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矶山脉班芙国家公园 6日游 

                                                          

出发团期 天天出发（请事先确认具体日期） 

类型 同房第 1/2 人 同房第 3 人 同房第 4 人 单人房加收  

价格 $787.00 $367.00 $367.00 $525.00  

 

产品特色 

产品概要 行程天数：6 天 5 晚  目的地：-Vancouver  往返交通：巴士/巴士 

产品特色 

全程甄选优质用餐，确保 5 餐高品质自助 

全新大巴，资深专业司机，安全放心舒适 

班芙小镇风情体验 

 

行程介绍 

以下行程仅供参考,最终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敬请以出团通知为准 

第 1 天 

温哥华接机 

描述：1.温哥华团体免费接机按巴士班次: 11:00；13:00；15:00；17:00，需在机场等候其它

旅客按巴士班次送至入住酒店（需付司导服务费$5 加币/人）； 

2.温哥华自费接机 08:00 - 23:00 按客人航班接机：第 1，2 位共收取$150 加币，每加 1 位客

人收取$15 加币/人； 

3.温哥华( YVR) 抵达: (a)加拿大国内航班请于 3 号行李带处集合; (b)国际航班请于接机大厅旅

客信息中心集合 

4.西雅图 Quick Shuttle 免费接送服务，需按如下我公司巴士班次预订 

17:00 River Rock Casino 温哥华接站时间； 

5.如需其他接送服务，请致电咨询。 

 

 

住宿：Accent Inn Vancouver Airport 或同级 

第 2 天 

温哥华 - 希望镇 - 甘露市 - 灰熊镇/黄金镇 

描述：早上从大温地区出发，沿着景色优美的菲莎河谷公路进入半沙漠地区的甘露市，这里是

BC 省著名的花旗参产地，客人们将在此参观花旗参种植加工厂（停留约 45 分钟），由专人讲

解花旗参的种植及疗效，更有机会品尝正宗花旗参茶。下午出发去往鲑鱼湾休息拍照(停留约 30

分钟)。继而进入太平洋铁路公园(停留约 30 分钟)，此乃贯通加拿大东西两岸之太平洋铁路的交



 

接处，为纪念当年打下最后一根钉“Last Spike”的地点，亦见证百多年前华工为该铁路所做

出的贡献。夜宿灰熊镇或黄金镇。 

 

住宿：Days Inn Revelstoke/ Golden Village Inn 或同级 或同级 

第 3 天 

班芙国家公园 - 贾斯伯国家公园 - 卡纳纳斯基斯 

描述：今天来到班芙国家公园，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冰原大道，随后前往贾斯伯国家公园（停留

约 3 小时），乘坐独一无二的冰河雪车（自费），登上亚达巴斯卡冰河，观赏哥伦比亚冰原。

此万年冰原面积 325 平方公里，冰层最深度 300 余公尺，最高 3745 公尺，团友可以亲手触摸

冰河及拍照留念。然后再到洛基山脉最新地标玻璃桥(自费)高 280M, 在高空中欣赏冰川山谷的

绝佳景色，呼吸洛基山新鲜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随后前往游览美丽的沛托湖（停留约 30 分

钟）。接着前往著名的班芙小镇。小镇里班芙大道两旁都是礼品店及不同口味的美食。夜宿《断

背山》取景地度假酒店。 

 

住宿：Stoney Nakoda Resort Kananaskis 或同级 或同级 

第 4 天 

班芙国家公园（弓河瀑布/硫磺山缆车/露易丝湖/梦莲湖） - 维农 

描述：今天带您前往班芙硫磺山乘坐真正的观光缆车(自费), 独揽洛基山脉震撼全景（停留约 1

小时）。接着参观当地著名的弓河瀑布，惊奇角，遥望雄伟壮丽的温泉城堡酒店。然后游览晶

莹剔透的梦莲湖（停留约 45 分钟）。梦莲湖被世界公认为是最有拍照身价的湖泊。湖面呈宝石

蓝色，晶莹剔透，在锯齿状的山谷的拥环下，就像一块宝玉。接着前往有“落基山蓝宝石”之

称的露易丝湖（停留约 1.5 小时），三面环山，风景秀丽。随后前往幽鹤国家公园，游览翡翠

湖和天然桥（停留约 1 小时）。接着进入冰河国家公园，途径建于 1885 年罗杰士峡谷通道，

罗杰士峡道的建成打通了加拿大东西两岸，对加拿大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之后前往维农镇住

宿。 

 

住宿：Village Green Hotel 或同级 或同级 

第 5 天 

维农镇 - 基隆拿市 - 美丽镇 - 温哥华 

描述：早上前往参观当地著名的养蜂场，品尝不同口味的天然蜂蜜或选购极品蜂皇浆（停留约

45 分钟）。然后游览变色湖（停留约 10 分钟）。然后前往 BC 省水果之乡基隆拿市，畅游水

怪湖（Okanagan Lake）寻找印第安人神话中的湖怪“Ogopogo”（停留约 30 分钟）,参观当

地著名“VQA”名贵葡萄酒酿酒厂，品尝红、白葡萄美酒及购买世界闻名的加拿大冰酒（停留

约 1 小时），然后进入以畜牧及林木业为主的草原地区 Merritt 镇稍作休息，随后乘车返回温

哥华。 

 

住宿：Accent Inn Vancouver Airport 或同级 

第 6 天 

维多利亚一日游 

描述：BC Ferry 卑斯渡轮 前往卑斯省首府维多利亚市。沿途经乔治亚海峡，豪华渡轮上设备

完善，客人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海峡及沿途岛屿风光。  

Butchart Gardens 宝翠花园 游览有百年历史之【宝翠花园】，花园占地 50 英亩， 这裹原

是地形窝陷的采石场，后来经过多年的改建现已成满布色彩缤纷的花园， 再配合精心的园林布

置，令人耳目一新。园内多个主题花园种植各式花卉，有秋海棠亭、音乐会草坪、玫瑰花园、

三鲟鱼喷泉、日本庭园、意大利花园等超过百万株花卉争相盛开，琳琅满目，目不暇给。  

Victoria Downtown 维多利亚 游览富有欧陆古式风格色彩的维多利亚。这里包括有唐人街最

窄的商业街番摊里(Fan Tan Alley)，及英格兰色彩浓厚的维多利亚内港区、加拿大建国百年纪

念公园及省议会大楼等等。  

BC Royal Museum 卑斯省皇家博物馆 （自费） 

MILE 0 零起点 最后途经比根山公园及游览世界最长公路的源头-加拿大横跨东西岸之 1 号公



 

路的零起点【MILE 0】 

 

 

接客地点 

时间 地点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华人导游随团照顾 

・乘坐设有空调旅游客车 

・观光行程及每晚住宿酒店 

・消费税 5%GST 

费用不含 

・導游及司機服務費每位客人 CADS10 元/天 

・私人性質費用,如電話費、酒店收費電視等行程膳食及門票(除注明外) 

・团费包含以外任何费用 

 

 

自费项目 

自费项目 说明 

加拿大自费项目预付 154 加币（现付

161 加币+GST）  小童（6-15）77 加

币   （现付 81 加币+GST） 

巨型雪车 

天空步道（玻璃桥） 

班芙硫磺山缆车 

膳食共 9 餐  $188 小童（2-11）$158  

 

预定须知 

温馨提示 

▪行程最后一天预计晚上 22:30 左右回到大温地区,请当天离开温哥华的客人酌情考虑航班

时间。 

▪按加拿大消防条例规定,每个酒店房间最多住宿 4 人,包含婴儿;19 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可单

独参团,必须有监护人陪同。 

▪酒店内不允许吸烟,否则罚款自负。 

▪请准时抵达出发地点,如因迟到不能按时参团,所付费用恕不退还。 

▪建议客人自行购买旅游保险以确保个人利益。 

▪鉴于可能发生之変化或参加人数不足,本公司保留于出发前更改或取消旅行团之权利,如数

退还已缴付费用。本公司不负任何其他责任,团员不可藉故要求赔偿。 

参团须知 

▪出發前 31 天以上收手續費$50/人 

▪出發前 21-30 天,扣除團費 50% 

▪出發前 14~20 天,扣除團費 75% 

▪出發前 14 天内,扣除全部費用。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弃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 

▪如團员因簽證不獲批而取消訂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