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航直飛 洛磯山脈】頂級城堡、精靈島、冰原雪車、維多利亞 雙飛 9 日 



 

 

 

 

 

 

 

 

 

 

 

 

 

 

 

 

 

 



 

 

 

 

 

 

 

 

 

 

 

 

 

 

 

 

 

 



 

 

 

 

 

 

 

 

 

 

 

 

 

 

 

 

 

 



 

 

 

 

 

 

 

 

 

 

 

 

 

 

 

 

 

 



 

 

 

 

 

 

 

 

 

 

 

 

 

 

 

參考航班   (雙飛往返洛磯山脈，省去來回拉車之苦)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加拿大航空  AC 12 台北 溫哥華 15：55 11：25 

加拿大航空  AC 220 溫哥華 卡加利 15：30 17：54 

加拿大航空  AC 257 艾德蒙頓 溫哥華 20：50 21：23 

加拿大航空  AC 11 溫哥華 台北 11：10 14：15+1 



詳細行程      

第 1 天 台北 溫哥華 卡加利 Calgary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加拿大航空直飛班機前往加拿大西岸卑詩省第一大城 

- 溫哥華 Vancouver。抵達後轉搭一段國內線班機飛往亞伯達省 - 卡加立 Calgary。 

辦理入境手續後，專車接往住宿飯店休息。調整時差，並儲備充沛的體力，準備展開

精彩的加拿大洛磯山壯麗山水之旅。 

【餐食】早餐：X        午餐：機場發餐費 CAD20     晚餐：中式主廚料理 

【住宿】Coast Plaza Hotel Calgary 或同級 

 
 

第 2 天 卡加利 班夫國家公園【硫磺山纜車、弓河瀑布、驚奇角、班夫小鎮】 

早餐後專車前往世界聞名的班夫國家公園，特別安排搭乘★硫磺山纜車，登上標高 2281

公尺的硫磺山，您不但可以感受洛磯山脈磅礡的氣勢，偶爾還可在山頂上見到松鼠及

巨角野羊的蹤跡。從展望台上可眺望班夫小鎮、弓河河谷、瀑布以及群山環繞的美景。

沿著硫磺山山脊天際線所鋪設的棧道，展開天空漫步之旅。接著參觀電影大江東去的

拍攝地－●弓河瀑布，此地曾經是瑪麗蓮夢露成名作「大江東去」的場景。弓河瀑布

低沉隆隆的水聲，經常讓在附近散步的人不知不覺地被吸引到此，而弓河清澈的溪水，

更使人神清氣爽，相當舒暢。然後前往●驚奇角，遠眺班夫溫泉城堡飯店之美景。午

後前往●班夫小鎮，猶如走進了童話世界，矮小的木造房子有著濃濃的西部鄉村氣息，

偶爾看到馬車在班夫大道上，還真有走進了童話故事錯覺；被洛磯山脈環繞的班夫小

鎮每個角落各有不同的味道，每張拍出來的照片都像極了一幅畫。 

班夫國家公園 Banff National Park  

西元 1883 年 11 月 8 日有三名年輕的加拿大鐵路的工人為了找尋黃金而在渡過弓河之

時，發現了一條溫暖的水流，溯溪而上發現了有刺鼻的硫磺味由地底的一個小洞冒出

來，他們其中一人下去察探，因而發現了溫泉洞，同時也揭開了班夫國家公園的序幕。 

1885 年由加拿大政府劃定 26 平方公里溫泉保留區，經數度劃定區域及更名後，1964

年正式設立為全加拿大第一座國家公園，面積 6641 平方公里。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韓式火鍋+烤肉風味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班夫小鎮 Banff Inn 或 Spruce Grove Inn 或同級 



第 3 天 班夫 優鶴國家公園【天然石橋、翡翠湖】 夢蓮湖  

        入住頂級 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Fairmont Château Lake Louise 

享受過豐富的飯店早餐後，前往令人讚嘆的●優鶴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探

訪踢馬河沖刷所形成的●天然石橋、有洛磯山綠寶石之稱的●翡翠湖，峻峭山峰、瑰

麗美景目不暇給。午餐特別安排享用在翡翠湖西式套餐。午後來到十峰山相互輝映的

●夢蓮湖 Moraine Lake(※視道路許可開放，若道路封閉，則無法前往)，湖泊充滿著

神秘與寧靜的景緻。今日的另一重頭戲就是入住有洛磯山藍寶石美譽的●露易絲湖

Lake Louise，在湖光山色的襯托下，漫步於湖畔小徑，與維多利亞山相望，感受「空

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境界。今晚特別安排住宿★露易斯湖城堡飯店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並於★飯店內享用西式晚餐，美景佳餚令人沈醉。飯店內的精

品名店街和精緻咖啡館，是您晚間最佳餘興節目。 

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Fairmont Château Lake Louise 

洛磯山收藏了加拿大引以為傲的湖光山色，而露易斯湖城堡飯店則真正坐擁洛磯山的

絕色風光。由露易絲湖城堡飯店遠眺維多利亞冰河冰湖，令人讚歎的世界美景，彷彿

是一幅畫般，既美麗又有深意。 

優鶴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 

座落於加拿大洛磯山脈，沿著北美洲大陸分水嶺的西坡，是加拿大洛磯山脈國家公園

中面積最小的一座，卻以壯觀、瑰麗、險峻的景觀，讓人歎為觀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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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綠的翡翠湖在山群的襯托下更加

美麗，峻峭山峰、瑰麗美景目不暇給。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翡翠湖西式料理   晚餐：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住宿】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Fairmont Château Lake Louise 或同級 

 

第 4 天 露易絲湖 班夫國家公園【鴉爪冰河、弓湖、佩托湖】  

        傑士伯國家公園【哥倫比亞冰原雪車、冰川天空步道、冰原大道】 

沐浴在露易絲湖的晨曦中，又是另一種如夢似幻的驚豔感動，天然美景倒映在湖面上，

遠眺維多利亞冰河泛著微微的藍光，彷彿是一塊寶石，詩意之情由然而升，此情此景

永生難忘。享受早餐後，沿著有世界景觀最美公路之一的冰原大道而上，沿途瀑布、

冰河、峻嶺、以及偶爾現身路旁的野生動物等，皆讓您目不轉睛，嘆為觀止。大道兩

旁都是曾經冰河切割的高山，延途風景點連綿不絕，每一次轉彎都是一種全新的感受。



●冰原大道 Icefield Parkway，它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世界上景色最美的高山公路，

沿途不但可以欣賞高山、湖泊、瀑布、冰河奇景，還可以見到生生不息的野生動物。

順著冰原大道南行，我們將看到懸吊在斷崖絕壁的●鴉爪冰河，猶如水晶般清澈湛藍

的●弓湖 Bow Lake，倒映著周圍青翠的山景，居高眺望●佩托湖 Peyto Lake 呈現令

人驚異的湖水顏色。接著抵達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哥倫比亞冰原 Columbia Icefields，

並安排乘坐冰原專用的★冰原探險號巨輪雪車 SnowCoach，登上阿撒巴斯卡冰河

Athabasca Glacier，品嚐千年冰泉，特殊體驗令人驚奇！接著前往●冰川天空步道

Glacier Skywalk，我們將站在 280 公尺高的架空玻璃橋面上，擁有 360 度的全景景觀，

居高臨下俯瞰哥倫比亞大冰原及壯麗的洛磯山國家公園，您將擁有耳目一新、驚豔奇

妙的全新感受。在此，我們擁抱群山，天地合一，盡享人生美好時刻！傍晚來到傑士

伯小鎮逛逛，渡過於快的一天。 

傑士伯國家公園 Jasper National Park 

傑士伯國家公園成立於 1907 年，佔地廣達 10,878 平方公里，是加拿大境內最大的洛

磯山區公園，也是一個你可接觸到山光水色的迷人地方，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之世界自然瑰寶區之一。傑士伯國家公園是野生動、植物的天堂(發現動物之旅)，在此

充滿自然奇景的土地上至少孕育了 58 種哺乳動物及上百種鳥類，容易在小鎮區發現北

美紅鹿、白尾鹿與大角羊(亞伯達省的省羊)的身影。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冰原西式自助餐      晚餐：義大利料理 

【住宿】傑士伯小鎮 Marmot Lodge 或 Best Western Jasper 或同級 

 

第 5 天 傑士伯【瑪琳峽谷、瑪琳湖、精靈島遊船】 艾德蒙頓 溫哥華 

早餐後前往洛磯山最長的冰河湖●瑪琳湖 Maligne Lake，途經險峻的●瑪琳峽谷

Maligne Canyon，它是一萬多年來經由瑪琳河切割石灰石岩床而成，洛磯山脈中最

長、最深、景觀最奇特的峽谷。盡頭來到瑪琳湖，並特別安排★瑪琳湖遊船(視季節開

放)。隨著遊船來到湖中的●精靈島 Spirit Island，是世界之名景點，也是洛磯山中入

鏡最多的地方。午後沿著 16 號黃頭公路，一面欣賞沿途河谷、湖泊與平原高山景致，

於傍晚抵達艾德蒙頓機場，轉搭一段國內線班機回到溫哥華。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湖畔景觀西式套餐   晚餐：機場發餐費 CAD20 

【住宿】Sandman Signature 或同級 

 



第 6 天 溫哥華 BC 渡輪 維多利亞 Victoria【世界十大花園-布查花園】 

早餐後搭乘★卑詩渡輪橫渡喬治亞海峽抵達維多利亞 Victoria，海灣航行途中盡情欣賞

星羅棋佈的島嶼，蒼翠蓊鬱的美景，猶如置身世外桃源。維多利亞是卑詩省首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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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拜訪舉世聞名的世界十大花園之

一★布查花園 Butchard Gardens，這個佔地 20 畝的花園，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塑、

噴泉及義大利花園、玫瑰花園及日本花園、低漥花園等。原本在維多利亞經營水泥事

業的布查夫婦，憑著對園藝的興趣，開始在一片荒蕪的石灰場裡，栽種各種花卉與樹

木，化腐朽為神奇，將花園開墾今日的迷人模樣，每年平均有 100 萬世界各地的遊客

前來參觀，各式主題花園處處呈現萬紫千紅，花團錦簇的勝景，被譽為全世界最美、

最精采的花園之一。而出口處的義大利金豬雕像，也做了應景裝扮，據說摸了豬鼻子

會帶來好運，別忘記摸一下油光晶亮的豬鼻子！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布查花園有機花餐 

【住宿】國際五星 Grand Pacific Hotel 或同級 

第 7 天 維多利亞 溫哥華【市區觀光、彩虹船、格蘭維爾島、名牌暢貨中心】 

今日早餐後、搭乘渡輪返回溫哥華展開市區觀光：首先來到溫哥華發源地●蓋士鎮

Gastown，街道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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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別忘了和全世界第一座●蒸汽鐘合影留念。草木扶疏●史丹利公園 Stanley 

Park、色彩神秘印地安圖騰群柱、著名的眺望點，俯瞰名聞遐邇的獅門大橋。午餐特

別安排享用港式飲茶風味餐。午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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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帶您前往溫哥華最新的●McArthurGlen 名

牌暢貨中心，McArthurGlen 集團是歐洲頂尖的設計品牌奧特萊斯零售專家，如今也

把精品風搬進溫哥華。有您耳熟能詳的美國品牌 COACH，還有大牌如 Armani, Hugo 

Boss, Calvin Klein 等等，生活方式概念店 Secret Location 以及女性運動服飾品牌

Lolë，以及當代設計師品牌 Ports 1961 等一系列品牌，讓您盡享購物樂趣。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港式飲茶風味      晚餐：海鮮惜別宴 

【住宿】Sandman Signature 或同級 



第 8 天 溫哥華 台北 

早餐後，帶著滿滿的紀念品與回憶，專車前往溫哥華國際機場，準備搭機返回台北。 

【餐食】早餐：飯店享用 

【住宿】豪華客機 

第 9 天 台北 

其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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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計劃下一次的旅程吧！ 

【餐食】豪華客機 

【住宿】溫暖的家 

 

◆上述行程視航空班次的確認，本公司保留調整權利，以出發前說明會提供資料為主 

 

行程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