周六） 

前往来到班夫缆车站，自费乘坐班芙空

中缆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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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基山三大滑雪场任选任滑一日（每天均可预订，

包含酒店至雪场接送服务）  

加拿大高纬度多森林的地理环境使这里

成为绝佳的滑雪胜地，漫长的冬季正是

各地的滑雪爱好者来加拿大享乐的最佳

时段，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能手还是前来

玩耍的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

的一片天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

一地区拥有长达半年的雪季，世界级的

滑雪场不胜枚举，有的还被用作2010年冬奥会的比赛场地。如果单从滑

雪角度考虑，这一地区足以让瑞士相形见绌。全加拿大境内共有近千处

雪质优良的滑雪场，有的积雪深厚，有的落差近乎垂直，有的细腻如香

槟泡沫一般。驰骋在无垠的雪地上，任凭激起的雪粉拍打在背后，望着

远处银装素裹的针叶林，加拿大的辽阔与壮丽一览无余。寒冷的季节同

样能带给你一段洋溢着热力的回忆。 

 

推荐项目三：观赏气泡湖/优鹤国家公园（每周一） 

亚伯拉罕湖（Abraham Lake），湖泊是1972年建成的一个人工湖，每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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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赠送气泡湖畔David Thompson 

Resort 度假酒店雪中篝火烤棉花糖 

 

 

以下建议活动仅供参考，费用自理： 

• 气泡湖直升机 12 分钟体验鸟类视角欣赏冰雪落基山    130 加币 

• 气泡湖直升机 20 分钟深度体验落基山的精华所在      230 加币 

如因天气原因无法前往气泡湖，我们将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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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酒店——卡尔加里——原居地 

今天我们将根据您的航班时间为您预定班车从美丽的

冰雪落基山返回卡尔加里机场，如果您还对这次度假

行程意犹未尽，我们可以提供提供更长时间的酒店预

定，让您的此次行程更加难忘。 

 

建议您预定下午1点以后飞机。 

 

所需费用  

双人间/人 

$578.00 

*该价格12月14日—1月15日，2月14日—2月25日及中国春节期间

不适用，如需要请联系我们。 

 

自选项目 

项目 成人 小童 

班夫+强斯顿峡谷一日游 $69.00 $69.00 

硫磺山缆车 $64.00 $32.00 

硫磺山缆车+强斯顿峡谷冰上行走 套

票 

$150.00 $120.00 

路易斯湖缆车+大脚雪地行走+雪地飞

碟  套票 

$150.00 $150.00 

落基山三大滑雪场任选任滑一日（含

班夫酒店接送服务） 

$108.00 $35.00 

观赏气泡胡/优鹤国家公园（每周一） $69.00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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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括： 

1. 华籍导游 

2. 卡尔加里机场至酒店的接驳费用（卡尔加里机场-路易斯湖或班夫-

卡尔加里机场） 

3. 四人以上我们将会升级为中文导游专车机场接送服务 

4. 任选费尔蒙特路易斯湖酒店或班夫温泉城堡酒店 

 

费用不包含： 

1. 联邦货物服务税5%GST 

2. 往返机票、旅游保险，自费项目、膳食及个人开销、酒店押金 

3. 司机及导游服务费，本公司建议每人每天赏予司机加币$3及导游加

币$6。班夫接送机建议$6加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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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以利团体进行。行程中如发生意外而引至伤亡
或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等营运机构所订之条例，作为
解决依  据，概与公司无涉。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购买旅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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