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原居地 – 卡加利(CALGARY) 

專人機場迎接後送往旅館(接機時間 10:00AM - 10:00PM，每 2 小時一班接機) 

由原居地搭機前往加拿大西岸有牛仔城之稱的卡加利市，專人接機後送往指定酒店。接著參加卡

加利市區觀光(City Tour -- 3 小時) ----由導遊帶領探索卡加利市、漫步古城區，以不同視角欣賞

市區景觀及著名地標。 

 

餐食：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晚上住在 RAMADA PLAZA AIRPORT 或 CLARION HOTEL 或 同級。 

 

第二天 

卡加利 – 露易絲湖 - 莫琳湖 - 優鶴國家公園 - 螺旋隧道 - 翡翠湖 - 天然石橋 

 

早上於集合地點搭乘專車出發，今日我們將深入探索露易絲湖及優鶴國家公園。給您更多的時間

細細欣賞洛磯山的寶石-露易絲湖的迷人景致，行程景點活動項目如下: 

 

● 露易絲湖 Lake Louise: 以英國王室美麗的露易絲公主為名，是洛磯山國家公園內最著名的湖

泊，源自背後維多利亞冰川的湖水，帶著豐富的礦物質 ，造就出讓人心醉的顏色，湖畔更有著

名的費爾蒙露易斯湖堡壘酒店，與湖光山色相互輝映，夏季 6-7 月份盛開的罌粟花，及冬季 1

月底的冰雕展覽，更是吸引目光的焦點，您可以於湖上泛舟、湖濱散步，並享受一段悠閒的午餐

時光 (停留時間 約 120 分鐘)。 

 

● 莫琳湖/十峰谷 Moraine Lake/Ten Peaks Valley: 位於十峰谷中的莫琳湖稱之為秘境美景絕

對當之無愧，大部分的訪客都會取道堰塞石堆上到頂部，湛藍晶瑩的湖水緊鄰相依群山、閃耀冰

川，總是會讓置身其間的遊客震撼不已，也難怪加拿大政府特別將此美景拓印於 20 元加幣背後

(1969 年版) 。(停留時間 約 45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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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螺旋隧道 Spiral Tunnel: 不要誤會！這個隧道並無法開車進入，這是鐵路公司為了解決危險

的坡度落差而自瑞士引進技術所完成的火車隧道，由位於左右山脈內的兩個環狀隧道連接而成 

形似「8」字而得名，在此可以遠眺部分出/入口。(行程途經) 

 

● 翡翠湖 Emerald Lake: 任何訪客只要第一眼見到她就能清楚的知道名稱的由來，美麗的湖水

顏色、蒼鬱的山脈構成一幅絕美的圖畫，你也可泛舟其上享受遺世的悠閒心情，湖濱有多棟木屋

旅館，適合家族度假。(停留時間 約 20 分鐘) 



● 天然橋 Natural Bridge: 因為河床岩層的硬度差異導致河床架空似橋而得名，河流對岸有展示

台說明侵蝕過程及未來變化，喜好地質學的人不容錯過。(停留時間 約 15 分鐘)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城堡酒店高級午餐 晚餐／敬請自理。 

晚上住在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或同級。 

 

第三天 

弓湖 – 冰原探險 – 阿薩巴斯卡瀑布 - 賈斯珀鎮 

 

早上於集合地點搭乘專車出發，今日我們將帶您取道著名的冰原景觀大道進入賈斯珀公園，前往

哥倫比亞冰原區，在冰川還繞下來趟探險之旅。行程景點活動項目如下: 

 

●  賈斯珀國家公園 Jasper National Park: 加拿大洛磯山最大的國家公園，因為相對的低度開發而保留

更多的天然景色並以野生動物眾多著名。 

 

●  冰原景觀大道 Icefield Parkway: 有世界最美麗公路的稱呼，壯觀的冰川、美麗的湖泊、險峻的山

嶺於 235 公里的路程中隨處可見。(行程路線) 

 

●  弓湖 Bow Lake: 冰原大道上最多人到訪的湖泊，在無風的早上克勞復山脈倒映在如鏡般湖面上 

有如靜止的幻境一般，是讓遊客最津津樂道的美景，夏天此處為熊的覓食區域，常有機會能見到

牠的蹤跡˙為了您的安全請記得與熊保持安全距離。(停留時間 約 20 分鐘) 

 

●  哥倫比亞冰原 Columbia Icefield: 此冰原是北極圈以南北美洲最大的單一冰體，有數十條大小冰

川源自於此，置身其間總讓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本區同時也以地球氣象資料庫而著

名，數百年來氣候的變遷亦悉數保存其間，您可於此搭成冰原探險號大輪雪車至冰川表面，並得

以漫步其上，或前往 2014 年完成的天空玻璃步道體驗膽識的極限。(全區停留時間 約 3.5 小時) 

 

●  大輪雪車 Ice Explorer: 專為行駛於冰川而設計的特殊載具，用以安全地帶遊客體驗獨特的冰川

地形，旅程中並於冰川上停留，讓遊客體驗佇足其上的經驗。 

 

●  天空玻璃步道 Glacier Skywalk: 2014 年完成啟用，讓遊客於千呎高空上的玻璃步道，觀察冰川造

成的特殊地貌變化。 

 

●  阿薩巴斯卡瀑布 Athabasca Falls: 25 公尺高的阿薩巴斯卡瀑布，擁有洛磯山最大的水流量，飛濺

的水花在陽光的照射下總是為訪客映出美麗的彩虹， 經年累月沖刷形成的峽谷見證歲月的痕跡。

(停留時間 約 30 分鐘) 



●  賈斯珀鎮 Jasper Town: 19 世紀初期皮毛交易的重鎮，後因火車經過再次興盛，是洛磯山國家公

園內第二大鎮，因為周遭地區較為低度的開發，故以各種戶外活動興盛而著名，同時也是非常好

的觀星場所。(停留時間 自行決定)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團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上住在 WHISTLERS INN HOTEL 或 MOUNT ROBSON INN 或 LOBSTICK LODGE 或 同級。  

 

第四天 

賈斯珀 – 瑪琳湖 - 瑪琳峽谷 - 河流渡口 - 佩投湖 - 鴉爪冰川 

 

早上於集合地點搭乘專車出發，今日我們將帶您親臨原住民神話的地域置身原始的大自然之中並

有機會與野生動物相對而視。行程景點活動項目如下: 

 

● 瑪琳湖 Maligne Lake: 公園中最大的天然湖形成於上個冰河紀，至今仍留下諸多冰河遺跡瑪琳

湖是洛磯山公園內最大的天然湖泊，夏季時湖上有遊艇可搭乘前往著名的精靈島欣賞有如畫冊般

的景色，您也可用泛舟、健行、甚至就在湖邊餐廳內伴著咖啡的香氣去體驗她脫俗的美麗。(停

留時間 約 100 分鐘) 

 

● 瑪琳湖遊船 Maligne Lake Cruise: 搭乘遊艇遙遊湖上欣賞奇特的冰川遺跡，並前往攝影大獎的

著名景點--精靈島上岸一賭它迷人的倩影。 

 

● 瑪琳峽谷 Maligne Canyon: 曾經有位遊客這樣寫道: 看過了瑪琳峽谷、洛磯山的其他峽谷就像

是茶杯邊緣的裂縫，本區發達的石灰岩地形經過了數千年來的水流切割造就出超過 50 米深邃的

峽谷，由於本區曾經是海底是以地層中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化石，欣賞峽谷之餘也不妨留意周遭

岩石，或許會有讓你驚喜的發現。(停留時間 約 30 分鐘) 

 

● 魔法湖 Medicine Lake: 看似尋常的湖泊，湖水卻會在秋/冬季消失無蹤，讓原住民難以理解，

遂以魔法之地稱之。(行程途經) 

 

● 佩投湖 Peyto Lake: 顏色多變是佩投湖最著名的景觀，水中所含密度極高的冰川礦物質讓湖水

有如靜止邊的波濤不興、總讓遊客懷疑湖水是否真實，湖水會因季節或天候更改色彩，被稱為洛

磯山湖泊的代表之一。(停留時間 約 20 分鐘) (若未開放 則以 WATERFOWL LAKE 水鳥湖 代替) 

 

● 河流渡口休息站 The Crossing: 冰原景觀大道上的大型休息站以四周山峰環繞景色著名。(停留

時間 約 10 分鐘) 

 



● 鴉爪冰川 Crowfoot Glacier: 因為初發現時冰川有三條冰體形如烏鴉之爪而得名，可惜因為氣候

變遷其中一爪於 20世紀初期融化崩落，現在只能看到剩餘兩爪，是地球溫室效應最好的見證。 (停

留時間 約 15 分鐘)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團餐 晚餐／敬請自理 

晚上住在 ASPEN LODGE 或 BREWSTER MOUNTAIN LODGE 或 VOYAGER INN 或同級。 

 

第五天 

班夫纜車 - 瓊斯頓峽谷健行 - 弓河瀑布 - 驚奇角 - 魔鬼岩 - 班夫小鎮 - 卡加利 - 原居地  

 

早上於集合地點搭乘專車出發，今日我們將前往世界聞名的洛磯山班芙國家公園。帶您深入了解

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的歷史及迷人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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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ff Sulphur Mt Gondola:硫磺山纜車是班芙最著名的活動項目之一，

全密閉的纜車帶您在 8 分鐘內上升 700 公尺，抵達標高 2281 公尺的上纜車站你可於 360 度的

觀景台上遍覽延綿群峰的壯麗景色，或沿著修建完善的棧道漫步前往 20 世紀初期所建的氣象觀

測站，也可以在纜車站內的餐廳悠閒的來杯咖啡、享受群山環繞的感覺，如果您是星巴克迷，下

纜車站有號稱全加拿大標高最高的星巴克，您一定不會錯過！(停留時間 約 90 分鐘) 

 

● 瓊斯頓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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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谷內的瀑布奇景更是讓遊客驚喜不止。(停留時間 約 60 分鐘) 

 

● 弓河瀑布 Bow Falls: 弓河瀑布以湍急的水流而著名，1953 年著名影星瑪麗蓮夢露在此拍攝

大江東去場景更令此地因而聲名大噪。(停留時間 約 15 分鐘) 

 

● 驚奇角 Surprise Corner: 對攝影愛好者來說這絕對是個不可錯過的地點，誰會想到一個看似

平常的道路彎角卻有個讓人屏息的驚奇景觀？您可在此將有洛磯山的城堡美譽的班芙春泉酒店

及背後映襯的硫磺山景盡收眼底。(停留時間 約 15 分鐘) 

 

● 惡魔石柱 Hoodoos: 這些因為自然現象而形成的特殊石柱，因為其形各異以及因所在地形而

引發的各種奇怪現象造成印第安人的恐懼因而稱此為「惡魔的居所」對此敬而遠之。(停留時間 約

15 分鐘) 

 

● 班芙小鎮 Banff Town: 洛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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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時間 約 90 分鐘) 



 

活動結束後返回卡加利機場搭機返回原居地。 

● 請訂 9:30PM 之後回程班機或加住一晚 

以上參考行程逢周一四出發為主,其他日出發順序將會有所更動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團餐 晚餐／敬請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