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榜惠享】加拿大黃刀鎮三天北極光觀賞之旅     

           

產品資訊 

團號 K3   

出發城市 黃刀鎮 Yellowknife   

目的地城市 黃刀鎮 Yellowknife 途經地點 黃刀鎮 Yellowknife 

行程天數 3 天 2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56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583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568 = 568 

【3天】燃油附加費:1 x 15 = 15 

兩人入住：$40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846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408 = 816 

【3天】燃油附加費:2 x 15 = 30 

三人入住：$37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179 

房間數:1;遊客數:3; 

基礎價格:3 x 378 = 1134 

【3天】燃油附加費:3 x 15 = 45 

四人入住：$348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452 

房間數:1;遊客數:4; 

基礎價格:4 x 348 = 1392 

【3天】燃油附加費:4 x 15 = 60 

             

出發班期 

          08/15/2022-04/01/2023：天天出發          

             

產品特色 

            

            

. 坐落在極光帶正中心的黃刀鎮是NASA評出的全球最適合觀測極光的地方之一，被稱為“北極光首都”。有可能

觀賞到極其罕見的黃、紫色極光、唯美舞動極光！ 



            

            

. 精選3天2晚追光行程，看到極光概率高達95%！不再忐忑不安，輕鬆追光！ 

            

            

. 入住黃刀鎮4星酒店，安全舒適，寒冷冬夜暖洋洋！ 

            

            

. 可選狗拉雪橇、冰釣等經典遊玩項目，也可在當地旅客中心領取極光/北極圈證書和小徽章，留住心中最美的

極光瞬間！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黃刀機場 (YZF)； 

24小時免費接送機服務。 

                       

離團地點 

黃刀機場 (YZF)； 

24小時免費接送機服務。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黃刀鎮 

全天   

今天您將抵達加拿大西北地區省的首府—黃刀鎮，黃刀鎮機場 (YZF) 

提供24小時免費接機服務，導遊將身穿紅色加拿大鵝，手舉印有您名字的接機牌等候您。接到您後，導遊將把

禦寒服交給您，隨後前往酒店辦理入住。 

  

黃刀鎮是世界三大極光觀賞地之一，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優越，全年約有240天可以看到極光。待夜幕降臨，為

遠離城市光污染，我們將驅車前往的印第安狩獵帳篷穀營地，等待極光出現，營地提供熱飲和零食。幸運的客

人，將有機會遇到打獵歸來的印第安老獵人回營，將有機會看到他們展示狩獵方法和捕到的獵物。極光出現後

，我們將跟隨攝影導遊盡情拍攝合影，底片會上傳到雲端，無損免費下載。 



如遇到風雪天氣，多年追光經驗的老司機，將帶您前往有可能看到極光的湖邊或森林旁。 

 

                                 

晚上   

酒店：The Explorer Hotel 或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同級 

                                 

                           

Day 2 黃刀鎮自由活動 - 汽車 - 梯皮帳篷營地觀賞極光或追獵極光 

全天   

今天您可以自由活動或者自費參加各種項目。下午我們將開啟1-

2小時的黃刀鎮市區遊覽，參觀大奴湖邊、老城區、印第安保留地、飛行員紀念碑等景點，也可以在訪客中心領

取黃色小刀及極地證書。 

晚上我們將再次開啟極光之旅。第二晚極光觀賞，相信您對如何拍攝極光已瞭若指掌，無論在溫暖舒適的營地

還是在追光的路上，攝影導遊都會為您提供不限數量的極光拍攝。 

  

上午自由活動推薦：Century Square Mall 有半成品的皮草，例如白色雪狐皮、水貂皮等。 

美食推薦在（自費）：網紅 Bullock 餐廳的野牛排、鹿肉排值得一試。 

  

上午可參加的自費項目： 

1. 極地狗拉雪橇（15 分鐘雪橇奔跑時間，含烤棉花糖和雪上溜溜球體驗） 

2. 印第安冰上捕魚（2-3 小時含魚餐，僅限冬季） 

3. 雪地履帶車（每人每台每小時，僅限冬季） 

 

                                 

上午   

極地狗拉雪橇 

狗拉雪橇原本是愛斯基摩人的常用交通工具，在這裡卻是冬季必選的戶外體驗項目。在專業人員的駕馭下，您

可以體驗在廣袤雪海上賓士的快感。狗拉雪橇期間可任玩雪上溜溜球、烤棉花糖、大雪鞋擺拍。2-4 人乘坐 12-

16 頭阿拉斯加/哈士奇犬在森林湖邊奔跑15 分鐘。 

 

印第安冰上捕魚 

前往印第安人的家，觀看本地人在湖邊設網捕魚（100%捕上魚），並且還將現場烹殺鮮魚，煎炸煮各式做法不

僅為你呈現一場視覺盛宴，還讓你的味蕾體驗不同的美味刺激！寒風凜冽中，一碗鮮美魚湯再合適不過，搭配

印第安小餅，讓你全身心溫暖舒暢！ 

 

黃刀雪地履帶車 



與我們日常所見到的用輪子在路上跑的摩托車不同的是，加拿大黃刀鎮的雪地摩托沒有輪子，而是使用履帶的

旋轉來行駛的，在雪地中行駛的時候會更加的穩健。在北極，沒有什麼比雪地履帶車更具刺激性，體驗征服這

片雪海的感受。全新雪地履帶車，配有加熱頭盔，由擁有多年極地經驗的導遊全程跟隨護航。 

 

                                 

晚上   

酒店：The Explorer Hotel 或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或 同級 

                                 

                           

Day 3 黃刀鎮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您將在指定時間在酒店大堂集合後，導遊安排統一送往機場，結束黃刀完美的幸福極光之旅。黃刀鎮機

場 (YZF) 提供24小時免費送機服務。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行程所列酒店住宿； 

           

           

2. 普通話導遊服務； 

           

           

3. 行程中的交通服務； 

           

           

4. 白馬市三次極光觀測。 

 

 

費用不含 

1. 行程中涉及到溫哥華到白馬市單程或者往返機票費用； 

           



           

2.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5%GST； 

           

           

3. 司機導遊服務費：溫哥華部分CAD$12/人/天，白馬接送機當日CAD$5/人/天，白馬行程部分CAD$10/人/天； 

           

           

4. 全程餐飲； 

           

           

5. 行程中的自費項目； 

           

           

6. 境外個人消費（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小費等個人消費）； 

           

           

7. 因交通延阻、戰爭、政變、罷工、天氣、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導致的額外費用； 

           

           

8.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自費專案 

項目名稱 包含天數 價格說明 描述 

黃刀鎮雪地摩托車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USD$10

0 / CAD$120； 

每人每台車一小時，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印第安人家冰上捕魚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USD$85

.00 / 

CAD$100.00；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極光村狗拉雪橇 
導遊根據行

程安排 

每人：USD$95

.00 / 

CAD$110.00； 

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務稅

5%GST。 

黃刀鎮3天禦寒衣服 導遊根據行 每人：USD$60 包括加拿大鵝5級Expeditio



程安排 .00 / 

CAD$70.00； 

n 

遠征外套，雪褲，靴子，

手套，最後一晚極光後收

回。加幣價格不含聯邦服

務稅5%GST。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 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 

2.請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聯繫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

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

您自行承擔。 

3.北美酒店有不同的房間類型，例如一張King/QueenSize的大床房或兩張DoubleSize的雙床房。每個房間可合法住

宿的最多人數在2到4人，包括成人和兒童。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

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酒店的入住時間通常在15:00以後。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八歲以下兒童參團需乘坐安全座椅，提供租借服務，租金$10.00/人/天，請務必在預定行程時提前備註告知，

以便我們提前準備，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違規和罰金由客人自行承擔，敬請理解。出行當日安排大巴

出行無需安全座椅，費用可退還客人。 

9.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10.北極光是極地特有的自然現象，在天氣好的情況下有非常大的機率看到北極光，但有可能因為天氣原因或其

他自然因素導致北極光微弱而無法觀看到。本產品行程的先後順序將根據遊客入團日期、當地天氣等情況重新

調整，遊覽內容不變，展示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自費專案將根據報名情況天氣情況等因素協調安排，行程中推

薦為內容參考，並非實際進行日期，如您有行程計畫外的活動，請提前確認以免行程衝突。 

11. 系統中為美金含稅價格。如您需要支付加幣，所有加幣價格不含5%GST。 

12.可能會多次修改參團條款和條件，並會在代理網站上及時公佈最新版本。請遊客在報名參團前務必仔細閱讀

《參團條例》（點擊藍色字體查看）。我司僅在這些條款和條件下履行義務，除非在此條例中或在法律中有特

http://uvbookings.info/upload/terms/s.pdf


別規定，否則如果產生任何間接性，補償性，偶然性或懲罰性損害都不做出賠償。 

13.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該產品是團體活動，如您選擇中途離團，請提前告知並征得導遊同意，需簽署離團協議書，未完成部分將被

視為您自行放棄，團費不予退還。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美國聯邦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

練，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有每晚至少250 

美元的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僅針對包含接機服務的產品：同一訂單僅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時間範圍內的接機服務，如因天氣、航班延誤等

造成無法安排，請自理交通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