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哥华• 落基山• 班夫• 露易丝湖• 冰原酒店• 贾斯珀• 维多利亚 7/8天游 

 

 

2018 出发日期  

Departure Date 

5月 逢周三、四  

6月 - 8月 逢周一、二、三、四、日  

9月 - 10月11日 逢周一、三、四、日 
 

May Every Wed. & Thu. 

Jun 1 - Aug 31 Every Mon., Tue., Wed., Thu. & Sun. 

Sep 1 - Oct 11 Every Mon., Wed., Thu. & Sun. 

 

行程亮点 

Tour Highlights 

 

送礼价值超过$110 

Gift Pack Total value over $110 

 含特色渔港小渡、遮阳贴、行李牌、卡通团章、年历咭、温哥华夜游及每位一瓶纪念

版瓶装水(按双人房计算;夜游每房最多送两位;送完即止)。 

Includes False Creek Mini Ferry, Sunshade Sticker, Luggage Tag, Beaver 

Badge, Calendar, Vancouver Night Tour and a custom bottled water per 

person (per twin room; night tour is complimentary to max. 2 guests per 

room;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while supplies last). 

 

 独家温哥华夜游: 畅游市中心、盖斯镇-蒸气钟、奥运村等，漫步福溪边，欣赏卑斯

体育馆、科技馆等都市夜景。Exclusive Vancouver Night Tour : exploring 

Downtown, Gastown, Olympic Village and stroll along False Creek for an 

unforgettable scenery of BC Place and Science World. 

 

贴心安排 

Considerate Arrangement 

 

送精选市区游！畅游市中心、史丹利公园、加拿大广场、国际会议中心、冬奥委会圣火盆

等。 

Complimentary City Tour includes Downtown, Stanley Park, Canada Place,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Olympic Cauldron etc. 

独家!送渔港小渡，沿英格烈湾至格兰维尔半岛，欣赏两岸如画风景！  

Exclusive! Bonus Mini Ferry Ride to Granville Island. 

 

独家！加送一天早餐。省时便利！精心安排全程膳食，包括露易丝湖堡垒酒店享用丰盛的

午餐和冰原晚餐。 

Exclusive! Bonus one breakfast. All Inclusive Meal Arrangement available, 

including the lunch at renowned Chateau Lake Louise and dinner at the Columbia 

Icefield 

 



        

 

人气推荐！选择落基山行程巴士前三排，令您视野更开阔，沿途美景第一时间尽收眼底，

更方便摄影取景。  

Don’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capture more of the Rockies by reserving First 3 

Rows during the Rockies tour! 

 

特色体验 

Unique Experience 

 

连续两晚入住国家公园内，包括班夫市中心及哥伦比亚冰原内唯一酒店 Glacier View 

Inn（全球限量 32 间房），欣赏壮丽的亚迪巴斯加冰川。  

Two overnights in National Parks. One night stay in the heart of Banff 

National Park, and one night exclusively stay at Glacier View Inn, the unique 

hotel in the Columbia Icefield. 

 

限量供应！入住班夫阳光山峦度假酒店(7~9 月)，纯享自然，满天繁星凈收眼底！ 

Limited! Stay at Sunshine Mountain Lodge from July to September and enjoy the 

broad starlit sky. 

 

唯我独尊！VIP黄昏冰原雪车及清晨冰川天空步道，感受万年冰川的静谧壮阔。 

Ride specially arranged “Ice Explorer” at sunset and step on Glacier Skywalk 

in the moring. 

 

乐此不疲！特色户外活动可供选择：橡皮艇漂流、骑马等。 

Enjoy exciting op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Rafting, Horseback Riding, etc. 

 

独家！多等级温哥华酒店选择，毗邻购物、交通及餐厅。更可尊贵升等入住市中心喜来登

酒店- 豪华景观房。宽大的落地窗可一览市区及海湾美景。  

Exclusive! Various hotel options in Vancouver. Upgrade your stay in Vancouver 

to Deluxe View Room at Sheraton Vancouver Wall Centre. 

 

独家！新玩法！温哥华出海观鲸，寻觅虎鲸、座头鲸、海豚、海狮、海豹等海洋生物。 

(约3-5小时行程; 适用于有半日以上温哥华自由活动的客人) 

Exclusive! Enjoy a spectacular Whale Watching tour to discover marine habitat, 

killer whales,humpback whales and more!(about 3-5 hours; applies to guests 

with half free day 

in Vancouver). 

 

独家！乘水上飞机由维多利亚飞返温哥华，俯瞰太平洋海岸线美景。 

Exclusive! Return by Seaplane from Victoria to Vancouver, discover spectacular 

vistas of BC coastlines. (optional) 

 

壮丽美景 

Spectacular Views
 

 

畅游五大国家公园：灰熊、优鹤、冰川、班夫、贾斯柏 



        

 

Visit 5 National Parks: Revelstoke, Yoho, Glacier, Banff and Jasper 

 

难得“湖途”：翡翠湖、碧吐湖、梦莲湖、露易丝湖、欧垦娜根湖、苏士威湖、朱砂湖、

弓湖等。  

 

 

行程介绍 

 

第一天：  原居地 - 温哥华 (餐：晚) 

★ 加国内陆航班抵达：于 3号行李带集合 

★ 国际航班抵达：于接机大厅“木头人雕像”集合 

★ 邮轮码头抵达：于“五帆”酒店门口集合 

 

 特别赠送精选市区游(约 3.5 小时；限中午前与导游会合的客人)：畅游市中心、史丹

利公园、以“五帆”为标志的加拿大广场、国际会议中心、冬奥圣火盆等。
 

 独家送特色渔港小渡，沿英格烈湾至格兰威尔半岛，及欣赏迷人海湾风景！
 

 

第一天：原居地 - 西雅图 - 温哥华(餐：晚) （需附加费） 

新 NEW 代订酒店及接送。恋上西雅图！
  

★ 机场抵达：约中午 12点于 14 号行李带集合(送西雅图迷你市区游，不含温哥华精选市

区游，逢周六: 集合时间延后约半小时) 

★ 66号或 91号邮轮码头抵达：约下午 1点 15分集合  

★ 市中心抵达：约下午 1点 45分于水族馆正门集合在太空针广场拍照留念后，送往温哥

华酒店。  

 

 

第二天：温哥华 - 卑斯渡轮 - 维多利亚 - 内港 - 布查特花园 - 温哥华（早午晚） 

早上乘搭卑斯渡轮(包门票)，经乔治亚海峡抵达卑斯省首府-维多利亚。穿过同济门，参

观唐人街。来到维多利亚内港，游览帝后酒店、省议会大楼及雷鸟公园等，更可选乘古英

伦风格马车游览。经比根山公园，在世界最长高速公路起点处-零哩碑合影留念。畅游

“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布查特花园。从意大利古罗马宫苑的设计，到清新的日式风格，

欣赏各式庭院风景及奇花异草。独家推荐：乘水上飞机飞返温哥华(需附加费)。 

 

第三天：温哥华 - 菲沙河谷 - 基洛纳 - 欧垦娜根湖 - 酒庄 - 蜂蜜厂 - 维能市 (早午

晚) 

早上乘豪华旅游车经菲沙河谷，抵达印地安神话传说中湖怪出没的地方-欧垦娜根湖区并

拍照留念。此地盛产的冰酒因其独特清甜而成为英女皇国宴的御用餐酒。参观酿酒厂，并

由专人讲解红、白及冰酒的酿制过程。随后前往蜂蜜厂，一尝世界纯度最高之一的卑斯省

蜂蜜。  

住宿: Prestige Vernon / Village Green or similar 或同级 

 

第四天：弗农市 - 最后一口钉 - 黄金镇 - 自然桥 - 翡翠湖 - 弓河瀑布 - 班夫国家公

园**(早午晚) 

穿越飞鹰坳，抵达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完工时的“最后一口钉”。途经黄金镇及踢马隘口，

游览优鹤国家公园内经过千百万年河水冲刷而形成的自然桥和最负盛名的“小鱼之湖”翡



        

 

翠湖。随后抵达班夫国家公园，亲临弓河瀑布-玛丽莲梦露主演电影《大江东去》中的著

名取景地。自由活动于保留着十九世纪建筑特色的班夫小镇。  

住宿: Elk + Avenue or similar 或同级 

 

** 世外桃源！7~9 月限量供应！入住班夫阳光山峦度假酒店，远离喧嚣的城市及小镇，纯

享人间仙境！ 

 

第五天：班夫国家公园** - 缆车 - 露易丝湖 - 梦莲湖
  
- 碧吐湖 - 冰原雪车 - 冰原

酒店 (午晚) 

乘硫磺山登山缆车(门票)，360度鸟瞰落基山脉和班夫镇全景。远眺城堡山后，来到举世

闻名的露易丝湖。远处的维多利亚冰川与湖面交相辉映，宛如一颗明珠般冰清玉洁。特别

安排于露易丝湖堡垒酒店享用丰盛西式午餐（包餐计划）。前往梦莲湖(视路况)，在十峰

谷的环拥下，格外绮丽旖旎。经弓湖后，欣赏湖水颜色四季变换的碧吐湖。随后进入贾斯

珀国家公园，乘坐独家安排的 VIP巨型雪车“冰原探险家号”(门票)登上除北极圈外世界

上最大，深达三百公尺的亚迪巴斯加冰川遗址-哥伦比亚冰原，捕捉冰川在晚霞映照下的

色彩。入住冰原内唯一酒店，观繁星，看日出，享受静谧壮阔的自然之美。   

住宿: 独一无二的冰原酒店 Glacier View Inn！ 

 

第六天：冰原 - 冰川天空步道 - 贾斯珀小镇 - 自选活动 - 玛琳峡谷 - 山河镇 (晚) 

清晨来到冰川天空步道(门票)，走过探索步道后凌空漫步于森瓦普塔瀑布之上的空中玻璃

走廊观景台。继而游览亚迪巴斯加瀑布，抵达幽静的贾斯珀小镇，可参加橡皮艇漂流、骑

马等自选活动深度探索落基山。亲临玛琳峡谷，观赏瀑布、化石、坑洼、地下水流等。经

落基山脉第一高峰-罗布森山，抵达山河镇。  

住宿 Hotel: Canada‘s Best Value Inn or similar或同级
 

 

第七天：山河镇 - 清水镇 - 甘露市 - 参场 - 温哥华 (午) 送早餐* 

早上经韦尔斯格雷省立公园的门户-清水镇，前往被誉为“花旗参之都”的甘露市。沙漠

的干燥性气候等条件使其成为北美最大的花旗参产地之一。参观加西唯一 GMP认证参场并

了解花旗参品种及种植过程。傍晚返回温哥华。 

 

* 早餐由酒店提供 

[返回温哥华后，7天团的团友直接送往温哥华机场*，8天团继续行程(餐：晚)] 

 

*建议团友搭乘晚上 9:30后的航班离团。如因天气、路面、机械等状况导致行程延误，本

公司将不负法律责任。 

 

八天团 行程继续如下 

 

第八天：  温哥华 - 原居地 (餐：早) 

Day 8: Vancouver - Hometown(Meals: B)  

上午可自由活动或探亲访友，或于酒店附近的著名食府品尝各式美食。之后前往温哥华国

际机场，结束愉快的旅程。 

 

或 温哥华-西雅图-原居地(餐：早)（需附加费） 

 



        

 

于西雅图离团的客人早上由温哥华酒店出发，送往西雅图水族馆或机场，建议搭乘下午 3

点后的航班。 

 

上午可自由活动或探亲访友，或于酒店附近的著名食府品尝各式美食。之后前往温哥华国

际机场，结束愉快的旅程。 

 

温哥华酒店类别: 

位于富贵门中心区 

Type A 超值 Value 酒店： Hampton Inn By Hilton / Abercorn Inn or Similar 或同

级 

Type B 豪华 Deluxe 酒店： Executive Plaza  / Westin Wall Centre or Similar 或

同级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Type C 经济 Budget 酒店：Barclay Inn or similar 或同级 

Type D 特级 Premium 酒店: Sheraton Vancouver Wall Centre or Similar 或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