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冬」踏雪尋極光

加拿大黃刀鎮 Yellowknife

6 日 3 夜套票 出發日期：1/12/2018 至 20/4/2019 | 6 Days 3 Nights

Travel Period : 1/12/2018 - 20/4/2019

《世界極光之都 – 黃刀鎮Yellowknife》

零

地處世界十大湖 - 大奴湖北岸，加拿大最北邊的城巿之
一。這個千年環境保存完好，渺無人煙，根據統計鎮中
每年能觀到極光的機會多達240次，為世界之最，
故被稱為『世界極光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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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courtesy of North Star Adventures.

 加拿大航空來回香港與黃刀鎮經濟客位機票 (香港 > 溫哥華 > 卡加利 > 黃刀鎮 v.v.)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by AC (HKG > YVR > YYC > YZF v.v.)

 3 晚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酒店住宿 3 nights 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 Hotel accommodation
 2 晚極光探索之旅+原住民營地體會之旅(享用傳統美食)+黃刀鎮巿內觀光遊(舊區、巿中心及新城區)
*包含租借全套極地禦寒衣物及全程交通接送
2 nights Aurora Hunting Tour + Aboriginal Culture Tour with traditional foods + Sombe K’e City Tour(old town, downtown & new town)
*including winter clothing rental & all transportation

 機場與酒店接送(酒店免費穿梭巴士) Airport transfers by hotel scheduled shuttle bus

每位HK$

13,670+
成人佔半房

※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假期前夕或大型
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
查詢作準。
※北極光屬自然現象，會因天氣而受影響無法保證
看到，敬請留意。

Aboriginal Culture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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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尚旅遊禮遇

與極光合照絕不難
*隨團有專業人仕為您拍照，
亦可為您提供設定相機服務，
以便您能於第一時間搏捉
極光或流星最驚嘆
的時刻。



專業粵語導遊講解

Travel Period : 1/12/2018 - 20/4/2019



*隨團導遊以廣東話、國語
或英語細心講解。

小班出發
更親切體驗
*四人成團，小班出發，
服務更貼心。



貼心服務
*免費租借全套極地
禦寒衣物。

建議行程 Preferred ItInerary

Day 1-2

香港 Hong Kong  溫哥華 Vancouver (航班於第二天到達)  卡加利 Calgary  黃刀鎮 Yellowknife
乘搭加航AC Flights
到達黃刀鎮機場，乘坐酒店免費穿梭巴士前往酒店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
U入住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酒店一晚
機票+酒店住宿+酒店機場接送
膳食

Day 3

原住民營地體會之旅+極光探索之旅
Aboriginal Culture Tour + Aurora Hunting Tour

U早上1100由酒店出發
U專業領隊帶領您進入原住民營地，體驗加拿大北部的荒野生活！您要幫助原住民建造傳統的帳幕(Tipi)、砍柴、在營中生火取
暖，及學習如何設置動物陷阱，真正了解當地土著文化。
U享用美味的傳統食物，如煎餅、當地魚、甚至是馴鹿或駝鹿
U下午1400返回酒店稍作休息
U晚上2130-2200再由酒店出發，開始極光探索之旅
黃刀鎮位於北極光光環中心，這一帶的北極光距地平線很近，仿佛伸手就能碰觸。專業領隊會帶您去探索奇幻
北極光，講解
關於極光的科學智識，教您識別一些行星、星座及銀河系，還會尋找流星 (make a
wish!)，甚至您還有機會看到當地的野生
動物，令您畢生難忘！(極光探索於野外進行，沒有廁所提供。)
U零辰0130-0200返回酒店休息
U入住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酒店一晚
酒店住宿+旅行團交通接送+於原住民營地體會之旅進行期間享用傳統美食+租借全套極地禦寒衣物
膳食

Day 4

黃刀鎮巿內觀光遊+極光探索之旅
Sombe K’e City Tour + Aurora Hunting Tour
U早上1100由酒店出發
U專業領隊帶領遊覽黃刀鎮巿內景點，包括原住民舊區及新巿鎮，了解當地文化
U下午1500返回酒店稍作休息
U晚上2130-2200再由酒店出發，開始第二晚的極光探索之旅
(極光探索於野外進行，沒有廁所提供。)
U零辰0130-0200返回酒店休息
U入住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酒店一晚
酒店住宿+旅行團交通接送+租借全套極地禦寒衣物
膳食

Day 5-6

黃刀鎮 Yellowknife  卡加利 Calgary
 溫哥華 Vancouver  (航班於第六日到達) 香港 Hong Kong
乘搭加航AC Flights
退房後乘坐酒店免費穿梭巴士前往機場
機票+酒店機場接送
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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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交通接送+3小時旅程+導遊講解
+小食及熱飲+拍照及錄影服務

增值體驗

冰湖漁趣

追光前哨戰

乘坐雪地電單車風馳電掣於叢林中

自選

Travel Period : 1/12/2018 - 20/4/2019

每位 HK$

1050+

在結冰的大奴湖中捕魚
全程交通接送+4小時體驗+導遊講解
+新鮮煎魚柳及傳統食物+拍照及錄影服務

每位 HK$

980+

極圈野趣
請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集合，逾時不候，所有費
用將不會退回，及不接受改期。
隨團導遊以廣東話、國語或英語講解。
以上團費不包括導遊、司機及船夫務費小費
(如適用)。
旅行團會因應當時天氣情況而決定，即使本團
已在進行中，行程或路線會被取代或取消。

帶您探索北美洲最大水牛
全程交通接送+5小時旅程+導遊講解
+簡單午膳+拍照及錄影服務

以上行程安排，均以當地接待單位為準，如有
任何更改，將不會另行通知。
每位 HK$

1050+

尚有其他體驗選擇，詳情請與本社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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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旅遊資訊

班芙 Banff

露易斯湖 Lake Louise

班芙纜車 Banff Gondola

被譽為“洛磯山脈上的藍寶石”，也是最受攝影師青睞的湖泊
之一。除影相外，或許來個悠閒時刻，在曆史悠久的費爾蒙露
易絲湖城堡酒店一路欣賞美麗景色，一路品嚐下午茶。

乘坐班芙纜車，短短８分鐘即可抵達硫磺山山頂。在山巔以
360度全景觀賞班芙國家公園、班芙小鎮和弓河河谷，盡攬洛
磯山脈無與倫比的風景。

賈斯珀國家公園 Jasper National Park 是加拿大面積最大的高山國家公園、世界遺產之一，也是世界第二大及唯一一個

中心區有人類居住的暗夜星空保護區。這裡有古代冰川、高山草甸、飛流直下的瀑布、清澈見底的湖泊和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
沿大陸分水嶺而建的冰原大道氣勢磅礡地綿延230公里，把賈斯珀與班芙鏈接在一起。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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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courtesy of North Star Adventures.

費用包括：
• 加拿大航空來回香港與黃刀鎮經濟客位機票
(香港 > 溫哥華 > 卡加利 > 黃刀鎮 v.v.)
• 3 晚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酒店住宿
• 2 晚極光探索之旅+原住民營地體會之旅(享用傳統美食)
+黃刀鎮巿內觀光遊(舊區、巿中心及新城區)
*包含租借全套極地禦寒衣物及全程交通接送
• 機場與酒店接送(酒店免費穿梭巴士)
• HK$100,000 旅遊保險及0.15% 旅遊業賠償
[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條款及細則：
• 以上價錢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
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
• 費用並未包括香港機場保安稅，兩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費用並未包括司機與導遊的小費及行程表列明以外的門票費用
• 專業導遊以廣東話/國語/英語講解
•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5000
• 訂位時須繳交所有費用，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
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Price Includes :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by AC (HKG > YVR > YYC > YZF v.v.)
• 3 nights Capital Suites Yellowknife Hotel accommodation
• 2 nights Aurora Hunting Tour + Aboriginal Culture Tour with traditional foods
+ Sombe K’e City Tour(old town, downtown & new town)
*including winter clothing rental & all transportation
• Airport transfers by hotel scheduled shuttle bus
•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 0.15% TIC Levy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 +852-2886-3977]
General Terms & Conditions
• NO refund for any unused services
• Tour is based on English / Chinese speaking
• Tour sequence is subject to change on arrival date, above is for reference only
• Package rate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during Holiday & Convention Week/Peak Seasons
• All tipping for tour guide & driver, airport & hotel porterage are excluded
• HK security charge, airport tax & fuel surcharge are not included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5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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