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套餐 (A 套餐适用于秋季，9 月至 12 月初) 

 DAY 1  原居地—黄刀镇   

抵达黄刀镇机场后，您可以与机场内的黄刀第一北极熊合影，随

后将由导游接机带您前往酒店休息。导游为您简单介绍后，您可

以自行安排膳食和白天自由活动。晚上 10:00 集合乘车搭上第一

晚的幸福北极光之旅。（为了不耽误您第一晚看极光的时间，建议

购买 20:00 之前抵达的航班，如果航班时间较晚会影响第一晚观

赏极光）可以提供 B&B 及酒店接送。 

【极光追踪—极光猎人巴士追光】 

晚上酒店大厅指定时间集合，专业导游根据当天的天气情

况准确直击极光出现范围，极光观赏 21 点至凌晨 01:30，

凌晨两点左右回到酒店休息。 

 DAY 2 & 3  黄刀镇幻彩追光  

您可以选择自由活动或者自费参加

自选项目（黄刀镇观光，特色冰上

捕鱼，冰面狗拉雪橇，极地雪地摩

托等）。晚上将由导游带您开始第二

晚的极光探险之旅。 

【极光追踪—极光猎人巴士追光】 

晚上酒店大厅指定时间集合，专业导游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准确

直击极光出现范围，极光观赏 21 点至凌晨 01：30，凌晨两点左

右回到酒店休息。 

 DAY 4  黄刀镇—原居地  

您可以根据航班时间来安排当日行程。在出发去机场前，您可以

选择再次体验自选项目（自费）或自由活动。收拾好行李后，导

游将和您约定指定时间到大堂集合前往机场。结束您三天的黄刀

镇幸福极光之旅。 

 B 套餐 (B 套餐适用于冬季，具体时间以天气情况为准) 

 DAY 1  原居地—黄刀镇   

抵达黄刀镇机场后，导游机场举牌迎接。您可以与机场内的黄刀

第一北极熊合影，随后将带您前往酒店休息。导游为您简单介绍

后，您可以自行安排膳食和白天自由活动或可自费选择丛林狗拉

雪橇，雪地摩托等特色项目。 

根据客人的航班时间安排赠送白天市区游览，领取北纬 60 度旅

游纪念证书及精美黄刀纪念别针。黄刀镇的市区不算大，2 个小

时的游览足以感受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进入市区我们将随机开始

游访威尔士王子遗迹、访客中心、原住民旧区及议会大厦，行程

将到达黄刀镇制高点欣赏全镇美景。途经加国三军总部，皇家骑

警总部，大会堂和基本住宅区。 

（为了不耽误您第一晚看极光的时间，建议购买 20:00 之前抵达

的航班，如果航班时间较晚会影响第一晚观赏极光）可以提供

B&B 及酒店接送。 

*特别赠送 2019 年

新推出的 360 度穹

幕电影票一张，20

分钟的观影体验了

解天文知识。 

【极光追踪—极光猎人巴士追光】 

晚上 10：00 集合乘车搭上第一晚的幸福北极光之旅。专业导游

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准确直击极光出现范围，极光观赏 21 点至

凌晨 01：30，凌晨两点左右回到酒店休息。 

 DAY 2  冰上彩虹屋—极光守护  

白天特别赠送冰钓项目，导游会到客人的酒店接上客人，前往大

奴湖畔换乘独有特色履带车前往冰捕地点。当地原住民会为大家

演示冬季冰捕原理及技巧，将前一天下的渔网拉起，一起感受收

获的喜悦。当地原住民还将为大家展示野生白鱼的清理，并为大

家当场熬制美味鱼汤。*免费提供大脚雪鞋供大家拍照体验。 

【冰上彩虹屋—极光守候（根据天气情况）】 

晚上 10PM-凌晨 2AM，进行第二

次极光观测，当夜幕降临时，为避免

城市光害，乘车前往位于郊外的北

极光观测冰上彩虹屋，欣赏北极光。

七色彩虹屋内备有桌椅暖气及热饮，让您温暖轻松的等待北极光

的出现，届时我们还将生起篝火，准备好野味给大家品尝。伴随

北极光的出现和彩虹屋合影另有一番乐趣。结束后送回酒店休息。 

 DAY 3  自由活动—木屋营地追光  

您可以选择自由活动或者自费参加自选项目（黄刀镇观光，特色

冰上捕鱼，冰面狗拉雪橇，极地雪地摩托等）。晚上将由导游带您

开始第二晚的极光探险之旅。 



【豪华湖边木屋营地——温暖等候】 

10:00 左右导游到酒店接客人到湖边豪华温暖木屋等候极光出现，

木屋位于郊区，无光源污染，团友坐在可取暖的木屋里，边与当

地原住民进行互动，边享用免费提供的热饮和小食（含热巧克力，

茶，汤和薄饼）及欣赏神秘的北极光，凌晨 3 点送返酒店休息。 

 DAY 4  黄刀镇—原居地  

您可以根据航班时间来安排当日行程。在出发去机场前，您可以

选择再次体验自选项目（自费）或自由活动。收拾好行李后，导

游将和您约定指定时间到大堂集合前往机场。结束您三天的黄刀

镇幸福极光之旅。 

所需费用 

 双人房 第三人 第四人 单人房 
儿童 12

岁以下 

秋季（9 月-12 月） 

A 套餐不

含酒店 
368/人 368 368 368 368 

A 套餐

B&B 
638/人 478 448 838 478 

A 套餐三

星酒店 
698/人 498 468 1028 498 

A 套餐为秋季行程，行程为两晚追光猎人 

 

 双人房 第三人 第四人 单人房 
儿童 12

岁以下 

冬季（12 月-3 月，开始日期依据天气情况） 

B 套餐不

含酒店 
488/人 488 488 488 488 

B 套餐

B&B 
758/人 578 558 948 578 

B 套餐三

星酒店 
848/人 668 658 1118 668 

B 套餐为 12 月后冬季行程，开始日期依天气情况 

自费项目（2 人起成行） 

自费项目（2 人起成行） 成人 儿童 12 岁以下 

黄刀市内巡游+领取北纬 60°证

书及精美黄刀纪念胸针 
80/人 80/人 

狗拉雪橇：市郊全程 1 小时 

森林穿越 
150/人 150/人 

雪地摩托:全城最先进的设施，含

加热扶手座椅，一人一车 
150/人 150/人 

 

费用包括：   

1. 华语专业导游随团照顾，可提供普通话、粤语、英文讲解服务 

2. 免费接送机及旅游车辆 

3. 当地三晚酒店住宿（不含酒店套餐除外） 

4. 两次极光观测（*追猎极光—可以安排 3-4 地点观赏，冰上彩

虹屋—炫彩木屋搭配绚丽极光，屋内提供暖气及小吃热饮及野味

品尝） 

5. 全套防寒衣物赠送，加拿大鹅衣服+裤子+手套 

B 套餐冬季行程赠送项目： 

1.市内游+领取北纬 60°旅游纪念证书+精美黄刀别针  

2. 360 度穹幕影院 电影票一张 

3. 全套加拿大鹅/Moose 防寒衣物一套（接机后领取，第二晚行

程结束归还）   

5. 全程摄影照片赠送 

6. 冰上彩虹屋冰钓活动 

 

费用不包含： 

1. 司机导游小费（建议每人每日 CAD10.00） 

2. 联邦货物服务税 5%GST  

3. 往返机票 

4. 自费项目 

5. 所有餐食费用 

6. 旅游保险 

 

取消规则： 

出团前 30 天以上，收取 20%团费作为罚款。 

出团前 15-29 天，收取 50%团费作为罚款。 

出团前 14 天内，不作任何退款。 

 

订单修改：修改已定的日期或行程收取 10%服务费用，

14 天内不作任何更改。 

备注事项： 

1. 本公司有权根据特殊情况而改变行程中价格或其他条件。 

2. 本公司有权根据当天情况，改变行程中的顺序，接送时间

会因当日天气、冰面路况、极光预报、营地及其他情况现场调

整或取消任一行程。 

3. 行程中如发生意外以导致伤亡或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

司，酒店，巴士等营运机构所规定之条例，作为解决依据，概

予本公司无涉。 

4. 雪地活动均有一定风险，为了您的旅游更有保障，强力建

议购买旅游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