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見加拿大『露易絲湖城堡.洛磯纜車』9 天
--------------------------------------

當多元的文化色彩，覆蓋著保存已久的印第安土著傳奇，在英法兩國統治後的歷史光芒下，
冬戀雪舞～雪霧輕盈及美妙景緻...全都沉浸在浪漫的加拿大氛圍之中...

旅展出發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2018 年 1 月 12 日

城堡尊爵品味

★「費爾蒙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被稱為洛磯山脈的寶石，有著白色大理石豪華歐洲宮殿風格的外觀，飯店內每間餐廳都有大片落地
窗，可欣賞窗外壯麗的維多利亞山。美麗的湖光山色伴您入睡，再一起甦醒，當眼裡映入的城堡完
全與雪峰、碧湖融為一體的那刻，將喚醒您夢寐以求的那股悸動！

雪白氛圍。趣味呈獻：
◎ 「硫磺山景觀纜車」搭乘獨特的電纜車攀登海拔 2450 公尺高的硫磺山山頂

四大國家公園。美不勝收
◎
◎
◎
◎

班夫國家公園：露易絲湖、城堡山、弓河瀑布、驚奇角，漂亮如畫布般的風景, 集結了所有美麗。
優鶴國家公園：翡翠湖、天然石橋，多處峻峭山峰、瑰麗美景目不暇給。
冰川國家公園：經由羅傑士峽道，欣賞周圍俊秀的風光與冰河遺跡，更加滿足您的視覺享受。
灰熊國家公園：此區域包含了世界上唯一的溫帶內陸雨林，沿途是陡峭及崎嶇蜿蜒的山脈美景。

精選多項風味餐食。豐富味蕾：

△希臘風味餐、亞伯達牛排餐、中式海鮮餐
△中式料理安排七菜一湯、城堡內享用西式早餐。

參考航班：
（CI）中華航空。
天 數

起飛地

抵達地

航班號碼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1天

台北TPE

溫哥華YVR

CI32

23:15

18:45

10時30分

第7天

溫哥華YVR

台北TPE

CI31

00:40

05:30+1

12時50分

※以上為參考航班資訊，實際航班請以當團說明會資料為主
第 一 天 台北／溫哥華 Vancouver-奇利瓦克
今日收拾起簡單的行囊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來到機場，想想在機上看它個幾部電影，再
小睡一會兒～我們就要抵達加拿大西岸第一大城「溫哥華」。由於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
日抵達後隨即搭車前往奇利瓦克飯店好好休息，也可調整時差為隨即而來旅程的做充分的
準備。
△車程參考：溫哥華－約 1 小時 20 分鐘（110 公里）－奇利瓦克
早餐：Ｘ

午餐：Ｘ

晚餐：機上

住宿：Coast Chilliwack 或同等級飯店。

第 二 天

奇利瓦克－希望鎮－甘露市－高登鎮
上午沿著加拿大東西岸楓葉一號國道進入菲沙河谷，途經廣闊的平原，之後經《第一滴血》
的拍攝地，也是百年前淘金時期的美麗小鎮「希望鎮」，在此稍作休息隨後專車沿著公路
越過海岸山脈進入卑詩省中部內陸山區。中午抵達「甘露市」，此地位於內陸氣候乾燥適
於花旗蔘的生長，是北美洲花旗蔘的主要產地。特別安排前往◎花旗蔘產示中心了解花旗
蔘生長過程。午餐後沿著沿著鷹峽道，前往由華工興建的太平洋鐵路與加拿大國家鐵路交
會的◎最後一根釘紀念碑，瞭解一百年前第一代中國鐵路勞工在此奉獻生命的血淚史，一
窺太平洋鐵路建造之艱辛。之後途經雷佛史塔國家公園，別名◎灰熊國家公園，最熱鬧的
雷佛史塔鎮因為入口處的灰熊雕像，而被暱稱為灰熊鎮，久而久之也幾乎取代了原先的名
稱，接續途經四百多個大小冰河的◎冰川國家公園以及 BC 省最險峻的◎羅傑士峽道，此處
為 1 號公路最高點，四面高山環繞，可欣賞周圍俊秀的風光與冰河遺跡。晚間來到高登鎮，
夜宿於此。
◎下車參觀或行車經過：花旗蔘展示中心、最後一根釘紀念碑。
著
※景緻規劃：灰熊國家公園、冰川國家公園。
△車程參考：奇利瓦克－約 2 小時 30 分鐘（255 公里）－甘露市
甘露市－約 3 小時 50 分鐘（360 公里）－灰熊鎮
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中式自助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Golden 或 Prestige Inn Golden 或同等級飯店。

第 三 天

高登鎮－班夫國家公園-露易絲湖
今日前往坐落在班夫國家公園中心的「班夫鎮 Banff」
，是加拿大洛磯山脈中最受歡迎的觀
光點，被譽為”洛磯山脈的靈魂”，依偎在雄偉的高山、碧綠的湖水之間，班夫小鎮只有
不足 9000 常住人口，而每年能夠吸引約 350 萬名遊客。今日我們將好好遊覽這加拿大第
一個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首先來到不容錯過的景點◎弓河瀑布，弓河從此處傾瀉而

下，沖刷著受到侵蝕的石灰石岩層，形成咆哮而下的瀑布，此處也是著名影星瑪麗蓮•夢
露主演的電影《大江東去》外景地，從此聲名遠播。續前往◎驚奇角遊覽，眺望百年古堡
建築的班夫溫泉城堡酒店，巧克力蛋糕般的城堡外型為該地最有名的地標物，讓人驚嘆它
的雄偉壯觀。該城堡座落於班夫國家公園內，最初建造的定位為全世界最高級的古堡大飯
店，外表建築以蘇格蘭和法國鄉村風格為主！ 之後前往搭乘獨特的★硫璜山纜車，攀登海
拔 2,450 公尺高的硫磺山山頂，透過窗戶隨著爬昇的纜車鳥瞰班夫美景，並在展望台上眺
望令人屏息的風光，群山環繞的美景等讓您永難忘懷。而班夫大道是小鎮最熱鬧的去處，
兩側仍保留著十九世紀的建築特色，街道上商店林立，有各式的紀念品出售，並有速食店
和各式風味的餐館，亞伯達省是加拿大較低稅率的省分，你可在此滿足購物的樂趣，並跟
親朋好友自行挑選間喜愛的餐廳共度歡樂的午餐時光。最後的重頭戲則是來到洛磯山之珠
◎露易絲湖，從城堡飯店前遠眺維多利亞冰河之美，有如集千個美景於一處，令人讚嘆不
已！世上難有景緻可與相比。我們特別安排住宿位於湖畔的「露易絲湖城堡飯店」，如果
你愛上露易絲湖的美，保證愛上這間城堡飯店，有著《世界最美的窗戶》而聞名，其最大
特色是飯店的各間餐廳皆有大片的落地窗，可欣賞窗外的美景或露易斯湖及壯麗的維多利
亞山及所形成的冰河平原。你可自行在這裡點杯咖啡伴著窗外的美景，呼吸也跟著一起浪
漫了起來。（註：若遇露易絲湖城堡飯店滿房，將改至班夫溫泉城堡飯店。）
◎行車經過或下車參觀：羅傑士峽道、弓河瀑布、驚奇角、城堡山、露易絲湖。
★門票安排：硫磺山觀光纜車
※景緻規劃：班夫國家公園。
△車程參考： 高登鎮－約 1 小時 30 分鐘（140 公里）－班夫鎮
班夫鎮－約 45 分鐘（60 公里）－露易絲湖
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韓式火鍋料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露易絲湖城堡飯店）或 The Fairmont Banff
Springs(班夫溫泉城堡飯店)或同等級飯店。

第 四 天

露易絲湖－優鶴國家公園－科隆那
露易絲湖有許多美譽...洛磯山藍寶石、洛磯山蒙娜麗莎、小魚之湖...等，這座長 2.4 公里、
寬 500 公尺的湖泊，座落在標高 1,731 公尺高的山裡，因冰河水中含有細微的粒子，所以
靜謐的湖水呈現出不可思議的青綠色，令人讚歎的世界美景，彷彿是一幅畫既優美又有深
意。今日休閒的享用早餐後，前往風景瑰麗的◎優鶴國家公園，沿途將看到那舉世無雙的
天然奇景，高聳入雲的山峰，筆直陡峭的岩壁，置身於一幅氣勢磅薄的風景中。我們將探
訪踢馬河沖刷所形成的◎天然石橋，及有洛磯山綠寶石之稱的◎翡翠湖，其中峻峭山峰、瑰
麗美景目不暇給。之後驅車前往是素有”卑詩省的水果籃”之稱的「湯普森歐肯那根谷
地」
，而「科隆那」就位在卑詩省流域最廣、景色優美的河谷中，此地依山面湖風景優美。
◎行車經過或下車參觀：天然石橋、翡翠湖。
※景緻規劃：優鶴國家公園。
△車程參考： 露易絲湖－約 30 分鐘（30 公里）－優鶴國家公園
優鶴國家公園－約 4 小時 30 分鐘（370 公里）－科隆納
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住宿：Prestige Inn Kelowna或 Best Western Kelowna 或同等級飯店。

第 五 天

科隆那－溫哥華

今日早晨將帶您漫步於◎歐肯那根湖湖畔，此湖長達兩百餘公里，水深難測，據說有水怪
出沒，加拿大政府還為此水怪懸賞加幣 200 萬，求得真正水怪的照片。之後我們將返回溫
哥華，車程中將途經◎瑪莉森林觀測所，此地位處半沙漠氣候帶，草原廣闊，令人心曠神
怡。之後沿著五號公路來到菲沙河谷，廣闊的低陸平原，田園牧野景觀盡入眼簾，隨後特
別安排各位貴賓前往★冰酒酒莊，酒莊除了釀造紅、白酒外，還有藍莓酒、覆盆子莓酒、
蔓越莓酒及加拿大最難能可貴的冰酒，每一瓶都有貼上 VQA 標籤，表示符合加拿大葡萄
酒商品質保障聯盟的標準。
◎行車經過或下車參觀：歐肯那根湖、瑪莉森林觀測所。
※貼心規劃：冰酒酒莊巡禮。
△車程參考：科隆那－約 1 小時 30 分鐘（130 公里）－瑪莉森林觀護所
瑪莉森林觀護所－約 2 小時 40 分鐘（270 公里）－溫哥華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中式自助餐

晚餐：希臘式精緻套餐
（羊排、牛排、鮭魚）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或同等級旅館。

第 六 天

溫哥華自由自在一日遊
建議自費行程：維多利亞一日遊（布查花園）(每人加幣 160，16 人成行)
今日你可以在飯店優閒一整日或自行搭車前往溫哥華市區逛街，也可參加
維多利亞一日自費: 早餐後前往碼頭，安排搭乘 BC 渡輪，橫渡喬治亞海峽前往溫哥華島
的維多利亞，這是一個散發著無比的魅力、世界聞名的城市，它的美貌引來...花園之都、
小英國、退休樂園...等美名，在在都是道出它的美麗及可愛之處。抵達後後首先前往維多
利亞知名「布查花園」，在巧妙的人工精緻規畫下，玫瑰花園、義大利花園、日式庭園、
低窪花園、羅斯噴泉，一次呈現在遊客面前，在十二月的聖誕季節來臨時，還會有繽紛的
彩燈和裝飾點綴著花園。續安排參觀「卑詩省議會大廈」及「維多利亞港灣」，整個城市
瀰漫著優雅的風采，19 世紀的建築、裝飾、飲食與生活習慣全都因襲著英國的傳統文化
而發展，在加拿大眾多城市中更是自成一格，濃郁的英國風情更是反映在建築設計上，省
議會大廈等建築更是其中代表。隨後前往位在維多利亞市中心邊緣的「碧肯丘公園」，每
到春天，花園綻放著嬌艷花朵。然後前往橫貫加拿大的 1 號國道公路起點「MILE 0」
。晚
間搭乘ＢＣ渡輪再次橫越喬治亞海峽，回到溫哥華。此自費行程包含午餐(中式料理七菜一
湯)以及晚餐(中式料理七菜一湯)。
早餐：飯店西式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或同等級旅館。

第 七 天

溫哥華
今日我們將展開溫哥華市區觀光：首先前往◎加拿大廣場，這裏也是 1986 年世界博覽會
的展覽場地，狀式揚帆的蓬頂式建築，是溫哥華著名風景標誌之一。接著前往位於溫哥華
市中心的◎史丹利公園，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您可在花園中隨處漫步，也可盡情觀賞
延路的山海美景、森林與城市景觀。史丹利公園的一角的「圖騰公園」，豎立著高聳圖騰
柱，彰顯印地安文化的影響力，最能吸引遊客駐足。接著前往溫哥華發源地◎蓋士鎮，至
今街道仍保留古色古香的景觀，這一帶的紀念品商店幾乎是連成一片，想買些帶有當地特
色的紀念品可得在這用心逛逛，當然也別忘了和全世界第一座蒸汽鐘合影留念。特別安排
搭乘小巧可愛的★迷你彩虹船前往曾在紐約獲得最佳市集的格蘭維爾島。格蘭維爾島在都

市發展後吸引了許多藝術家進駐，除了假日街頭藝人的精采表演，還有當地人喜愛的大眾
市場及許多風格店家。想融合溫哥華人的生活，一定要來這裡看看。午後前往如詩如畫的
◎伊莉莎白女皇公園，佔地 5300 公頃，園內有開滿各種花卉的花圃，名稱取得如此具有
王室貴氣，自然和一般城市公園不同。公園最早並非此名，而是因為英國女皇伊莉莎白曾
經到此造訪，因而改名為伊莉莎白女皇公園。最後安排前往溫哥華 2015 年全新開幕名牌
大賣場◎McArthurGlen Designer Outlet，GAP、Tommy Hilfiger、Nike、Puma、Coach、
Goex、Polo Ralph Lauren、Tumi、Armani、Banana Republic...等各種名牌應有盡有，
讓您暢快享受購物樂趣。晚餐後驅車前往機場搭機。
◎行車經過或下車參觀：加拿大廣場、史丹利公園、蓋士鎮、McArthurGlen Designer
Outlet。
★門票安排:迷你彩虹船。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機上。

第 八 天

溫哥華／台北
因為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采的
電影，更可以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第 九 天

台北
旅途中有太多的驚喜與回憶，這樣一次的自我放逐，將使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經歷，彷彿
一年的辛勞都在這異鄉的街頭得到無限的慰藉。記得～再忙也要去旅行喔！

▲本行程表及所使用飯店視航空班次的確認及旅館的確認，敝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準。
▲本行程表所列之參考菜單，會因季節、時令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有所調整菜單之權力，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行程報價內容說明
＊報價不含 ETA 費用(需代辦需收 NTD200)
＊指定單人房加價 NTD11,000
＊報價不含小費(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天每人 10 美金)
＊報價不含行李搬運費(每次每件約 5 美金)
＊此行程 20+1 人成團
＊WIFI 機租用加價每台 1,800 元：可加購 WIFI 分享器，每台最多可支援 2~4 台行動裝置
(註:北美於國家公園區域電信涵蓋率不佳，可能於部分區域收不到訊號，請自行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