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馬市是加拿大最北的城市，亦是育空地區的首府。因為當地的急流酷似白馬的鬃毛因而得名。極光是一種太陽能流和地球磁場碰撞產生的放電

現象，在離地面約60哩的天空中，所釋放出的一百萬兆瓦光芒。極光最常見的顏色是綠色，多種層次的綠色相互疊錯，光影不斷舞動。追尋極光

是許多人一生的夢想，這抹迤邐於天河之上的絢麗光芒，千百年來不斷勾起人們的猜測和幻想，有人說看到極光代表好運及幸福，一生一定要看

一次。客人可於木屋營地裏取暖，免費享用熱飲及小食，等待神秘綺麗的北極光來臨。   

                                               

                                                    可代訂 Air North 溫哥華 ~ 白馬 (YVR-YXY) 直航來回機票 (特價 $450起 包稅) 

 
 

Day 1 : 原居地 ~ 白馬  
接機後 (大約下午14:00) 開始市區觀光 ; 參觀克朗代克淘金熱潮的蒸汽輪船“Klondike”、遊覽育空河谷、走訪遊客中心（冬季
週末不開）、參觀白馬鐵塑~白馬的象徵、原木教堂和原木摩天樓。這裡的皮毛製品、金飾品、猛獁象牙製品等非常特別，購買幾
件特色的紀念品或贈送親友也是不錯的選擇 。（晚機到的客人次日早上大約10時酒店大堂集合，在導遊的帶領下參加市區觀
光）。 
晚上大約10時（根據季節不同，以導遊通知時間為準）專車在酒店大堂接您去觀賞極光，客人在有暖氣的營地木屋裡免費享用熱
飲及小食，靜待極光的來臨。淩晨時份返回酒店休息。(市區觀光遊的時間及行程，均以當地接待機構安排為準) 
 
 

Day 2 :   
自由活動 • 晚上大約10時前往觀賞極光 • 淩晨時份返回酒店休息 
 
 

Day 3 :  
三天團 : 行程結束，送往機場，乘搭航班返回原居地 
四天團 : 自由活動 • 晚上大約10時前往觀賞極光 • 淩晨時份返回酒店休息 
 
 

Day 4 : 
四天團 : 行程結束，送往機場，乘搭航班返回原居地 
五天團 : 自由活動 • 晚上大約10時前往觀賞極光 • 淩晨時份返回酒店休息 
 
 

Day 5 : 白馬 ~ 原居地   
行程結束，送往機場，乘搭航班返回原居地 
 

 
 

 

 
 

 

8月15日2019 ~ 4月15日2020  天天出發  

極光套餐（小木屋含早餐）  極光套餐（酒店 West Mark Hotel or Similar）  

 雙人房 兒童(不佔床) 單房差 雙人房 第三/四位同房 兒童(不佔床) 單房差 第三位同房 

2晚 $488 $388 $200 $498 $418 $398 $200 $398 

3晚 $638 $468 $300 $658 $558 $518 $300 $528 

4晚 $798 $558 $400 $818 $678 $598 $400 $638 



                                  活 动 价 格 

大脚鞋大約半小时                 $ 30 

雪地自行车大約半小时                 $ 30 

雪地摩托大約半小时                 $ 50 

狗拉车/狗拉雪橇大約半小时                 $120 

极地露天温泉大約2小时                 $ 50 

野生动物园大約2小时                 $ 60 

温泉+野生动物园大約4小时                 $100 

卡克罗斯小镇游+狗拉雪橇(狗拉车)/湖边钓鱼大約5小时                 $150 

卡克罗斯小镇游大約4小时                 $ 90 

冰钓大約3小时                 $120 

                  租 防 寒 服（外套+防雪裤+毛线帽+鞋+手套） 

整套防寒服3天2晚                 $ 65 

整套防寒服4天3晚                 $ 80 

整套防寒服5天4晚                 $ 90 

                                                                                                        旅客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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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客人不得以此作退款理由。本公司有權保留更改及取消行程或次序之權利，以便每團順利進行，客
人不得異議 。 所有自費項目收費、開放日期及時間，均以當地主辨機構公佈為準 。 

團費包括 :  
 
機場來回接送•市區觀光•酒店住宿(2/3/4睌)•極光觀賞(2/3/4睌)時免費提
供的小食與熱飲 

團費不包括 :  
 
機票•領隊服務費每人每天$10.00•私人性質之費用•行程內之膳
食及自費項目 (除註明外) • GST 5% •  

訂團須知 :   
 
酒店入住時間15:00後，退房時間11:00前，所有酒店房間內或室內均不允許吸煙，違者會被罰款$300.00或以上，並承擔法律責任•雙人、三
人或四人房均為兩張床(Full size)或一張大床加沙发床，每房只可容納四人•請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所付費用恕不退還•本
公司强力建議客人購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鑒於可能發生之變化或參加人數不足，本公司保留於出發前更改或取消旅行團之權利，如數
退還已繳付之費用，不會作進一步賠償•如客人因簽證不獲批准而取消訂位，本公司不需負任何責任，客人不得以此為由要求退款或賠償•每
張訂單只提供一次免費接機服務•本公司保留對以上價格調整之權利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具體行程會因出發日期、天氣、交通等或特別事故
而有所調整或取消，團友不得異議 ，請以行程確認單為準 

取消及退款辦法 :   
 
•出發前20天以上更改或取消費用$150.00/人• 出發前11-19天更改或取消扣除團費50%•出發前10天內更改或取消扣除全部費用，所繳費用包
括行程內全部入場費及酒店住宿，恕不退還• 出發後中途退出者，作自動放棄所有權利，所交費用恕不退還•如客人因簽證不獲批准而取消訂
位，一概依以上退款辦法處理 •  

 

責任問題 :  
 
本公司當盡可能使舉辦之一切行程節目依照章程內完成，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罷工、路況、壞車、證件遺失及當地酒店突告客滿等，而
導致旅行團之全部或部份行程有所延遲，更改或取消，而非本公司能力範圍所能控制時，本公司概不負責任何賠償，但本公司將盡力提供與
行程表所列類似或同級酒店及其他有關服務，如因行程改變而導致費用增加，參加者須自行繳交額外之費用。本公司舉辦之旅行團，其採用
之交通運輸公司，倘其運作上有危及旅客安全，導致行李或其他財務損失時，當根據各不同機構所訂立之條例作為全部解決之根據，概與本
公司無涉。客人於所住的酒店、巴士或途中有遣失任何物品概與本公司無關，如有懷疑物品被盗竊本公司可協助報警處理。強力建議客人購
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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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动，餐安排  )          8月15日 - 10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自由活动 城市游+育空河谷+超市购物 

午餐：中餐套餐 晚餐：中餐套餐 

  

星期二 
上午9:30-11:30 下午1:30-4:00 

自由活动 动物园+温泉 

午餐：野味汉堡套餐 晚餐：日式套餐 

  

星期三 
上午10:00 -下午3:30 

卡克罗斯小镇游+湖边钓鱼 

午餐：西式套餐 中餐团餐 

  

星期四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自由活动 动物园+温泉 

午餐：中餐套餐 晚餐：特色野味大餐 

  

星期五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自由活动 城市游+育空河谷 

午餐：中餐套餐 晚餐：日式套餐 

  

星期六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自由活动 动物园+温泉 

午餐：日式套餐 晚餐：特色野味大餐 

  

星期日 
全天上午9:30 -下午3:30 

卡克罗斯小镇游+湖边钓鱼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中餐团餐 

                                (  活动，餐安排  )            11月1日 - 4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自由活动 城市观光/冰钓（1月1日-4月15日） 

午餐营地中餐套餐 晚餐：营地中餐套餐 

  

星期二 
上午9:30-11:30 下午1:30-4:00 

大脚鞋，雪地自行车 动物园+温泉 

午餐营地特色野味汉堡套餐 日式套餐 

  

星期三 
上午9:30 -下午3:30 

卡克罗斯小镇游+狗拉雪橇+沙漠雪地滑盘 

小镇西式套餐 中餐团餐 

  

星期四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大脚鞋，雪地自行车，雪地摩托 冰钓（1月1日-4月15日） 

午餐：营地中餐套餐 晚餐：特色野味大餐 

 

星期五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自由活动 城市游/冰钓（1月1日-4月15日） 

午餐：营地中餐套餐 晚餐：日式套餐 

  

星期六 
上午9:30-11:30 下午1:00-4:00 

大脚鞋，雪地自行车，雪地摩托 动物园+温泉 

午餐：营地日式套餐 晚餐：特色野味大餐 

  

星期日 
全天上午9:30 -下午3:30 

卡克罗斯小镇游+狗拉雪橇+沙漠雪地滑盘 

午餐：小镇西式套餐 晚餐：中餐团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