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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黃刀鎮－市內文化遊－野外守獵極光
HOMETOWN - YELLOWKNIFE - CITY TOUR - AURORA HUNTING 

是日由原居地飛往黃刀鎮。抵達後專人接機送返酒店。於指定時間集合遊覽市內景點 (約 3小
時 )，到訪威爾斯親皇博物館了解土著生活及歷史。1979年由王子親身主持開幕儀式，館內至
今仍收藏着他的配劍。及後途經三軍總部、皇家騎警總部及大會堂等歷史建築，來到又名彩虹
谷的原住民舊區，細看淘金時代遺留下來的鮮艷古老建築。(是日午、晚餐自備 )。約於晚上9:30
由專業導遊帶領，追蹤那千變萬化的北極光，團友可一面享用車上的熱飲小吃，一面舒適地欣
賞大自然的奧妙奇景。熱愛攝影的朋友更可在不同地點就地取景，拍攝極光最美的一刻。
*若當日因航班或日照時間不充而未能完成市內觀光，導遊將安排在第二或第三天繼續行程。

黃刀鎮－野外極光觀賞站
YELLOWKNIFE - AURORA STATION  

黃刀鎮是全球最北之首府城市，名字的由來是因當地富藏金礦、銅
礦，惜日土著經常佩帶黃銅刀，故稱黃刀鎮。酒店早餐後自由活動，
團友可 (自費 )參加由專人指導的雪地活動 (見背頁 ) ，結束後返回
酒店休息 (是日早、午、晚餐自備 )。約於晚上 9:30前往全新設計
之野外極光觀賞站，等待極光的來臨。於凌晨 2:00送返酒店休息。

黃刀鎮－野外守獵極光
YELLOWKNIFE - AURORA HUNTING

早上自由活動，團友可 (自費 )參加由專人指導的大奴湖一天極地
體驗（活動包括：冰湖上乘坐水陸兩用坦克、雪上電單車訓練及駕
駛、冰洞垂釣、雪鞋導賞、渡假小築茶點及原住民午餐；全程約 8小時）。結束後返回酒店
休息 (是日早、午、晚餐自備 ) 。約於晚上 9:30前往追蹤那千變萬化的北極光，再次等待極
光的來臨。約於凌晨 2:00送返酒店休息。  

黃刀鎮－自由活動
YELLOWKNIFE - FREE AT LEISURE

早上自由活動，團友可 (自費 )參加傳統狗拉雪橇，
於叢林及冰湖上巡航。在教練指導下，團友可親近可
愛的阿拉斯加小狗，並展開狗拉雪橇體驗。
遊畢送返酒店休息 (是日早、午、晚餐自備 ) 。是晚自由活動，團友可（自費）參加「野外守
獵極光」，追蹤綺麗的北極光。成人 $100，小童（4-11歲）$50。費用另加 5% GST。

黃刀鎮－原居地  
YELLOWKNIFE - HOMETOWN

早上自由活動。於指定時間送往機場乘客機返回原居地，5天精彩行程至此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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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 粵語
導遊服務 $679起

以不同方式觀賞極光，黃刀唯一的 Aurora Station，及野外守獵極光，絕對非一般體驗！獨家安排：獨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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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黃刀鎮位於極地沙漠地帶，雨水量年均
只得 16cm，四季天氣乾燥，聚雲機會
低；加上位於北緯 60 度至 70 度之間的
極光圓環內 Aurora Oval。若跟據我們提
供之月份到訪，能觀賞到極光的機會率
可高達 98 % ！

野外極光觀賞站

全新設計專門為觀賞北極光的觀賞站，
適合三腳架安放。每晚只限 60 人。導
遊特別為您預備了熱湯及茶點，靜待極
光初現，大家互相交流攝影心得，舒適
寫意，無拘無束！

小知識

原住民利用狗拉雪橇作交通工具已有過
千年歷史！時至今日，雪橇犬仍是部分
原住民的工作犬。他們擁有強而有力的
四肢，每日即使跑 50 公里都游刃有餘。

野外守獵極光

專車前往不同湖泊追蹤千變萬化的北極 
光，熱愛攝影的朋友可在不同地點就地
取景，拍攝極光最美的一刻，畢生難忘。

     細心安排

租用之禦寒衣物包括：CANADA GOOSE 
名牌禦寒大衣，夾層雪褲，頸圍巾，雪
地蓋耳冬帽，手套及 Sorel 雪靴。衣物
品質及衛生要求嚴格，每次租用後即時
清洗消毒，與一般免費循環借用的有所
不同。

加拿大航空，增加溫哥華至黃刀鎮 直飛 
航班，單程只需 2.5 小時，省時舒適。詳

情及票價，歡迎查詢。

參加 4天極光之旅的
團友，早餐後自由活
動。於指定時間送往機
場乘客機返回原居地。

*行程先後次序安排有可能因實際情況而調動，請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註：極光乃自然現象，如因天氣情況無法觀賞， 本公司恕不作任何補償。】

3/4/5天黃刀鎮極光之旅
3/4/5-DAY Yellowknife Aurora

參加 3天極光之旅的
團友，早餐後自由活
動。於指定時間送往機
場乘客機返回原居地。

增遊

Aurora Dome Theatre

近距離
邂逅極

光

( 團費已
包門票

)

黃刀鎮

YELLOWKNIFE



費用包括

• 每晚酒店住宿 ( 房間以兩張或一大床為標準 )
• 黃刀鎮機場至酒店來回接送
• 全程華語（國、粵）導遊服務
• 市內觀光及每晚觀賞北極光行程及茶點供應

費用不包括

• 溫哥華至黃刀鎮來回機票
• 私人性質費用，如電話費、自費活動等
• 旅遊綜合保險及酒店行李服務
• 司機導遊小費 ( 請報名時預繳 )
• 5% GST（政府稅）

旅遊須知

• 建議購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 必須出示旅遊証件或有效之加拿大駕駛執照 /

護照，以便辦理登機手續。
• 行程次序有可能因實際情況先後調動，請以當地

接待社安排為準。
• 若遇特殊情況，天氣惡劣，罷工等，而必須將行

程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目的地，本公司得
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理及不負責在此情況下所
引至之損失。

取消訂位 Cancellation Policy
• Over 30 Days : $100 Penalty per person
• 21-30 Days : 50% Penalty per person
• 15-20 Days : 75% Penalty per person
• Within 14 Days : 100% Non-refundable

3 / 4 / 5 - D AY  Y E L LO W K N I F E  AU R O R A  2 0 2 2 - 2 3  YKK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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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報名詳情、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請參閱翠明假期 2022彩色章程。
• For Terms and Conditions please refer to Charming Holidays 2022 Tour Brochure

Tour Fare Exclusions:
1. Air ticket between Vancouver and Yellowknife
2. Lunch, dinner and optional tour
3. Cost and expenses if you leave the tour at your own

volition, or due to illness
4. 5% GST ( Government Tax )
5. Gratuity to driver guide (Pre-pay)

 3 Days : $36, 4 Days : $48, 5 Days : $60

Tour Fare Inclusions:
1. Chinese speaking tour guide service
2. All accommodations are standard with bath.

Triple rooms are on a bed-share basis without
extra bed

3. Transfer between Yellowknife airport and hotel
4. Nightly Aurora viewing tour with  hot drinks & snacks

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D.O.I.August 8, 2022
ONT # 04273843 / BC Wholesale # 2668, # 29122

＊團費以加幣計算，另加 5% GST。    ＊如因酒店客滿，會推薦同級酒店代替，費用如有調整，請以報價為準。
＊第三 /四位成人、小童團費只適用於與兩成人同房，以兩張床為標準不設加床。每房最多容納大小四人。
＊若需租用禦寒衣物，請報名時提供每位團友之衣物尺碼。
＊ 10月中至 11月底由於當地秋冬季交接期，雲量增加，減少觀賞極光機會；故暫停發團。

雪地電單車 (Snowmobile Driving):
來回接送至雪地電單車場地。先由專業人士
講解安全駕駛要則，然後指導員會帶領試駕
一次，待掌握好如何控制電單車操作後，便
可 ( 2人 1車 )在雪地叢林飛馳。 
* 注意事項：雪地電單車全程安排以二人一車，並基於安全理由，16歲或以下團友不可自行駕駛。

大奴湖一天極地體驗 (Great Slave Lake Day Trip):全程約 8小時

在湖邊轉乘瑞典製造的水陸兩用坦克前往大奴湖展開極地全接觸之旅。到達
那清幽寧靜的渡假小築後安排享用茶點，並由專人講解雪地活動的安排及安
全守則。隨即由教練帶領下駕駛雪地電單車前往指定捕釣區域進行冰洞垂
釣，體驗冰湖釣魚樂趣，感受大自然氣息。午餐於極地傳統的獵人帳幕享用
原住民秘製熱湯及土人麵包 - Bannock，並有機會一嚐自己的魚獲。午餐後
再次駕駛雪地電單車前往指定區域，穿上原住民的雪鞋在冰湖上導賞當地

野外生態，遊畢駕駛雪地電單車返回渡假小築，約於下午
四時乘坐水陸兩用坦克及專車送返酒店休息。(包地道午
餐及來回接送 )
* 注意事項：雪地電單車全程安排以二人一車，並基於安
全理由，16歲或以下團友不可自行駕駛。

狗拉雪橇 (Dog Sledding): 全程約 2小時

前往當地著名 Alaskan Husky 狗場。在教練指導下，團友可
親近可愛的阿拉斯加小狗，並展開狗拉雪橇體驗。經導師訓
練後，可選擇 2人一組（自我操控）或 5人一組（教練操控）
於湖面上奔馳，確是賞心樂事。(包小食及熱飲及來回接送 )
冰上釣魚 (Bombardier Ice fishing):全程約 3.5-4小時

乘坐傳統雪車 (可容納 8至 10人 ) 在冰封的大奴湖上，體驗傳
統原住民網釣捕魚及觀賞壯觀遼濶的冰湖美景 ;真真正正地
體驗當地魚民在大奴湖上的捕魚方法。於成功網捕豐收的魚獲後，即時用原住民方式現場生火烹魚，在溫
暖的湖上小屋一嚐美味的魚獲及準備了地道的煙燻魚供各位享用。 (包來回接送 )

金馬倫瀑布健行 (Cameron Falls Hiking tour):全程約 3.5-4小時

沿著小徑前往瀑布，經過四十億年前古老的火山岩峽谷和岩石景觀。
欣賞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景色的同時，還有機會一睹野生動物的風采。
(包野外午餐及來回接送 )
大奴湖垂釣及湖上觀光 (Great Slave Lake Boat Tour and Fishing):全程約 3.5-4小時

大奴湖是加拿大第二大湖，面積達 27,000 sq. km 湖深可達 614m，也是世
界數一數二之釣魚勝地。特別安排乘小艇在湖上垂釣及觀光，並在湖邊小木
屋享用野外午餐，體驗加拿大西北地區的獨特悠閒活動。
(包野外午餐及來回接送；不包括釣魚牌照 )

★專人指導的「冬季」自費活動★ (必須於出發前 7 天報名及繳付費用)

★專人指導的「秋季」自費活動★ (必須於出發前7天報名及繳付費用)

成人

1 小時：

駕駛者    $130
同車乘客 $95

2 小時：

駕駛者    $195
同車乘客 $115

成人 $125
小童（4-11 歲） $63

成人 $120
小童（4-11 歲） $70

成人 $135
小童（4-11 歲） $68

秋季出發日期：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                                    （2 人成行，逢一、四出發）
冬季出發日期： 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15 日                                                    專業華語（國、粵）導遊服務

淨團費
( Land Only )

黃刀鎮酒店
雙人房
（每位）

三 / 四人房＊

（每位）
單人房

小童＊

( 4-11 歲 )
租用極地禦寒衣物＊

（報名時預繳）

導遊小費
（報名時預繳）

YKK3Q（3 天團） Quality Inn $679 $629 $949 $379 $80 $36YKK3C（3 天團） Chateau Nova $699 $649 $979 $389
YKK4Q（4 天團） Quality Inn $909 $829 $1319 $469 $120 $48YKK4C（4 天團） Chateau Nova $939 $859 $1369 $489
YKK5Q（5 天團） Quality Inn $1059 $949 $1669 $529 $160 $60YKK5C（5 天團） Chateau Nova $1099 $989 $1739 $549

成人
原價 $425
45 天前報名  $400

小童（4-11 歲）
原價 $225
45 天前報名  $200

＊費用另加 5% GST（4人成行）

＊費用另加 5% GST（4人成行）

＊費用另加 5% GST（2人成行）      ＊小童（7-11歲）半價

＊費用另加 5% GST（4人成行）

＊費用另加 5% GST（4人成行）

成人 $125
小童（4-11 歲） $63
＊費用另加 5% GST（4人成行）

包括：

CANADA 
GOOSE 名牌
禦寒大衣、

夾層雪褲、

頸圍巾、雪地

蓋耳冬帽、

手套及 Sorel
雪靴。 

Quality Inn 送歐陸式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