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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日期 

2019 年 5 月—9 月         逢周三、六出发 

特别推荐 

金枫叶特色中文包厢团 

2019 年 5 月 18 日/7 月 27 日/8 月 10 日 

银枫叶特色中文包厢团 

2019 年 9 月 25 日 

出发地 卡尔加里 

☆行程特色： 

• 卡尔加里接机，涵盖落基山所有景点，避免舟车劳顿节省路途时间； 

• 独家赠送落基山冰原 6 分钟直升机体验（每房赠送两人）； 

• 特别推出火车全程中文讲解团期，让您享受 VIP 待遇，了解落基山

沿途的每一处景点及加拿大人文历史。 

• 搭乘登山者号全景火车，体验全球最佳火车观光线路； 

• 在这条经典的线路中，您可以一边享用加拿大当地美食，一边聆听趣

闻轶事，例如西部的铜矿开采历史以及鲑鱼的生命历程； 

• 置身在玻璃顶的观景车厢中全方位欣赏风景，或者在露天观景车厢中

细嗅松柏和云杉林的清香味道； 

• 海陆空全方位尊贵体验：直升机的天空翱翔，玛琳湖游船的碧波荡漾，

登山者号列车的尊贵豪华。 

金枫叶、银枫叶区别：                   

选择【金枫叶服务】的客人将乘坐双层超大透明窗的圆顶包厢。您可以

通过高层完全透明圆顶窗户欣赏全景，或者到金枫叶乘客单独的餐厅享

用美味菜肴并全程享受免费的零食、饮料及酒水。 

在登山号 Rocky Mountaineer 上选择【银枫叶服务】的客人可以乘坐超

大半球形透明窗的单层圆顶包厢。客人可以在您舒适的座位上享用美味

菜肴并全程享受免费的零食及无酒精饮料。 

行程描述：                   

第一天   原居地-卡尔加里  

飞抵卡尔加里（Calgary）机场，导游将在此等候

（免费接送时间早 9 点-晚上 8 点之间，其他时间

加收 CAD60），随后将客人送往酒店休息。接机

时间在 1 个小时内的不同航班会合并拼车接机。 

机场集合地点：加拿大境内航班,请在到达出口 5 门星巴克等候; 美国和其

他国际航班, 请在到达出口 16 门星巴克等候。 

推荐景点： 

客人可自行前往唐人街、步行街-Stephen Ave 、北美第二高塔-

Calgary Tower（自费），塔上有每小时回转一次的旋转餐厅及观景台，

团友可远眺市街全景及 100 公里外的落基山脉、喜欢购物的朋友可前往

室内购物商场-TD Square 或者名牌店 Holt Renfrew 体验一下没有加

拿大省税的购物乐趣 

推荐美食：卡尔加里美食团、海鲜牡蛎餐厅、凯撒牛排等美食 

酒店：Coast Plaza Hotel/ Clarion Hotel / Ramada Plaza Calgary 

Airport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re 或同级 

备注：酒店的安排以实际预定为准，不接受指定酒店的预定 

第二天   卡尔加里—贾斯伯国家公园-哥伦比亚冰原 

今日的行程将带您前往落基山最大的国家公园

-贾斯珀。首先我们将前往有最美丽公路美称

的冰原景观公路 ，将拜访景观公路上最多游

客到访的弓湖以及以顏色多变著称的佩投湖，

形状特殊的鸦爪冰川，接著带您抵达世界闻名的哥伦比亚冰原区，搭乘

独有的大轮雪车(自费)上达三百公尺深的阿萨巴斯卡冰川，您可漫步于冰

川上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神奇，并有机会亲嚐万年冰河水的特殊滋味或将

参观新落成的冰川天空步道，（自费）在天空步道，游客可以沿着完全

开放的峭壁步道抵达辛华达峡谷(Sunwapta Valley)上方 280 米(918 英

尺)的玻璃地板观景台。这一壮观的景点被誉为全球最独特的生态系统之

一，同时也是了解生态学、地质学、冰川学知识以及哥伦比亚冰原地区

自然历史的绝佳之处。 

*佩投湖如遇景区关闭，将以水鸟湖代替。 

前往戴维 汤姆逊度假山庄体验赠送项目：6 分钟冰原直升机 

（每房赠送 2 人，4 人起成行，如若天气或人数原因不能成行，赠送项目

不予退款） 

傍晚夜幕降临后参加篝火或观看暗夜星空。 

推荐自由活动：贾斯珀夜游、寻找野生动物之旅（4 人成行） 

酒店: David Thompson Resort 戴维-汤普森度假山庄 

第三天  戴维-汤普森度假山庄—班夫-强斯顿峡谷  

今日我们将前往世界闻名的落基山国家公园。 

班夫缆车(自费)：直达有世界之顶美称的缆车站鸟瞰群山风光,并拜访电

影”大江东去”的著名场景—弓河瀑布及落基山的城堡伟雄的班芙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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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抵达强斯顿峡谷。 

晚上返回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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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自费活动： 

*班夫日落、寻找野生动物之旅 

*班夫上温泉，班夫上温泉是加拿大在册的历史古迹之一，拥有 100％纯

天然矿物活水，水温保持在 37 和 40 度之间。背靠着壮观的班夫高山风

景，在历史悠久的水疗馆与现代化设施完美配合下，是您放松心情，缓

解肌肉酸痛的绝佳选择。 

推荐餐厅：The Keg 牛排 、The Maple Leaf  牛排或前往 Banff Ave 

Brewing 体验一下冰川水现酿啤酒吧 

酒店: Voyager inn ，Inns of Banff 或同级 

第四天   班夫镇-翡翠湖-路易斯湖-梦莲湖-卡尔加里 

早上 9：30 在酒店大堂集合，搭乘专车前往世界闻名的落基山国家公园。 

前往景点：螺旋隧道 Spiral Tunnel 活动时间: 约 30 分钟 

这个花费两年时间建成的铁路工程奇迹，定让您叹为观止：8 字型盘山螺

旋隧道（Spiral Tunnel）是整个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浩大工程施工中最为

险要的路段之一，也浸透着无数铁路华工的血汗。 

前往景点：翡翠湖-Emerald Lake   活动时间: 约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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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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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景点:露易斯湖  活动时间: 约 40 分钟 

客人可以尽情的享受露易斯湖的宁静并可

漫步湖畔欣赏湖光山色或前往著名的露易

斯湖城堡酒店享受英国贵族般的悠闲生活。 

前往景点: 梦莲湖   游览时间:约 30 分钟 

落基山最适合拍照的湖泊，该湖面呈宝石蓝色, 晶莹剔透, 像是一颗璀璨

的明珠。梦莲湖坐落在著名的十峰谷（Ten Peaks）中，湖底积满了富含

矿物质的碎石，经年累月的沉积形成了变幻多姿的碧蓝色湖水。 

备注：梦莲湖是季节性开放， 如遇景点关闭会以双杰克湖作为停留景点 

酒店: Voyager inn ，Inns of Banff 或同级 

第五天  加拿大登山号列车-坎卢普斯 

上午 7:40 登上班夫车站的登山者号火车。您可以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冰

川和白雪皑皑的山峰之间，穿越山路，穿过非凡的隧道，沿着岩石湖岸

和内陆的牧场穿行，欣赏壮观的景色。今天的亮点包括大陆分水岭，螺

旋隧道，踢马峡谷，罗杰斯山口，这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最后一个高

峰。列车上将提供早餐和午餐。太平洋标准时间下午 6:30 至晚上 8:00

抵达坎卢普斯。您可以在晚上游览坎卢普斯市，或在酒店房间放松身心。

坎卢普斯的所有酒店都是中等标准的：您的酒店将在预订后分配。 

酒店: Kamloops 坎卢普斯 

第六天  坎卢普斯—温哥华 

太平洋时间上午 7:35 登上坎卢普斯火车站的落基山登山火车。在今天的

西部旅程中，您将再次看到风景的巨大变化，从内陆的沙漠般的环境，

到蜿蜒的河流峡谷和原始森林，到海岸和喀斯喀特山脉以及弗雷泽河谷

郁郁葱葱的绿色田野。船上将提供早餐和午餐。亮点包括沿汤普森河

（Thompson River）的陡坡和岩石棚以及弗雷泽峡谷（Fraser Canyon）

地狱之门（Hell's Gate）的湍急水域。 

您将在太平洋标准时间下午 6:00 至 7:30 之间抵达温哥华。 

所需费用 CAD           

 双人房 三人间 单人房 儿童 

金枫叶 3699.00/人 3599.00/人 4579.00/人 3019.00/人 

银枫叶 2999.00/人 2799.00/人 3799.00/人 2339.00/人 

* 备注：此报价不适合 6 月 11 日-16 日，7 月 5 日-16 日，欢迎来电查

询。为保证团体出行，不接受客人通过非我公司渠道预定的门票使用。 

自费项目        * 团餐价格为提前预定价格，现场预定需加 10%服务费 

 成人 儿童 6-15 岁 

冰原雪车+天空步道 109.00 55.00 

硫磺山缆车 66.00 33.00 

班夫日落、寻找野生动物（4 人成行） 65.00 65.00 

团餐：3 午餐+1 晚餐 70.00 70.00 

加订酒店        * 备注：此报价不含牛仔节及石油展期间 

 每房 

卡尔加里酒店（含双早和酒店接送服务） 129.00 

 

费用包括： 费用不包含： 

1. 华语专业导游随团照顾 

2. 国家公园之入场费用 

3. 五晚酒店住宿及早餐 

4. 设有空调之豪华旅游车辆 

1. 司导小费（建议每人每日 CAD9.00，

接送机 CAD4/人） 

2. 联邦货物服务税 5%GST，旅游保险 

3. 膳食及私人开销 

4. 行程外的其他门票缆车、雪车、温泉

费等自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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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规则： 

订团取消及更改：出团前 14 天内，不作任何更改及退款；14-29

天：50%团费；30 天以上：20%团费。修改已定的日期或行程收

取 10%的服务费用。火车票一经出票无法退改。 

备注事项： 

* 本公司保留更改行程权利，以利团体进行。 

* 如遇因天气原因导致景点关闭，凭景点关闭公告我们将退还已付景点门

票费用。如遇景点整修或雨雪天气无法到达，我们将用其他景点替换。 

*按照行程中参考酒店或同级酒店安排，酒店入住时间为每天 16:00 之

后，酒店内不允许吸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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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