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9.29【加拿大】黃刀鎮夢幻極光‧洛磯山脈深度14日  
~露易絲湖城堡飯店‧傑士伯國家公園‧優鶴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 

NT:187,000/人 (含稅、簽證費、導領小費、每人一張網卡) 
 

10月 黃刀鎮 溫度 -2°C ~ 4°C ，氣候宜人，為登山賞極光的好時節  

 

 
 

 

 



露易絲湖城堡(CHATEAU LAKE LOUISE)  

如果有人要問，露易絲湖城堡飯店的魅力在哪?答案其實很簡單，素以"洛磯山脈珍珠"之稱的露易絲湖

美景就是一切的答案。想像美麗的湖光山色，伴隨著您入睡再陪伴著你甦醒。 

 

  
 



 
 

 

 

 

 

 

 

 

 

 

 



 

巨輪冰原雪車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BR10 桃園 23:55 溫哥華 19:25 10 小時 30 分

第十三天 BR9 溫哥華 02:00 桃園 05:20+1(第十四天抵台) 12 小時 20 分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溫哥華 

今日懷著一顆愉悅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加拿大西岸第一大城－溫哥華。由

於飛越國際換日線，於同日抵達後搭車返回飯店調整時差，為隨即而來旅程的做充分的準備。 
 

早餐 X 午餐:X 晚餐: X 

住宿: Coast Chilliwack  或同等級 

 

第二天 
溫哥華─希望鎮《第一滴血拍攝地》─甘露市《品嚐花旗蔘茶》─太陽峰

渡假村 

上午沿著加拿大東西岸楓葉一號國道進入菲沙河谷，途經廣闊

的低陸平原，田園牧野景觀盡入眼簾，經過《第一滴血》的拍

攝地，也是百年前濤金時期的美麗小鎮～希望鎮，在此身歷其

境感受電影拍攝場景並稍作休息。隨後抵達甘露市，此地位於

內陸氣候乾燥適於花旗蔘的生長，是北美洲花旗蔘的主要產

地。安排前往蔘廠了解花旗蔘由來及製造過程，並品嚐蔘茶。

今晚入住太陽峰度假村，這是卑詩省最大的渡假村，四季皆宜

造訪。穩定的晴朗氣候使它無論是在夏季或冬季，都適宜從事

各種活動。熱愛健行的你可體驗眾多在山中蜿蜒的高山步道，也可享受渡假村中多樣的餐廳美食與購

物樂趣。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自助餐 晚餐: 飯店西式三道式（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Sun Peak Grand 或同級 

 

第三天 
太陽峰渡假村─灰井省立公園《道森瀑布‧罕肯瀑布‧史帕漢斯瀑布》─

羅伯遜山省立公園─傑士伯國家公園《派翠西亞湖、金字塔湖》─辛頓 

早餐後進入灰井省立公園，灰井省立公園最有名的是擁有超過四

十處瀑布群，默托河在流入清水河前，有三道斷流，其第一道即

是道森瀑布．這是一處約二十公尺高，卻極為寬闊的急流瀑布．

頗有小尼加拉瀑布的氣勢．另一道罕肯瀑布，罕肯瀑布落差一百

四十二公尺，是加拿大第四高瀑布．隨後抵達史帕漢斯瀑布，此

瀑布為冰河時期的冰河雪水融化經千萬年沖刷山谷，形成峽谷地

形，造成約 60 公尺的落差瀑布，甚為壯觀。午后沿著北麓山區的

菲沙河谷順著黃頭 16 號公路，穿越羅賓森山省立公園，您可遠眺加拿大洛磯山脈第一高峰的羅伯遜

山，海拔 3954 公尺，山頂冰河終年不化。抵達傑士伯國家公園內的派翠西亞湖及金字塔湖，是位於

傑士伯小鎮後方山中的休閒小湖，沿著湖邊前行，另可見湖中小島，站在橋上享受徐徐的清風，看著

湖中的山景，常讓人留漣忘返。今晚特別安排住宿傑士伯國家公園附近的辛頓小鎮，您可親身感受悠

閒的山林生活樂趣。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BBQ 豬肋排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Best Western Plus Hinton Inn & Suites 或同級 

 

第四天 辛頓─傑士伯國家公園《瑪琳峽谷‧藥師湖‧精靈島》─辛頓 Hinton 

早餐後，首先前往傑士伯國家公園參觀瑪琳峽谷，經過世界上最大之水蝕石灰岩通道，您可拍攝到深

達五十公尺的瑪琳峽谷難得的畫面。續而經過傳說中巫師居住的藥師湖，此湖有如蘊藏特異功能，每

年秋末以後會因湖水的調節而消失，直到次年夏天才會再出現。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西式簡餐 晚餐: 義大利風味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Best Western Plus Hinton Inn & Suites   或同等級 

 

第五天 
辛頓─阿薩巴斯卡瀑布‧哥倫比亞大冰原‧冰原雪車‧冰河天空步道─《佩

多湖、弓湖、鴉爪冰河》～今晚住宿露易絲湖城堡旅館 

早餐後，首先前往傑士伯國家公園。傑士伯國家公園內最著名的阿薩巴斯卡瀑布，是洛磯山脈中最壯

觀的瀑布，從遠處即可聽到瀑布飛躍而下轟隆隆的水聲，阿薩巴斯卡瀑布是由阿薩巴斯卡河切割石英

岩床而成，瀑布全年水量充足，夏季因多融雪，所以水量特別湍急。之後前往位於傑士伯國家公園的

哥倫比亞大冰原，讓您可親身到達最大的冰河遺跡，並特別安排搭乘全世界只有十二輛，加拿大獨有

的巨輪冰原雪車，登上 2210 公尺高的阿薩巴斯卡冰河，在厚達三百公尺萬年玄冰上蹣跚而行時，這

絕對是您一生中難得的經驗！ 

註：如遇天候因素冰原雪車不開放時，則每人退$40 加幣，敬請見諒！ 

為了不讓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專美於前，加拿大在傑士伯國

家公園也興建了一座「冰河天空步道」，讓有膽的民眾可以站在高

空中，俯瞰加拿大壯麗冰川山岳危巖峭壁的天然美景。亞伯達省旅

遊局表示，這座「冰河天空步道」長 500 公尺，架設在桑瓦塔山谷

上約 300 公尺的空中，玻璃步道是觀景台的一部分，從懸崖峭壁伸

出約 30 公尺。註：如遇氣候因素或官方延遲開放，則每人退$10

加幣，敬請見諒！下午前往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

園，遊覽僅次於露易絲湖的名湖～佩多湖，它帶著不可思議的湖水

色澤，不同季節帶著不同的面貌迎接遠來的遊客。然後再造訪美麗的弓湖及鴉爪冰河，您可在此欣賞

到冰河的鬼釜神工及大自然神奇的力量。 

註：佩多湖需依當地積雪路況而定，若封閉而則無法進入，敬請見諒！ 



晚餐後特別安排住宿班夫國家公園內的【露易絲湖城堡旅館】(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此旅館顧名思義就是建立在露易絲湖畔邊，如果你愛上露易絲湖的美，保證愛上這間城堡

飯店。露易絲湖堡飯店因具有《世界最美的窗戶》而聞名，其最大特色是飯店的各間餐廳皆有大片的

落地窗，可欣賞窗外的美景或露易斯湖及壯麗的維多利亞山及所形成的冰河平原。在這裡喝杯咖啡，

因為窗外的美景和松鼠相伴，呼吸也跟著一起浪漫了起來。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西式自助餐 晚餐: 城堡飯店西式晚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或同等級 

 

第六天 
露易絲湖─夢蓮湖─優鶴國家公園《天然石橋、翡翠湖》─班夫國家公園

《硫磺山纜車、城堡山》─卡加利 

早餐後前往十峰谷下的夢蓮湖，位於海拔高度 1,884 公尺，

湖泊面積為 0.5 平方公里，曾被加拿大政府當做 20 元加幣

紙鈔的圖案，由於夢蓮湖是一個冰川湖，湖水折射沉積的

岩粉，呈現出美麗的藍綠色...湖水湛藍山峰壁立；鬱鬱蔥蔥

的冷杉，星星點點的遊艇，隨手拿起相機拍上一張，都是

一幅絕美的畫卷！隨後進入世界聞名的洛磯山脈國家公園

區，首先前往風景瑰麗的優鶴國家公園，沿途將看到那舉

世無雙的天然奇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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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踢馬河沖刷所形成的

天然石橋及有《洛磯山綠寶石》之稱的翡翠湖，峻峭山峰、瑰麗美景目不暇給。午後安排搭乘獨特的

硫磺山纜車，攀登海拔 2450 公尺高的硫磺山山頂，透過窗戶隨著爬昇的纜車鳥瞰班夫美景，並在展

望台上眺望令人屏息的風光，包括班夫小鎮、弓河河谷、瀑布以及群山環繞的美景等讓您永難忘懷。

再來你可看到班夫國家公園內最特殊的山峰～城堡山，由於城堡山雄偉壯觀，使它成為加拿大橫貫公

路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標。今晚前往卡加利住宿。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韓式火鍋+烤肉 晚餐: 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 Coast Calgary 或同級  

 

第七天 卡加利 / 黃刀鎮─極光村《極光欣賞》 

早餐後前往卡加利機場飛往極光之城—黃刀鎮。親近極地之無污染空氣，精神為之一振。別忘記於等

侯行李時，替行李輸送帶中之北極熊標本拍照，離開大堂前，也

別忘了察看地上當今不多見之北極圈地圖。  

今夜安排★極光觀賞，選擇大奴湖作極光追踪，再來整夜攝獵大

自然奇妙的極光。享受熱飲。加拿大原住民相信：如果您在極光

出現時出聲，光就會發現你、把你帶走。別忘了帶著您的照相機，

當極光出現時可以捕抓極光璀璨的舞姿！觀賞那「漫舞中的窗

帘」，在這全無污染環境下，感嘆著造物主的神奇，千里迢迢來

到此地，總有收獲而返！ 

【溫馨安排】特地安排連續三晚觀賞極光，以便增加看到極光的機率。但由於極光為自然現象，是否

出現需依當日氣候氣溫條件而定，無法保證絕對可以見到。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註：因往來黃刀鎮的各航班機位均有限，如遇無法全團訂在同一班機時，將以付訂先後順序調整班機，敬請見

諒 

註:內含中段班機一件行李費用，第二件或以上敬請自理。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敬請自理，發放餐費 CAD15 晚餐: 越南料理 

住宿: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EXPLORER HOTEL YELLOWKNIFE 或同等級 



 

第八天 
黃刀鎮市區觀光《威爾士王子遺跡館‧老城區‧極光紀念品店》─極光村

《極光欣賞》 
今日繼續參加黃刀鎮市區觀光，讓您對這個極北的城市及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帶領您參觀威爾士

王子遺跡館和老城區的街道拍照, 並且在當地紀念品店購買極光特色小禮物。  

晚上特別安排享用極光村西式餐，餐廳是原木建築，並提供精緻可口的當地料理，我們將在此燭光晚

餐，餐後則直接留在極光村的原住民 Teepee 帳棚內等待幸福極光的出現。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敬請自理，發放餐費 CAD15 晚餐: 極光村西式(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EXPLORER HOTEL YELLOWKNIFE 或同等級 

 

第九天 黃刀鎮─Cameron Falls 健行─極光村《極光欣賞》 
今日白天前往 Cameron Falls。健行活動位於隱湖領地公園（Hidden Lake Territorial Park），步行 30

分鐘即可輕鬆到達卡梅倫瀑布，沿途景色壯麗，令人心曠神宜。走在

瀑布下游，沿著彎彎曲曲的河床慢步，穿過北方森林，沿著岩石地形，

登上小山谷。一邊健行一邊欣賞沿途自然風光，有別於白雪皚皚的冰

天雪地情景，步道兩旁黃綠相間的樹葉，展現蓬勃生機。晚餐後稍事

休息，即可前往今晚安排的帳篷，等待極光女神的降臨, 一座座的印地

安帳篷裏面已經擺設好舒適的坐位及火爐, 這個是特別為觀賞極光所

設置的極光村，極光村內區域遼闊；帳棚內並有安排有熱飲。等待極

光出現的同時可到屋外四處探尋極光的最佳拍攝背景。午夜約 1 時返回旅館。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敬請自理，發放餐費 CAD15 晚餐: 飯店西式(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EXPLORER HOTEL YELLOWKNIFE 或同等級 

 

第十天 黃刀鎮/溫哥華++BC 渡輪++維多利亞 《維多利亞港灣‧省議會大廈》 
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哥華。隨後前往碼頭，搭乘

BC 渡輪橫渡喬治亞海峽前往溫哥華島上第二大城﹝那乃摩

市﹞，前往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這是一個散發著無比的魅

力、世界聞名的城市，它的美貌引來《花園之都》、《小英國》、

《退休樂園》等美名，在在都是道出它的美麗及可愛之處。 

抵達後安排參觀卑詩省議會大廈、維多利亞港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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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因往來於黃刀鎮的各航班機位均有限，如遇無法全團訂在同一班機時，將以付訂之先後順序調整搭乘不

同班機，敬請見諒。 



早餐: 現金餐費 10CAD 午餐: 中式七菜一湯或現金餐費 CAD15 晚餐: 義大利麵風味餐 

(含水酒每人一杯) 

住宿: Hotel Grand Pacfic 或同等級 

 

第十一天 維多利亞《布查花園‧有機花餐》++BC 渡輪++溫哥華《酒莊巡禮》 

早餐後首先來到橫貫加拿大的一號國道公路起點～MILE 0。隨後前往維多利亞知名的布查花園，在巧

妙精緻規畫下，玫瑰花園、義大利花園、日式庭園、低窪花園、羅斯噴泉，一次呈現在遊客面前。在

布查花園，怎麼拍都似風景明信片般美麗。午餐為您特別安排在布查花園內享用有機花餐，另有一番

滋味。

 
午後搭乘 BC 渡輪返回溫哥華，前往加拿大著名的冰酒釀製廠，在此可以了解到冰酒釀製的過程，並

品嚐醉人的冰酒風味，天氣好時，不妨到酒莊後方的葡萄園駐足片刻，享受一下寧靜的幸福。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布查花園有機花餐 晚餐: 日式料理 

住宿: Hyatt Regency 或同級 

 

第十二天 
溫哥華《加拿大廣場‧飛越加拿大 IMAX‧蓋斯鎮‧伊麗莎白女皇公園‧

史丹利公園‧迷你彩虹船‧格蘭維爾島》～機場 

今日展開溫哥華市區觀光：首先前往加拿大廣場，這裏也是 1986 年世界博覽會的展覽場地，狀式揚

帆的蓬頂式建築，取其為海洋城市之義，是溫哥華著名風景標誌之一，獨樹一格的海濱白色五帆標誌

與蔚藍海天互相輝映，讓人遠遠就想一虧究竟。此地也是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的停靠區，所以觀賞遊輪、

與遊輪合照就成為觀光客最熱衷的活動之一。 

特別安排 2014 年最新的《飛越加拿大 IMAX》讓您在這趟旅程

裡，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再次從空中的角度看見加拿大，回味

無窮。如詩如畫的伊麗莎白女皇公園，是加拿大首座闢建的城

市公園，是溫哥華當地居民春遊踏青賞花去處。伊莉莎白女皇

公園就坐落在海拔約 200 公尺的山丘上，擁有絕佳的居高臨下

眺望視野，可以盡覽市中心和北溫哥華城市景觀。此公園最早

並非此名，而是因為英國女皇伊莉莎白曾經到此造訪，因而改

名為伊莉莎白女皇公園。 

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史丹利公園，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素

有《皇冠上的珠寶》之稱，您可在花園中隨處漫步，也可盡情觀賞延路的山海美景、森林與城市景觀。



史丹利公園的一角的圖騰公園，豎立著高聳圖騰柱，彰顯印地安文化的影響力，最能吸引遊客駐足。

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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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斯鎮是溫哥華的發源地，而此座蒸汽鐘是

全世界第一座以蒸氣發動的鐘，每四分三十秒會鳴一次氣笛，每十五分鐘會播放一次音樂，而每小時

會發出報時聲，全世界很多遊客都慕名而來。 

享用豐盛晚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並為這美麗的回憶畫上句點。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港式飲茶 晚餐: 中式海鮮餐 

住宿: 夜宿機上 

 

第十三天 溫哥華／桃園 

因為飛越國際換日線，夜宿於機上。您可在機上享受空服員的熱情款待，或是觀賞精彩的電影，更可

以呼呼大睡，直到回到溫暖的家。 

住宿: 夜宿機上 

 

第十四天 桃園 

經國際換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加拿大洛磯山脈愉快旅程。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