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磯山脈五日 
高端品味之旅



探索落磯山脈  
深度必訪 TOP3

夢蓮湖由十座3千公尺以上的雪山環繞，在
陽光折射沉積的岩粉下，美麗的藍綠色湖
水增添了雄偉壯麗、氣勢磅礡的獨特美景。

ONE  
歐⾵⽂化體驗
班夫小鎮充滿著濃厚瑞士風格，周圍環繞
著世界最壯麗的湖光山色，融合了所有落
磯山脈美景，勾勒出和諧當地文化以及美
食佳餚，絕對不虛此行！

TWO  
冰原雪⾞探險
搭乘冰原雪車踏上阿薩巴斯卡冰川，腳上
踩著沉積萬年的冰原，品嚐一口萬年冰河
水，將終身難忘這壯麗冰原。

THREE  
夢幻仙境湖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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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成行: CAD$ 1680/人 

5人成行: CAD$ 1550/人 

6人成行: CAD$ 1400/人 



加拿大第三大城市，也是最多次數被評為「世界
上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擁有獨厚的生態資
源 ，亦佔了世界上現存溫帶雨林的四分之一。
這裡有數不盡的自然美景與多元文化。 從事划
船、打高爾夫球、滑雪等活動；或是到高雅時髦
的精品店購物，造訪著名的美術館及博物館。整
個城市生活豐富多彩，人口適中，既不擁擠嘈雜，
也不冷清蕭瑟。

Vancouver 
溫哥華

班夫小鎮是全加拿大最具盛名的度假村，被世界
最壯麗的湖光山色所環繞。這裡融合了落磯山脈
的幽美景色以及現代化的便利性，遍佈著一流的
住宿設施、世界級的滑雪場、觀光景點、餐廳及
各種旅遊服務。如果您尋求的是生態探險、認識
歷史、休閒、縱情山水，這裡將是適合探險的目
的地。

Banff
班夫

位於加拿大西南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境內，地處歐
肯納根山谷中，涵蓋面積跨越6大城市, 湖畔因它特
殊的氣候與環境而成為了優良水果的產地，而葡萄
更是當地的主要出產，環湖周圍有一百多家葡萄酒
廠。冰酒(Icewine)是加拿大的特產，而山谷的冰酒
則是加拿大最好的冰酒.湖形狹長，面積351平方公
里。當地土著印第安人中傳說，湖中存在一種叫奧
古布古的水怪。

歐肯納根湖
Okanagan



水上飛機是近年來興盛的旅遊方式: 
從港灣起飛，高空俯瞰 BC省自然
山河美景，呼吸著帶有森林及海風
的氣息，然後緩緩地降落在水面上。
除了屏息美景外，更可以為旅途節
省不少路上交通的時間，多加探索
加拿大的各種精采之處。

想俯瞰班夫及鄰近的山河美景，可
以搭乘硫磺山纜車直奔山頂；在9分
鐘內從海拔1,583公尺爬升到2,281公
尺；除了可以從置高點欣賞到落磯
山脈美麗的天際線，還有來回2公里
的散步級木棧步道，是不可錯過的
絕色景點。

由Brewster公司獨家經營的冰原雪
車，是來到落磯山脈必排的難得體
驗，哥倫比亞冰原於公元前238,000
至126,000年前形成，能踩在冰原上
體驗累積了萬年的自然力量，不論
是眼前景觀還是感受都非常特別，
相當值得一遊。

Harbour Air  
⽔上飛機

Banff Gondola 
班夫纜⾞

ICE EXPLORER 
冰原雪⾞

不同凡響體驗



明尼旺卡湖是班夫國家公園中最深
的湖泊，它的名字有「水之精靈」
的含意，是落磯山脈中的一片雪山
湖泊。每年五到十月，營運的遊湖
船每天從距離班夫鎮僅15分鐘車程
的湖邊碼頭出發，飽覽這片湖光山
色。遊客可沿途觀賞並瞭解當地的
早期探險史、民間傳說以及地質組
成結構，有機會還能捕捉到麋鹿、
狼、鷹和熊出沒的蹤跡喔!

落磯山脈的冰川天空步道於2014年
啟用後，竄紅為當地的新地標；全
長500公尺，以線條簡單的鋼架，架
設於聖瓦塔山谷上方280公尺的高空
岩壁中。步道分為兩大部份: 環山步
道和突出於懸崖的透明U字型玻璃瞭
望台。全新視野遠眺壯觀的哥倫比
亞冰原、俯瞰深邃險峻的峽谷。

從酒莊大門開始，經過風格洗鍊的
當代建築，讓人彷彿置身頂級莊園。
酒窖巡禮更是驚豔，地面排列著橡
木桶陣容盛大，感覺就像走進地下
碉堡檢閱勁旅盛況。側面設計一間
典藏室，兩側架上安置各種陳年藏
酒，正面岩壁展示自各地收集來的
容器，埃及儲水陶甕、希臘水瓶，
甚至有中國明朝的陶瓷酒甕，價值
斐然教人震撼。

Minnewanka Lake Cruise 
明尼旺卡湖遊湖船

Glacier Skywalk 
冰川天空步道

Mission hill 
⽶遜坡酒莊巡禮



被稱為”極致夢幻住宿”的露易絲湖城堡酒店隸屬費爾蒙酒店

集團；這座城堡酒店位於班夫國家公園內，面對落磯山脈雪

山下清澈如碧玉的露易絲湖和維多利亞冰川的360度全景，

如夢似畫，美得讓人屏住呼吸。 

酒店保留了十八世紀維多利亞式的建築風格，巧妙地採用了

和湖水一樣的水綠色，與湖光山色融為一體，仙氣十足。 

飯店提供室內溫水游泳池、健身中心、滑雪設施、全方位服

務spa設施、美髮店和數個內部餐廳，遊客可以盡情享受!

露易絲湖城堡酒店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第2天

第1天 歐風酒莊朝聖 山間湖畔的貴族風情

跨越鄉間及城鎮，來到生氣蓬勃的鐘樓湖畔酒莊。一口品嘗著當地農人按照時令釀製
的葡萄酒及冰酒；一邊欣賞著酒莊制高點的無價美景。接著前往歐肯納根湖，傳說這
裡住著神祕的百年湖怪，就讓我們一起幫助當地印第安人擊退牠吧! 

Mission Hill 米遜坡酒莊 
這片鬱鬱蔥蔥的山頭和12層樓高鐘塔的山
頂景觀是葡萄酒愛好者的世外桃源，在露
天平台上進餐；美麗風景搭配新鮮的食材，
加上圓形劇場中所舉辦的現場音樂會。 

Okanagan Lake 歐肯納根湖畔 
歐肯那根湖畔因特殊的氣候與環境而成為
了優良的水果產地，而葡萄更是當地的主
要出產，這裡山谷生產的冰酒是加拿大最
頂級的類別。 

溫哥華☛楓葉一號公路☛希望小鎮☛歐肯納根湖☛米遜坡酒莊 
☛基隆那☛灰熊鎮

探索楓葉河谷 尋找硫磺山秘境

穿過青蔥重山、捕捉途中野生動物的可愛身影後，歡迎正式抵達仙境國度-落磯山脈。 
我們已準備好頂峰纜車讓貴賓們飽覽班夫小鎮及壯麗綿延的落磯山脈群，這個制高點
巡禮，絕對讓您對眼前美景讚不絕口；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到敬佩 !

Yoho National Park 幽鶴國家公園 
坐落於落磯山脈，國家公園內拔地而起的
山牆和奔騰飛濺的瀑布都令人望而興嘆，
但是又安靜自得，讓人流連忘返。 

Banff Gondola 班夫纜車 
在八分鐘內從海拔1,583公尺爬升到 2,281
公尺的纜車，不但可以從制高點欣賞到落
磯山脈美麗的天際線，還可以在木棧步道
悠閒漫步，充分吸收大自然芬多精。

黃金鎮☛優鶴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班夫頂峰纜車



第3天

第4天

巨輪雪車登頂 漫步凌駕雲峰

乘上童話書上出現的巨輪雪車，攀爬將近70度的冰原斜坡，腳下踩著萬年前形成的哥倫比
亞冰原永凍層，享受騰雲駕霧的雲峰美景；累積了萬年的自然力量，感受浩瀚無窮的自然
力量，人類因此顯得渺小。接著體驗步步驚心的玻璃橋，如同巨人般的站立於群山之巔，
腳下的透明玻璃，一覽無遺地呈現壯觀的冰川美景，美得令人窒息! 

Columbia Icefield Glacier Adventure 冰原雪車 
搭乘冰原雪車踏上阿薩巴斯卡冰川，腳
上踩著沉積萬年的冰原，品嚐一口萬年
冰河水，將終身難忘這冰原體驗。

Glacier Skywalk 天空步道 
位於賈斯珀國家公園之中，沿著完全開
放的峭壁步道抵達辛華達峽谷的玻璃地
板觀景台。這一壯觀的景點被譽為全球
最獨特的生態系統之一，同時也是哥倫
比亞冰原地區自然歷史的絕佳之處。

奧林匹克競技 光輝榮耀再現

我們為貴族們安排了愜意的遊湖船，在這一整片雪山湖泊中，悠閒的欣賞陸地罕見的湖光
山色，聆聽著悅耳的蟲鳴鳥叫，片刻隔絕了城市的喧囂，讓自身心靈沉澱，吸收天地山河
間的靈氣。來到冬季奧運舉辦地，感受聖火傳遞時，奔騰氣勢凝聚著整個加拿大的向心力，
心中與有榮焉的感動。

Minnewanka Lake Cruise 明尼旺卡湖遊湖船 
明尼旺卡湖是落磯山脈中的一片雪山湖泊。
遊客可沿途觀賞並瞭解當地的早期探險史、
民間傳說以及地質組成結構，有機會還能
捕捉到麋鹿、狼、鷹和熊出沒的蹤跡喔!

Canada Olympic Park 奧林匹克公園 
親臨 1988 年冬奧場館-卡加利奧林匹克
公園，遊覧地形奇特的馬蹄鐵峽谷，一
睹經過億萬年侵蝕、風化、沉積而成的
神奇石柱。

阿薩巴斯卡冰川(冰原雪車)☛落磯天空步道

班夫湖☛卡爾加里市☛奥林匹克廣場☛中國城☛露易絲湖



 

第5天 世代相傳農莊 古法培育西洋蔘

拜訪當地世代農莊，品嚐白人夫婦用自家有機食材烹飪出道地的加拿大美食，感受在
地人迎賓的熱情。傳說中國有長生不老的仙丹，一向為歷代君王所渴求，而北美，西
洋蔘則是印第安部落世代推崇的靈丹妙藥，了解整個培育過程，將會發現東西方所追
求的養生之道，竟是如此的巧合相似。

David Orchards 世代農莊 
這是個經營七十多年的農地，所有的蔬果皆
出自有機栽培和細心照料。貴賓們可以觀賞
莊稼正在種植，也可以在田野裡散步時採摘
農作物，並品嚐產地直送的新鮮佳餚。 

Sunmore Ginseng 參盟蔘場 
人參自古在中國歷代本草均有記載因其相
如人形而得名，為常用之上品珍貴藥材。
北美洲產者稱為北美西洋蔘，又名粉光蔘、
花旗蔘。具有補肺降火、生津液、除煩倦
之功效，體質虛而有火者最適宜。

維儂市☛甘露市☛薩蒙阿姆市☛冰川國家公園☛溫哥華

取消及退款辦法: 
(1) 出發前 31 天及以上，收手續費 CAD 500/人 
(2) 出發前 21~30 天，扣除團費 50% 
(3) 出發前 8~20 天，扣除團費 75% 
(4) 出發前 7 天內，扣除全部費用 
(5)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6) 如團員因簽證不獲批准或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注意事項: 
(1) 本公司當盡可能使一切行程節依照章程內完成，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罷工,路況,壞車,證件遺失及當地酒店突告客滿等,而
導致旅行團之全部或部份行程有所延遲,更改或取消,而非本公司能力範圍所能控制時,本公司概不負責任何賠償。但本公司將盡
力提供與行程表所列類似或同級酒店及其他有關服務.如因行程改變而導致費用增加,參加者須自行繳交額外之費用. 
(2) 因有部分活動與當地業者配合，若行程上有糾紛或意外發生，而非本公司能力範圍所能控制時。由當地業者全權負責，與
本公司無關。 
(3) 客人於所住的酒店,巴士或途中有遣失任何物品概與本公司無關,如有懷疑物品被盜竊本公司可協助報警處理。 
(4) 本公司建議旅客自行購買旅遊平安保險，參團旅客須攜帶六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簽證等相關文件。如有任何原因，導致無
法入境，所繳交費用及後續事宜需旅客自行負責。本公司概不會退費或為後續負責。

費用包括：燃油費, 司機兼導遊, 四晚
住宿, 幽鶴國家公園門票, 每日10小時
彈性用車 
費用不包：餐膳、門票、旅遊保險、
簽證費用、所有私人性質的花費、5% 
GST稅, 司機導遊服務費: CAD 10 (每
位客人/每天)

【冰原雪車】 
CAD$ 99 (成人)  
CAD$ 49.5 (6-15歲)

【天空步道】 
CAD$ 34 (成人)  
CAD$ 17 (6-15歲)

【班夫纜車】 
CAD$ 64 (成人)  
CAD$ 32 (6-15歲)

【明尼旺卡湖遊湖船】 
CAD$ 62 (成人)  
CAD$ 31 (6-15歲)

自費項目：

Reg #72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