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于集合地點搭乘專車出發，今日我們將前往世界聞名的落磯山國家公園。行程景點活動項目如下:

●班芙國家公園 Banff National Park: 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因為鐵路興建發現溫泉而成立 區內擁有眾多世界級的
著名景觀如露易絲湖.班芙. 並以野生動物可見率出名.。

●班芙硫磺山景觀纜車(自費) Banff Sulphur Mt Gondola(OPT): 絕佳的觀景攝影地點.可以360度遍覽群峰環繞 .
弓河谷地及明尼瓦卡湖.山頂有步道通往20世紀初期興建的氣象站。(自費-停留時間 約90分)

●班芙露天溫泉 Banff Upper Hot Springs: 班芙唯一的露天公眾溫泉.終年溫度維持約38-40*C. 是冬季體驗冰與火
的熱門的戶外活動項目。(費用包含--停留時間 約60分)

●弓河瀑布 Bow Falls: 以美國影星瑪麗蓮夢露稱經於此拍攝電影"大江東去"而聞名於世.蜿蜒的河谷風景映襯藍天是
攝影家的最愛。(停留時間 約15分)

●驚奇角 Surprise Corner: 自20世紀初期就是著名的繪畫寫生及攝影的著名地點.于此可以將雄偉的落基山城堡及背
景盡收眼底。(停留時間 約15分)

●班芙小鎮 Banff Town: 落基山區美麗的歐風小鎮.也是國家公園內最大的商業區. 餐廳.酒店 購物娛樂一應俱全.漫步
其間讓人流連忘返。

夜宿班芙 Aspen Lodge或Brewster Mountain Lodge 或 Canalta Lodge 或同級

今日我們將更加深入探索落磯山國家公園。行程景點活動項目如下:

●露易絲湖 Lake Louise: 以美麗的露易絲公主為名 .落基山最具知名度的湖泊.群山環繞 冰川閃耀 四季皆有不同的迷
人景致 湖濱的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更為美景增添優雅氣息。(停留時間 約60分)

●雪上大腳鞋體驗 Snowshoeing: 以在廣闊的雪原上 親試大腳雪鞋獨特的行走體驗(免費提供雪鞋)

●優鶴國家公園 YOHO National Park: YOHO名稱來自原住名原意"神奇美妙 無與倫比".公園內擁有眾多難得一見
的地質景觀.同時也是世界著名的化石產地。

●翡翠湖 Emerald Lake: 以如翡翠般美麗的湖水顏色著名.夏季於湖上泛舟,冬季於冰上嬉戲 伴隨著四周美景 絕對是難
得的體驗。(停留時間 約30分)

●天然橋 Natural Bridge: 滴水穿石的最佳見證.河水漸次侵蝕岩床 形成天然的跨河通道.讓你對大自然的威力讚歎已
(停留時間 約15分)

夜宿 露易絲湖 Lake Louise Inn 或 Mountaineer Lodge或同級

1.專業華語導遊 Guide
2.行程內之交通/ Transportation
3.旅館住宿 Accommodation 
4.班芙溫泉入場費用Banff Hot 
Springs admission
5.使用大腳雪鞋跟冰爪設備Use of 
Snowshoes & Crampons

費用包括 Price INCLUDE

1.司機/導遊小費Gratuities
(建議每人每天C$ 10.00 P/P )

2.行程內自費活動之費用及餐
Option Tours and Meals 

3.餐酒.水.電話等其它私人消費
Personal Expense

4. 5% G.S.T

费用不包括 Price NOT INCLUDE

Day 02 露易絲湖Lake Louise —雪鞋體驗Snowshoeing –優鶴國家公園 YOHO–翡翠湖

Emerald Lake – 天然石橋 Natural Bridge

Day 01 卡加利Calgary – 班芙Banff – 硫磺山纜車(Gondola) – 享受戶外溫泉(Hot Springs)
– 弓瀑布(Bow Falls) – 驚奇角(Surprise corner) – 班芙小鎮(Banff Town)

Departure:                   RO03W

8:00am卡城中華文化中心門口
Calgary Chinese Culture 

Centre (197 1 St SW, Calgary)

Every Tue / Wed / Fri

逢週二. 三. 五

(Nov29,2019-Apr10,2020)

**聖誕假期及元旦期間不適用**

(NOT for Dec17, 2019-Jan07,2020)

房型/類別 價格C$

雙人房 DOUBLE 319

三人房 TRIPLE 279

四人房 QUAD 269

單人房 SINGLE 569

小童不占床CHD(2-11) 

(Share with Adults) 
179

必選項目價格: $80/成人 $50/小童
* 必選項目包括國家公園門票及每日早餐

每人價格 Price (CAD)

*若因季節因素,行程景點關閉將以其他景點取代*

**行程順序可能會有調整**

戶外溫泉+
雪上大腳鞋漫步+

冰爪探險



*自費項目 *(每人 / 以加幣計價)

地區 Area 自費項目OPTION
成人

ADULT

青年
Youth

(13-17)

小童
CHILD

(6-12)

活動項目Activities

班芙 Banff 硫磺山景觀纜車 Banff Gondola C$60 C$ 30 (6-15歲)

落基山區
Rockies

直升機觀光之旅 Heli Tour(12分鐘)  需預訂
(若因天氣狀況取消將全額退款)  

C$150

露易絲湖滑雪場
Lake Louise Ski 

resort

雪上飛碟 (Tubing) $30 $25 $20

觀光纜車 (Gondola Only) $35 $22 $17

餐 (Meals) / 旅館 (Hotels) 

落基山國家公園
Rockies Area

2午餐—韓式午餐+西式牛排餐 C$40
2歲以下免費(Free for Under 2)

●自費項目位置有限，建議報團時一併預定繳費 以免向隅**
We suggest you make reservations at same time with tours to guarantee your space!!

●所列價格不含 5% GST Extra

**聖誕假期及元旦期間 ( for Dec17, 2019 -Jan07, 2020)附加費每人每晚$50+GST (班芙BANFF /露易絲湖LAKE LOUISE Area)

Day 03 露易斯湖滑雪場Lake Louise Ski Resort —瓊絲頓峽谷(冰上漫步)Johnston Canyon Icewalk

—明尼灣卡湖Minnewanka Lake - 直升機觀光之旅Heli Tours —卡加利市 (CALGARY)  

今日的行程將安排您自費參加刺激的雪上活動體驗世界聞名的鬆軟雪質及雪景。行程景點活動項目如下:
● 露易絲湖滑雪場 Lake Louise Ski Resort: 加拿大最大的滑雪場之一.超過100條以上的各級滑道及各式刺激的雪上活動絕對讓你大

呼過癮。 (停留時間約2小時)

● 雪上飛碟 Tuber: 這是一個老少鹹宜的有趣活動不須經驗 就算不滑雪您也可以享受於雪上疾馳的刺激。

● 露易絲湖觀光纜車 Lake Louise Sightseeing Gondola: 搭乘纜車直達山顛享受360度壯觀的山景並可遠眺露易絲湖全景。
● 直升機觀光之旅Heli Tours: 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壯麗的落基山脈鳥瞰覆蓋白雪的延綿群峰是你未曾有過驚喜體驗。 (自費 - 飛

行時間約12分鐘)

● 瓊絲頓峽谷 Johnston Canyon: 刻畫著地殼變動痕跡.不論季節都是極具人氣的著名健行路線. 冬季的冰瀑奇景更是讓遊客驚喜不
止。 (提供冰上防滑設備--停留時間約60分)

● 明尼灣卡湖 Lake Minnewanka: 落基山最大的湖泊，也是荒野獵人的拍攝地點。(停留時間約20分鐘)

☼季節限定行程( 一月到三月逢週五出發的團將以氣泡湖取代瓊斯頓峽谷及明尼灣卡湖)
●氣泡湖--亞伯拉罕湖Abraham Lake: 以冰凍的氣泡奇景著名,是攝影家眼中不可多得的美景。

1. CANCELLATION: A. More than 31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C$50+GST per person will be charged.  

B. Less than 31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or during the tour, tour fare will be fully charged. 

2. Calgary Tours has put forth all necessary effort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at all times of publication, all descriptions in the present brochure are exact.  For reasons 

out of the control of Calgary Tours, modifications or cancellations may occur during the tour, where customers should not object.

3. Calgary Tour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failure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its obligations for any loss or damage resulting from any delay, cancellations, loss of 

personal belongings, illness, bodily injury, accident, death, deterioration of services, inconvenience, loss of enjoyment, disappointment or frustration, either 

mental or physical, attributable to a fault, negligent act or omission by a provider or any employee thereof. 

4. Calgary Tours suggest you purchase travel insurance as a measure of added protection.

5. Each person is allowed one piece of checked & one piece of hand luggage, with applicable size restrictions   

6. All bed types are based on 1 or 2 beds, TRIPLE/QUAD room type are based on 2 beds in the room. 

1. 取消訂位: 若因事取消或變更訂位 A.出發前三十一天(含)以上取消每人扣除C$50+GST  

B.出發前三十天(含) 內取消或旅程中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交之費用概不退還。
2. 本公司建議團員購買旅遊平安保險，以避免旅途中，因疾病意外所導致之損失‧確保個人權益。
3. 本公司當盡可能使舉行之旅遊團體一切行程節目依照所列之行程表辦理‧若有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更改旅遊前後順序或取消行程內任一旅遊項目及住宿地點；並有權延長或縮短
行程‧團員不得藉故反對。

4. 本公司所使用的各類交通工具、各級旅館、餐廳及觀光地點對旅客的安全及權問題，各機構皆訂有各種不同條例；以對旅客負責‧如有意外傷亡或財產損失等情形；當依據各不
同機構所訂立之安全條例為解決之根據，概與本公司無涉。

5. 行李限制—每人只限寄倉及手提行李一件。
6. 所有房型皆以一或兩張床為主。三，四人房不另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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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須知 Term & Condi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