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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11【加拿大】黃刀鎮極光 11 日
三晚極光、兩晚露易斯湖、極地生活體驗
NT:138,000 元/人 含 (稅、ETA、導遊小費 110 美金、行李小費、
西餐水酒、兩人一台 WIFI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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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西餐含水酒 (每人一杯)。
◎特別安排~兩人一台網路分享器。

1.特別安排兩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歐洲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特別贈送~極光之都黃刀鎮極光證書。
◎特別贈送~極光村專業個人極光照一張。
(價值$30 加幣，此項目為極光村贈品，請務必在現場拍攝後，當晚通知領隊協助領取照片，如未前往拍攝或
無通知領隊，恕不退費，敬請理解)
◎特別贈送~黃刀鎮精神徽章。
(此項目依照極光村預備贈品為主，如徽章發放完畢，極光村將以其他小贈品替代，敬請理解)
◎特別贈送~夜間拍攝用小型手電。
(此項目依照極光村預備贈品為主，如徽章發放完畢，極光村將以其他小贈品替代，敬請理解)
◎貼心加贈~黃刀鎮極地專用禦寒服裝租借
生活於亞熱帶地區的我們，很難想像極地的氣候，或是要尋找購買到合適的裝備，每件動輒上萬元卻只穿一兩
次；特別貼心為您加贈極地禦寒衣物的租借(4 天 3 夜)，讓您的行裝更輕便。
禦寒衣物包含內容：
◎
◎
◎
◎

加拿大雁特級羽絨極地防寒外套(尺寸：XS、S、M、L、XL、2XL)
極地防寒專用雪褲(尺寸：XS、S、M、L、XL、2XL)
極地防寒專用手套
極地防寒專用厚底雪鞋(尺寸：依照 US 尺寸)

◎ 極地戶外活動防寒面罩(此品項為全新且可帶走作為本次極
光冒險之旅的紀念)
備註一：以上套裝組合提供旅客 3 晚欣賞極光使用(3 晚服裝租
借價值)，敬請愛惜使用，若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備註二：以上衣物尺寸，請於出發日 14 天前向您的業務人員登
記，並請依照您的實際尺寸登記「大一號」
，方便穿較厚的衣服
及襪子。

【搭乘加拿大航空最大心】
◎《桃園機場-溫哥華-桃園機場》搭乘加拿大航空最新 B-787 飛機，夢幻機種新體驗。
◎ 全程飛機由加拿大航空串接，託運行李全程免費 2 件 23 公斤，攝影配件及禦寒衣物通通帶齊全！當地買的紀念品也
有更多空間帶回來！
◎ 搭乘加拿大航空，讓您的加拿大印象不再只有溫哥華，可以延伸更廣更遠，遇見更多的美景！
◎ 同樣 10 天的行程，有別於市場只住 7 晚，還要帶著疲憊的身體搭乘夜航班返回台灣；加拿大航空給您 10 天 8 夜的玩
樂，最後一晚還可以好好的休息梳洗後，在第九天早上悠閒用完早餐、精神抖擻神清氣爽的，帶著美麗回憶來到機場返
回小別數日的家。
冬季是最適合欣賞極光的季節，但長時間待在寒冷的戶外是非常辛苦的，特別安排原住民 TeePee 帳篷極光之旅，Teepee
帳篷是加拿大原住民特有的住屋型式，除了冬暖夏涼、方便遷徙外，可愛的圓錐頂外型也是特色之一，在 Teepee 帳篷裡，
提供了桌椅、溫暖爐火、再搭配暖暖的熱飲，讓您能夠舒適地等待幸福極光出現，造型可愛的帳篷，更是增添了極光照
片的豐富性，除了美得讓人捨不得眨眼的極光外，原住民 Teepee 的體驗，更是豐富了這趟結合自然與文化的旅程。
傳說中看到極光的人會幸福一輩子，特別安排三晚住宿在極光圈帶上的黃刀鎮，增加極光可見率。

為何選擇加拿大黃刀市為「北極光」觀賞地？
黃刀鎮地處世界第十大湖 〜 大奴湖北岸(Great Slave Lake)，是加拿大最北邊的城市之一，也是西北領地
(Northwest Territories)的首府，更有【北極光之都】的稱號，是欣賞極光的首選之地:
1. 被北極光橢圓環帶區(Aurora Oval)所涵蓋。
2. 全年能有 250 夜/次機會觀賞北極光，機率甚高。
3. 連續三晚追逐極光能觀賞北極光的機率，預估達 98%。
4. 極光出現距離可低至 80 公里，是極低位置可觀賞極光的地方。
5. 全球之極光追蹤天文台設於黃刀鎮，可見其代表性。
【特別安排─黃刀鎮市區觀光】帶您去看極地特有的「冰上公路」
，以及西北領地首府─黃刀鎮的市議會、舊
城，更有黃刀鎮博物館，蒐羅了西北領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縮影、當地特有的極地生態演示，西北領地的古往
今來，都濃縮在這座博物館中。
【特別安排─極地原住民生活體驗】在結冰的湖面上，圍著溫暖的營火堆，手中端著熱呼呼的巧克力飲品，一
邊烤著棉花糖，也可以嘗試用原住民編織的大腳雪鞋在冰雪上漫步、或是刺激一點來到冰湖畔的冰雪溜滑梯，
體驗一下幾乎沒有摩擦力的快速滑行吧！
【特別安排─狗拉雪橇體驗之旅】狗拉雪橇是一項很有趣的雪上活動，體驗搭乘雪橇犬奔馳在森林中的樂趣！

【班夫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是加拿大首座國家公園。內有著名的露易絲湖、城堡山等著名景觀以及數以百
計的野生動物。最為著名的勝地則是位於這個古老公園內的班夫鎮，也是加拿大洛磯山最早建立的城鎮，班夫
鎮坐落在落磯山腳下，市鎮仍保留著十九世紀的建築特色，地理條件優越，天然美景盛多，渾然天成的景觀觸
動人心。

【優鶴國家公園】站 在 這 浩 瀚 的 大 地 上 ， 如 詩 如 畫 的 景 色 易 入 眼 簾 ， 隨 手 拍 拍 都 是 美 麗 的
明 信 片 ， 進 入 翡 翠 湖 的 湖 光 山 色 因 遊 客 較 少 ,顯 得 幽 境 愜 意 令 人 迷 醉 。

【露易斯湖】湖水碧綠清澈，遠望就像嵌在洛磯山脈中的一顆翡翠，在陽光照射下，光彩奪目，有著牛奶翠玉
色。來到湖邊，無論你是屹立在湖畔，還是徜徉漫步於湖邊小徑，週遭的青山碧水，湖光山色，都讓你宛若置
身於仙境一般。

參考航班
天數
第1天
第1天
第5天
第8天
第8天
第 10 天

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航空

班機
AC18
AC222
AC8223
AC8234
AC225
AC17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
起飛地 / 抵達地
桃園 TPE / 溫哥華 YVR
溫哥華 YVR / 卡加利 YYC
卡加利 YYC / 黃刀鎮 YZF
黃刀鎮 YZF / 卡加利 YYC
卡加利 YYC / 溫哥華 YVR
溫哥華 YVR / 桃園 TPE

起飛時間
18:00
17:30
17:10
13:55
19:30
11:35

抵達時間
12:25
19:56
19:47
16:23
20:10
16:30+1

飛行時間
10 小時 25 分
1 小時 26 分
2 小時 37 分
2 小時 28 分
1 小時 40 分
12 小時 55 分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溫哥華/卡加利機場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加拿大西岸最美麗的城市－溫哥華，因為時差的緣故航機於同日下午
抵達，並由領隊協助通關後搭乘國內航班，前往亞伯達省首府─卡加利。晚餐後前往旅館辦理住宿。

早餐 :X

午餐 : 敬請自理~機場發放餐費 15 加幣

晚餐 :中式八菜一湯

住宿: 卡加利 Coast Hotel Calgary Airport 或同級

第二天 卡加利─優鶴國家公園《天然石橋‧翡翠湖》─露易斯湖白角山纜車
~今晚安排入住露易斯湖城堡飯店
早餐後首先進入《優鶴國家公園》
，
「優鶴」(Yoho)在克里族的語言中所
代表的是驚奇與不可思議的意思，擁有加拿大最高的瀑布奇景、世界級
的化石遺跡地和鬼斧神工的的天然地形景觀，在此我們穿越位於亞伯達
省與卑詩省邊界的躍馬隘口，遙望當年為了穿越險峻的躍馬隘口所建造
的《8 字螺旋隧道》
，這可是興建橫加鐵路的最大挑戰！隨後來到滴水穿
石的《天然石橋》，從這天然石橋的細縫中，看見百萬年不變的奔騰水
流，相當具有威力。
午後特別安排前往露易絲湖附近搭乘知名的《白角山纜車》
，纜車位於
白角山滑雪場,冬天可以滑雪,夏天也可以搭乘這滑雪纜車,到達這 2090
公尺的白角山山頂，觀賞露易絲湖的全景，非常值得一坐。而且白角山纜車相較於班夫鎮上的硫磺山纜車需時
要長，約為單趟 20 分鐘的過程，來回光是搭乘纜車就需要 40 分鐘，還可以挑戰你的膽識，因為除了車廂式
的纜車外，還有露空的吊椅式滑雪纜車，更增加這白角山纜車的刺激性。
隨後來到班夫國家公園內參觀著名的《露易絲湖》美譽：
《洛磯山藍寶石》
，這座長 2.4 公里、寬 500 公尺的湖
泊，座落在標高 1,731 公尺高的山裡，因冰河水中含有細微的粒子，所以靜謐的湖水呈現出不可思議的青綠色，
令人贊嘆的世界美景，彷彿是一幅畫既優美又有深意。您可以從不同角度欣賞露易絲湖冬天優美的景色，令人
宛如置身瑞士山中。今晚就夜宿在這美麗的湖畔城堡飯店。
註：如遇露易絲湖城堡旅館滿房，則改以班夫春泉城堡旅館代替，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 :亞伯達省牛排+魚排雙主餐(含水酒)

住宿: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露易斯湖城堡飯店 (面湖房) 或同級

第三天 露易斯湖─班夫國家公園《弓河瀑布‧驚奇角‧班夫上溫泉》~今晚安排入
住露易斯湖城堡飯店
早餐後，您可自行散步前往露易絲湖，露易絲湖有許多美譽：
《洛磯山藍寶石》
、《洛磯山蒙娜麗莎》、
《小魚之
湖》……等，這座長 2.4 公里、寬 500 公尺的湖泊，座落在標高 1,731 公尺高的山裡，雪白的湖面及飯店周圍

的冰雕，都是駐足留影的好地方。
隨後專車前往著名的洛磯山脈國家公園區，洛磯山脈觀光重鎮《班夫鎮》，參觀電影大江東去的拍攝地《弓河
瀑布》，此地曾經是瑪麗蓮夢露成名作「大江東去」的場景。續往《驚奇角》遊覽，拍攝百年古堡建築的班夫
溫泉城堡酒店，巧克力蛋糕般的城堡外型為該地最有名的地標物，讓人驚嘆它的雄偉壯觀。接著前往著名的《班
夫上溫泉》
，您可一邊欣賞積雪的諾奎山，一邊泡著溫泉，保證讓您永生難忘(請自備泳衣，如未帶泳衣者，可
在當場租借)。
傍晚隨意在班夫鎮上捕捉冬日小鎮街景，或是逛街。
註：如遇露易絲湖城堡旅館滿房，則改以班夫春泉城堡旅館代替，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中式八菜一湯

晚餐 :韓式火烤兩吃風味

住宿: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露易斯湖城堡飯店 (面湖房) 或同級

第四天 露易絲湖 - 班夫鎮 ─ 卡加利/黃刀鎮《極光等待》
早餐後前往卡加利國際機場搭乘班機前往極光之城《黃刀鎮》，首度
與極地之無污染空氣，精神為之一振。勿忘記於等侯行李時，替行李
輸送帶中之北極熊標本拍照，及離離大堂前，察看地上當今不多見之
北極圈地圖。稍事休息後，安排於晚間出發前往《極光村》等待極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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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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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極光村的極光守候時間是晚間九時半抵達極光村，約半夜 12 時半離開極光村，若是您想要在極光村停
留更長時間等候極光，可以在每晚半夜 12 時前，向極光村的禮品中心購買「延時卷」
，每加一小時約為 25 加
幣(確認金額以極光村公布為準)，購買延時?後交給所屬帳篷的工作人員，在結束您的延時行程後，搭乘極光
村的接駁車返回飯店。

【參考車程】班夫─卡加利：125KM/1.5HR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敬請自理~機場發放餐費 15 加幣

晚餐 : 美式餐盒

住宿: 黃刀鎮 Explorer Hotel / Yellowknife Inn / Days Inn/ Chateau Nova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黃刀鎮《市區觀光：冰上公路‧舊城‧黃刀博物館‧極光等待》
今日上午在飯店內補眠，因昨晚看極光至凌晨才返回飯店休息，因此今天早
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並補充體力。飯店早餐大約營業至 10:30~11:00，可自
由安排時間享用，午餐時間自行自由安排。
午後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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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前往一條《冬季公路 Ice Road》，這條橫越大奴湖的公路，每
年的十二月中旬到隔年四月開放，是以大奴湖上的湖冰整理而成，最後的厚
度可達三公尺，乘載重量最大約為四十公噸，是一個極地才會出現的特殊奇景。接著車行經過黃刀鎮的《舊村
莊》，這裡有許多當地人開設的小藝品店、以及利用當地野生動物打獵而來的毛皮製品。隨後前往《黃刀鎮博
物館》，展示了許多當地原住民的物品、生活型態，以及極地生態的介紹。晚餐後再度整裝出發，專車接送您
到《極光村》 (Aurora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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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旅館 25 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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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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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村的極光守候時間是晚間九時半抵達極光村，約半夜 12 時半離開極光村，若是您想要在極光村停留
更長時間等候極光，可以在每晚半夜 12 時前，向極光村的禮品中心購買「延時卷」
，每加一小時約為 25 加幣
(確認金額以極光村公布為準)，購買延時?後交給所屬帳篷的工作人員，在結束您的延時行程後，搭乘極光村
的接駁車返回飯店。

早餐 :飯店內早餐
住宿:

午餐 : 敬請自理~發放餐費 15 加幣

晚餐 :西式料理(含水酒)

黃刀鎮 Explorer Hotel / Yellowknife Inn / Days Inn 或同級

第六天 黃刀鎮《狗拉雪橇體驗之旅‧原住民傳統活動體驗‧極光村西式晚餐‧極光
等待》
今日上午在飯店內補眠，因昨晚看極光至凌晨才返回飯店休息，因此今天
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並補充體力。飯店早餐大約營業至 10:30~11:00，
可自由安排時間享用，午餐時間自行自由安排。
午後專車帶您與極地雪橇犬做近距離接觸，盡情地和可愛聰慧的狗兒們拍
照！在極地的冬季-狗拉雪橇是一項很有趣的雪上活動，體驗搭乘雪橇犬奔
馳在森林中的樂趣！親切的嚮導會先介紹體驗者和雪橇犬認識，接著帶領
你來一趟有趣又安全的《狗拉雪橇之旅》。
另外試試較傳統的活動: 《雪盆溜溜樂》及坐在營火旁享用熱巧克力及《烤棉花糖》
，完全體驗加拿大人的冬
季戶外生活，絕對可以滿足您。晚餐特別安排在極光村內的餐廳，享用當地特殊的原住民風味。
晚餐後稍事休息，即可前往今晚安排的帳篷，等待極光女誰的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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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旅館 25 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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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企劃】極光村西式晚餐◎極光村西式套餐 Menu：
1.湯或沙拉（2 選 1）

2.主菜（2 選 1）
(A)【香煎奶油檸檬白魚】Pan fried whitefish served with chives lemon butter sause
(B)【烘烤北美水牛原汁肋排】Slow roasted buffalo prime rib
3.甜點
4.咖啡或茶
※以上西式套餐菜單，皆以餐廳實際供應為主，若有變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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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狗拉雪橇、原住民傳統雪地活動、極光村
註：極光村的極光守候時間是晚間九時半抵達極光村，約半夜 12 時半離開極光村，若是您想要在極光村停留
更長時間等候極光，可以在每晚半夜 12 時前，向極光村的禮品中心購買「延時卷」
，每加一小時約為 25 加幣
(確認金額以極光村公布為準)，購買延時卷後交給所屬帳篷的工作人員，在結束您的延時行程後，搭乘極光村
的接駁車返回飯店。

早餐 :飯店內早餐
住宿:

午餐 :敬請自理~發放餐費 15 加幣

晚餐 :極光村西式晚餐(含水酒)

黃刀鎮 Explorer Hotel / Yellowknife Inn / Days Inn 或同級

第七天 黃刀鎮《自由活動》/轉機點/溫哥華
今天白天時間，您可自由在黃刀鎮上捕捉您想留下紀念的影像，或是前往郵局給親友寄張明信片，午後專車前
往機場，經由轉機點返回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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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早餐
住宿:

午餐 : 敬請自理~機場發放餐費 15 加幣

晚餐 : 中式八菜一湯

溫哥華 Hyatt Regency Hotel Vancouver 或同級

第 8 天 惠斯勒一日遊
沿著溫哥華著名的觀景道路海天公路北上，前往 2010 年冬季奧運主辦場地
以及北美最大的滑雪勝地惠斯樂渡假村。惠斯樂是北美洲最美的渡假村，
有《小瑞士》的美稱，您可悠然閒逛於歐洲風味的鎮上享受如瑞士般的休
閒渡假風情。觀賞滑雪人潮川流不息的景象，彷彿置身歐洲阿爾卑斯山渡
假小鎮；渡假村全區以行人徒步區設計，餐廳、PUB、遊樂場、精品店、
Hard Rock Caf、路邊咖啡座，是一座浪漫的渡假風情小鎮。在此你有機會
看見世界著名魔術師、街頭藝人、音樂家與藝術家來此表演，您也可散步
於美麗的街頭，或是啜飲一杯香濃的咖啡，享受一個悠閒浪漫的午後。
【下車拍照】惠斯勒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西式套餐(含水酒)

晚餐 :中式海鮮餐+ 龍蝦

住宿: 溫哥華 Hyatt Regency Hotel Vancouver 或同級

第九天 溫哥華市區觀光《加拿大廣場‧伊麗莎白女皇公園‧史丹利公園‧獅門大橋‧
蓋士鎮》
早餐後展開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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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溫哥華著名風景標誌之一。隨後前往前往如詩如畫的《伊莉莎白女王公園》，擁有全市的置高點可
以鳥瞰整個大溫哥華地區，是加國第一座城市展示公園。接著前往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史丹利公園》，是北
美最大的城市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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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來到溫哥華代表景

致之一的《獅門大橋》
，這裡能夠展望北溫哥華以及海灣的壯麗景色。最後前往溫哥華發源地～《蓋士鎮》
，至
今街道仍保留古色古香的景觀，這一帶的紀念品商店幾乎是連成一片，想買些帶有當地特色的紀念品可得在這
用心逛逛，當然也別忘了和全世界第一座蒸汽鐘合影留念。
【下車拍照】加拿大廣場、伊莉莎白女王公園、史丹利公園、獅門大橋、蓋士鎮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港式飲茶

晚餐 :希臘風味餐(含水酒)

住宿: 溫哥華 Pacific Gateway 或同級

第十天 溫哥華/桃園機場
早餐後，搭乘上午的直航班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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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 機上

第十一天 桃園
經國際換日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加拿大黃刀鎮極光愉快旅程。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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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穿著》
1. 不要棉質!!! 尤其是最貼身的那一件，貼身的主要以羊毛、排汗衣、發熱衣材質
2. 洋蔥式穿法
3. 腳底跟手是最難保暖的
4. 出門前將無法保護而裸露出來的肌膚 (臉) .. 塗上一層凡士林, 會有很好的防凍傷效果!!
5. 更詳細事宜將在領隊召開說明會時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