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YYCR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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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点-晚上 9 点之间，其他时间加收 CAD60），随后

将客人送往酒店休息。13:00 前抵达的客人可自费选择参加

卡尔加里市区游览或奥莱购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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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号门等候; 

美国和其他国际航班, 请在到达出口 16 门星巴克等候。小车

团每人限带一件大件行李，多余行李请寄存机场 9 号门服务

处，费用客人自理。 

酒店：Best Western Premier Calgary Plaza Hotel/ / Deerfoot 

Inn Casino 或同级 

备注：酒店的安排以实际预定为准，不接受指定酒店。 

卡尔加里-露易丝湖-梦莲湖- 

翡翠湖 
早上酒店集合，我们将沿着加拿大 1 号公路，前往班夫国家

公园，沿途可欣赏艾伯塔省特有的牧场风情。首先我们将前

往坐落在十峰谷中的，落基山最美拍摄地【梦莲湖】。欣赏因

湖底沉积含矿物质的碎石映射出的变幻多姿的碧蓝湖水。午

餐（自理）后将前往北美最受摄影师青睐的摄影地点—【露

易斯湖】，茂林和维多利亚山倒映水中，形成一幅完美的风景

照。您可漫步湖畔或前往著名的

露易斯湖城堡酒店体验英国贵

族般的悠闲生活。之后将前往幽

鹤 国 家公 园中 最大 的 湖 泊 —

【翡翠湖】， 湖水因湖底沉积亿年的冰川遗碛，在阳光的照 

 

 

 

 

 

 

耀下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碧绿色，被誉为“落基山的翡翠”。您

还可以远眺著名的巴吉斯板岩场。之后将顺路前往【天然石

桥】。踢马河河水把岩石冲击出洞口崩腾而出，因而形成了天

然的石桥模样。让人由衷地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餐后

将前往气泡湖畔度假酒店休息。 

晚餐酒店内（自理，可选择团餐套餐 安排品尝当地特色烟熏

猪排餐）。 

*梦莲湖是季节性开放（6 月上旬-10 月中旬）， 根据天气情

况，如遇景点关闭，我们会以明尼旺卡湖作为停留景点 

酒店：David Thompson Resort 

备注：酒店的安排以实际预定为准，不接受指定酒店。 

               气泡湖-哥伦比亚冰原-贾斯珀 

今日将带您前往落基山最大的国家公园—贾斯珀。这里风景

优美，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可以看到北美红鹿、驼鹿、大

角羊、美洲黑熊、土拨鼠等。沿着具有北美最美公路之一美

称的冰原景观公路前行，从班夫国家公园至贾斯珀国家公园，

绵延 229 公里，可以看到

瀑布湖泊到草原和白雪覆

顶的山峰的景致变化。在群

山的陪伴下开始今日的行

程。首先将带您漫步于神秘的玛琳湖畔。【玛琳湖】是贾斯珀

国家公园最大的天然湖，您可（自费）乘坐玛琳湖游船，在

风景如画的湖光山色中行驶，前往世界著名的精灵岛。湖中

心露出水面的一片小岛，因在摄影大赛中荣获一等奖而闻名

于世。随后我们将前往加拿大落基山脉中最长、最深、景致

最奇特的【玛琳峡谷】体验大自然神奇的威力。峡谷内建有

双人房 同房第三/第四人 

898 798 

单人房 儿童 

1498 598 
 

 

1．此报价不适合石油展 2020 年 6 月 6

日-11 日，牛仔节 7 月 1 日-10 日，需

增加卡尔加里附加费每人 80 加币/晚，

同房第三人/第四人 25 加币/晚。 

2. 酒店房型以一张床或两张床为主，若

您有特殊要求，请在下单时备注，我处尽

量协调（但不保证房型）。 

2. 三人房或四人房不设加床服务（三人

间或四人间指三个人或四个人共用一个

标准间，标准间床型基本为 2 张 1.4 米

的床）。 

3. 儿童价基于两名成人入住双人间的情

况下使用，不占床位，如一位成人携带一

名儿童，需按照 2 位成人报名。 

行程特色： 

• 全程 15 座高顶用车，每团不超过 14 人精品 VIP 小团服务，非大巴团更舒适更安全更自在； 

• 升级入住班夫小镇，气泡湖畔特色酒店 

• 独家前往落基山脉 7 大名湖参观-露易斯湖、梦莲湖、翡翠湖、佩图湖、水鸟湖、气泡湖、玛琳湖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1. 司导小费（建议每人每日 CAD10.00，

接送机/城市游/夜游 CAD5.00/人） 

2. 联邦货物服务税 5%GST 

3. 膳食及私人开销，旅游保险 

4. 行程内除国家公园入场门票之外的其

他门票如缆车、雪车、温泉费等自费活

动 

2022 出发日期 

4 月 16 日 

至 

10 月 14 日 

 除周六天天出发 

 

1. 华语专业导游随团照顾 

2. 国家公园之入场费用 

3. 四晚酒店住宿及酒店早餐 

4. 设有空调之豪华旅游车辆 

5. 接机服务及行程结束后导游送至机场

（接送范围内） 

费用包含 

费用不包含 

费用列表及说明 



观景步道，可供穿行于峡谷两岸。

午餐自理（可选择团餐套餐）。下午

我们将前往加拿大贾斯帕国家公

园里著名的，也是最雄伟壮观的

【阿萨帕萨卡瀑布】，它的水流湍

急，水量超大，水声滔天，极具震撼力，它流经的峡谷被水

流长年冲刷，形成垂直悬崖的形状，别有特色。随后我们将

抵达世界闻名的【哥伦比亚冰原】，搭乘独有的大轮雪车又称

冰原雪车(自费)上达三百公尺深的阿萨帕斯卡尔冰川，您可

漫步于冰川上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神奇，并有机会亲尝万年冰

河水的特殊滋味。之后踏上透明冰川天空步道又称冰川玻璃

桥（自费），在天空步道游客可沿着完全开放的峭壁步道抵达

辛华达峡谷上方 280 米的玻璃地板观景台。这一壮观景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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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前往气泡湖畔度假酒店休息。傍晚体验篝火或观赏

暗夜星空，有机会欣赏到银河或流星 

*自费项目：冰原雪车+冰川玻璃桥（约 2-3 小时） 

酒店：David Thompson Resort  

       气泡湖—弓湖—水鸟湖—班夫 

 

深度游览亚伯拉罕湖（气泡湖）并前往艾伯塔网红瀑布——

半月瀑布参，随后游客可自费

体验气泡湖附近游览推荐项

目：气泡湖直升机、与牛仔一起

骑马同行，之后前往水鸟湖和

弓湖参观，下午时分，我们经城

堡山到达【强斯顿峡谷】，这里是班夫国家公园最受欢迎的徒

步地点，带您沿着狭窄的步道走进峡谷深处，穿过山间隧道，

近距离欣赏壮观的下瀑布群流水的威力晚上抵达班夫小镇, 

 

推荐自费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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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Caribou Lodge 或同级） 

       强斯顿峡谷-班夫镇-弓河漂流—

卡尔加里 

一觉睡到自然醒，前往【班夫缆车】(自费)又称硫磺山缆车，

直达有世界之顶美称的缆车站鸟瞰群山风光，打卡加拿大海

拔最高的星巴克，登上硫磺山

山顶可俯瞰班夫镇、弓河及山

脚下的班夫温泉酒店，远眺明

尼旺卡湖。夏季特别安排弓河

漂流（备注：6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其他时间或天气情况

不允许或不升级游客则改为车缆，2 周岁以下无法参加）。从

电影"大江东去”的著名场景【弓河瀑布】出发，一路顺弓河

而下，全程漂流约 7 公里，时长约 1 小时，喀斯喀特山脉和

隧道山的绝美景色尽收眼底。自然风光奇妙，河岸上有大量

的水禽和野花，偶尔也会发现野生动物！途中还可观赏印地

安人传说中鬼怪出没的地点—魔鬼岩。行程结束后将返回卡

尔加里 ，送至机场或市内唐人街。 

*请预定晚上 22: 00 以后的航班。 

加订或升级酒店       

  

卡尔加里酒店（含双早和酒店接送服务） 双人间 139/晚/房 

* 备注：石油展及牛仔节期间加订卡尔加里酒店 CAD299/晚/间，第三人，第四人 25/人。延住由酒店提供送

机，请提前自行与酒店前台联系。 

 

升级酒店 

升级市中心套房酒店（含双早） 30/60（一卧/双卧） 

升级一晚费尔蒙班夫温泉酒店（不含早） 288/人双人/三人） 

升级一晚露易丝湖费尔蒙酒店（不含早） 368/人（双人/三人） 

自费项目/人        

 成人 
儿童 

6-15 岁 

婴幼儿 

0-5 岁 

春秋落基山美景特价三项套票 

班夫缆车+冰原雪车+天空步道 

（6 月 15 日前及 9 月 15 日后）                                                                                                                                                

163.00 81.50 0.00 

夏季落基山美景特价五项套票 

班夫缆车+冰原雪车+天空步道+玛琳湖+气泡湖深

度游览（6 月 15 日-9 月 15 日） 

268.00 134.00 
0.00 

无赠送 

哥伦比亚冰原冰原雪车+天空步道 105.00 52.50 0.00 

班夫缆车（硫磺山缆车） 58.00 29.00 0.00 

玛琳湖游船登精灵岛 79.00 39.50 0.00 

气泡湖游览：新月瀑布、暗夜星空 65.00 65.00 65.00 

弓河漂流 1 小时 65.00 45.00 45.00 

团餐明细、不接受现场加订 

团餐：4 午餐+1 晚餐 168.00 168.00 168.00 

1.自费项目位置有限，需报名时一并缴费，出发前 7 天及行程当中不接受任何自费项目的加订服务；2.行程中所

列团餐项目为参考内容，如有特殊变动不再另行通知。团餐价格为客人提前预定价格，不接受现场加订；3.旅行

期间，不接受客人通过非我公司渠道预定的门票使用；4.如因未能入住到戴维汤普森度假山庄，气泡湖夜游将由

班夫夜游替代，烟熏猪排餐将由中餐替代。5.赠送气泡湖深度游览需另付导游小费 5 加币/人。 

 

 

 

第四天 

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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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升级

费尔蒙酒店，出发前 45 天内取消需扣除酒店全款。修改已定的日期或行程收取 10%的服务费出发前 45 天内取

消需扣除酒店全款。修改已定的日期或行程收取 10%的服务费用，出团前 14 天内不能做任何修改。 

 

旅游条款： 

*行程所有景点抵达游览时间为预计时间，具体时间以当天实际情况安排为准。* 本公司保留更改行程及游览顺

序权利。如因不可控制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如期参观，为了不耽误您的行程，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协助您

作更好的其他行程安排，或临时调整景点的游览顺序，或取消参观将不再做另行通知。* 按照行程中参考酒店或

以同级酒店安排，入住时间为每天 16:00 后，酒店内不允许吸烟。*为保障您的个人财产安全，我们建议您在旅

行期间随身携带个人贵重物品，不要将贵重物品遗留在大巴/酒店/景点/餐馆等地点；在任何情况及任何地点下

失窃，造成个人财产损失，地接社及司机、领队导游等均不负任何责任，请您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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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特约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