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lifetour.com.tw

加拿大黃刀極光 10 日《三晚極光.狗拉雪橇.極地生活體驗‧露易斯湖
雪境城堡》
◎ 出發日期：

2020 年 02 月 24 日 (一) 10 天 8 夜

◎ 抵台日期：

2020 年 03 月 04 日 (三)

◎ 報名截止：

2020 年 02 月 03 日 (一)

◎ 旅遊國家：

加拿大

◎ 旅遊城市：

溫哥華/黃刀鎮/班夫鎮

◎ 每人訂金：

NT$40,000

============

行程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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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易絲湖城堡旅館(保證入住)
露易絲湖城堡飯店是露易絲湖畔唯一的五星級飯店，也是落磯山脈國寶級旅館之
一。1890 年，原為木造建築，經過不斷擴建，粗具規模。但 1924 年間，一場惡
火燒毀了大半建築，經過重建與整修，於 1983 年重新開放。依偎在露易絲湖畔的
城堡飯店，最大賣點為露易絲湖風光，和聳立在湖邊的維多利亞冰河相互輝映，
交織出難得一見的世外桃源。飯店外觀採維多利亞式建築風格，古典而優雅，讓
這間飯店票選為觀光客的最愛。露易絲湖城堡飯店內部裝潢非常富麗堂皇，拱門
迴廊、織布地毯和考究的古董傢俱，處處散發著英式貴族的氣息。一樓面湖的穿
堂有一整面落地窗，號稱「世界之窗」，提供良好的視野供遊客賞景。
註：如遇露易斯湖城堡滿房，則改住同等級費爾蒙系列之班夫春泉城堡飯店(Fair
mont Banff Springs Hotel)，敬請理解！

溫哥華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且適合居住的城市，他滿足了每個人的需求。在
高聳的積雪山脈另一邊，是太平洋海岸、百花綻放的公園、以及各種都市住宅
區。如果您願意的話，可在同一天內從事划船、打高爾夫球、滑雪等活動；或是
到高雅時髦的精品店購物，造訪著名的美術館及博物館，逛累了還可在路邊的露

天咖啡座小憩。當夕陽西下時，不妨享用五星級餐廳的美味大餐，聽一場音樂演
奏，或是到酒吧感受熱鬧的夜生活，溫哥華擁有如此多值得一看與體驗的事物，
讓您一駐足就捨不得離開這萬種風情的都會！

極光是由於太陽所釋放的帶電粒子射向地球，與北極上空極地高層大氣中的原子
和分子碰撞時，帶電粒子的能量在瞬間被激發釋放，而產生的燦爛眩目光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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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國人、日本人、希臘人、羅馬人都有關於極光的
文字描述，愛斯基摩人將之視為鬼神引導死者靈魂上天堂的火炬，其他民族也有
不同的極光傳說。如今科學界雖已提出解釋，但對這道幸福之光的追尋，卻仍深
深烙印在人們的靈魂深處。是您一生必須體驗一次的光芒璀璨天空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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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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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贈送極地四大好禮】
★ 極光之都黃刀鎮極光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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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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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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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銷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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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升等》
本團型每個出發日備有少數席次「來回國際段豪華經濟艙」及「來回國際段商務
艙」供您選擇加價升等
如有需求，請洽詢業務人員。
※ 備註一：加價升等豪華經濟艙及商務艙，僅限國際段「桃園-溫哥華-桃園」
※ 備註二：加價升等豪華經濟艙及商務艙，如當團升等席次已完售，則需憑作業
金及開票名單另外再向航空公司需求機位，給位與否及加價金額依照航空公司回
覆為準

============

航班參考

===================================================================

序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1 第 1 天 加拿大航空

AC18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8:00

溫哥華機場

12:25

1 第 1 天 加拿大航空

AC218

溫哥華機場

16:00

卡加利機場

18:34

1 第 4 天 加拿大航空 AC8233

卡加利機場

10:15

黃刀鎮機場

12:52

1 第 7 天 加拿大航空 AC8234

黃刀鎮機場

06:30

卡加利機場

08:58

1 第 7 天 加拿大航空

AC211

卡加利機場

10:40

溫哥華機場

11:22

1 第 9 天 加拿大航空

AC17

溫哥華機場

11:25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6:20+1

============

行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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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桃園機場/溫哥華/卡加利
住宿 : Hampton Inn Calgary Airport 或同級
早餐 : X
午餐 : 機場餐費$15CAD
晚餐 : 中式七菜一湯
D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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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露易斯湖城堡飯店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 西式套餐
DAY3
露易斯湖─班夫國家公園《弓河瀑布‧驚奇角‧班夫上溫泉》~今晚住

宿班夫鎮
住宿 : 班夫鎮 Banff Caribou Lodge 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中式七菜一湯
晚餐 : 韓式風味餐
DAY4
班夫鎮─卡加利/黃刀鎮《極光等待》 (參考航班：AC8233
1045/1322)
住宿 : 黃刀鎮 Chateau Nova Hotel 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機場餐費$15CAD
晚餐 : 日式火鍋餐
DAY5
黃刀鎮《市區觀光：冰上公路‧舊城‧黃刀博物館‧極光等待》
住宿 : 黃刀鎮 Chateau Nova Hotel 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敬請自理
晚餐 : 中式料理
DA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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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 黃刀鎮 Chateau Nova Hotel 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敬請自理
晚餐 : 極光村西式晚餐
DAY7
黃刀鎮/轉機點/溫哥華《卡皮蘭諾吊橋公園》
住宿 : 溫哥華 Pacific Gateway Hotel 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機場餐費$15CAD/人
晚餐 : 中式料理
DA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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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 溫哥華 Pacific Gateway Hotel 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港式飲茶風味餐
晚餐 : 西式套餐

DAY9
溫哥華/桃園機場
住宿 : 機上或同級
早餐 : 飯店內早餐
午餐 : X
晚餐 : X
DAY10
桃園機場
住宿 : 溫暖的家或同級
早餐 : X
午餐 : X
晚餐 : X
============

附加項目

===================================================================

※ 額外費用-簽證
項目名稱

費用

加拿大電子簽證
============

團票說明

NT$300 (報價已含)
===================================================================

1. 關於嬰兒 與小孩的機票規定
●如出發時候旅客是 2 歲以下嬰兒.但回程日期剛好卡到已滿 2 歲則機票必須開
小孩票,團費也必須以 12 歲以下小孩不佔床收費!
●如出發時候旅客是 12 歲以下,但回程日期剛好卡到已滿 12 歲 ,則機票必須開
大人票,團費也必須以大人佔床收費!
2. 機票一經開票,旅客欲取消參團,加拿大航空退票手續費為全額票款(即無退票
價值),其他損失費用則按照旅遊契約書訂定收之!
3.加拿大航空團體機票，可來回「國際段」加價升等豪華經濟艙或商務艙，規
定與費用請洽業務人員
4.加拿大航空團體機票，可加價散回(延回)，全團散回人數不可超過全團人數 2
5%，加價費用請洽業務人員
============

出團備註

===================================================================

●冬季極地地區，各景點常有因氣候因素而臨時關閉之狀況，如遇此狀況，本
團體領隊將以團員安全為最高前提做行程之調整更動，敬請理解。
●加拿大電子入境許可 ETA 所需資料
1. 費用 C$7 (NTD.300) (本團費已含)
2. 須持中華民國核發之六個月以上效期之台灣護照影本
2. ETA 簽證表格請自行下載填寫列印務必填寫!
5. 持有有效”美國護照”者,不需申請 ETA
6. 申請網站：http://www.cic.gc.ca/english/visit/visas.asp (暫無中文版，您亦
可自行申請)

●ESTA & ETA 特別提醒
1. 自海陸(遊輪/美國陸地入境)進入加拿大則不需辦理 ETA!!
也就是說若您參加美加雙國行程時
美加東行程(紐約 JFK 進/多倫多 YYZ 出)，則僅需辦理 ESTA，「不需辦理 ET
A」
美加東行程(多倫多 YYZ 進/紐約出 JFK)，則 ESTA 與 ETA 皆需辦理
2. ★★若曾經申請美國(加拿大) 簽證被拒或曾於美國(加拿大)海關口(包含關島.夏
威夷等美國屬地)被拒絕入境者,請於報名時是先告知業務人員! ★★
3. 有效的簽證並不保證可以入境美國(加拿大)，同樣的，ESTA(ETA)也不是入境
美國(加拿大)的保證。
4. 美國 ESTA 效期為兩年多次/加拿大 ETA 的效期為五年多次，一旦護照到期或
護照上資料更改皆需重新申請 ESTA(ETA)
《出團備註》
1. 費用包含機票之兩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2. 費用「包含」美加地區電子入境許可之申請費用
3.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高為 48 人，台灣將派遣合格領隊
隨行服務。
4. 本行程於美加地區之使用車輛，團體 19 人以下使用 24 座巴士；團體 20-25
人使用 33 座巴士；團體 26 人以上使用 49 座以上巴士。
5. 航空公司團體機票「不能延回」，需團去團出，若需延回或提早出發，請開
個人機票。
6. 參團旅客之護照效期須滿六個月以上以及最少要有兩頁的空白簽證頁
7. 70 歲以上單獨旅行.行動不便.健康提醒
「***以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等考量，凡年滿 70 歲
以上或行動不便或身體狀況已較不適旅遊仍執意出遊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
同行，方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8.本行程內包含之餐食、門票及活動之費用，皆以團體統一價格計之，並無孩
童、年長者之價格差異，特此聲明。
《旅遊須知》
1. 團體機位依照航空公司規定無法累積里程 亦無法先行選位或指定座位(團體機
位是按旅客英文姓名第一個字母.由 A 開始排座位順序，旅行社無法干預航空公
司配位)。但團體票的旅客座位通常會在同一區域內，不會相距太遠(視團體人數
多寡,及機型而定)，若因此非與家人鄰近而坐，請於上機後與同團旅客自行換
位!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 國外飯店房型大多為兩張床，若需求「大床」，請於出發前告知您的業務，
由本公司代為向飯店需求，唯「團體房」房型須由飯店安排，「大床」「連通

房」等特殊安排只能代為需求，飯店會視當天房況盡量滿足客人需求，恕無法
於出發前保證!
3. 請注意!!美加地區飯店由於該國之消防法規，無三人房或四人房，亦無法加
床!
4.美加飯店全面禁菸，請勿在房間內吸菸(非常嚴格喔)!!若被查到將會被飯店處
以美金 200 元或加幣 500 元(視飯店規定)
《穿著及日用品》
1. 請依地區平均氣溫參考表及攜帶物品檢查表準備合於季節之衣物
2. 個人衛生用品：牙膏、牙刷、拖鞋、女性個人用品等請自行攜帶。
3. 個人用藥：高血壓、糖尿病、或胃腸藥、暈車藥、暈機藥、暈船藥、感冒藥
等習慣用藥，請依旅遊行程日期長短，攜帶適量藥物即可。
4、其它：電池、底片、記憶卡、相機、雨傘、變壓器、轉換插頭等。
《貨幣》
2.加拿大貨幣
貨幣單位：元 Dollars（＄）‧分 Cent（C$）。
1 加元=100 分。貨幣包括硬幣（Coin）、紙幣（Bill）兩種。
《時差》
1. 美國時差：美國之領土廣大，分為四個標準時間地區，自太平洋岸起向東，
分太平洋標準時間區，山岳地帶標準時間區，中部標準時間區以及東部標準時
間區，各時間順差一小時，假如您是由西向東，每一個時間區要加一小時。
2. 加拿大時差：加拿大全國共分六個時區。溫哥華與台灣相差約十六小時。假
如您是由西向東，每一個時間區要加一小時
《小費》(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小費已含在團費內)
對於沿途為各位服務良好的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先生，適時給予些許小費，
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贊許；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
小費一直是領隊和司機們的主要收入之ㄧ。對於沿途位各位服務的領隊、當地
導遊及司機，您可視行程中之表現給予全額或再額外加給以茲鼓勵。本公司建
議：司機與當地導遊如遇有多站替換時，請於每站結束之前給付，或經旅客同
意由領隊統一收取，再分配給各站司機、導遊小費；領隊部份的小費，請於團
體旅遊完成後再給付。在美加地區給予服務人員服務費是一種習慣，更是一種
禮貌與風度的表現，而服務業從業人員也將服務費當收入的一部份。僅將各項
有必要給予的服務費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以美金為標準：
1. 房間清潔費：每房美金一元，置於枕頭上。
2. 行李服務員上、下大行李之小費，每件行李美金一元給予行李服務員。

3. 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服務費建議如下，以供參考，以下所列金額以美金為
標準
《保險》
本公司依照主管機關之規定(旅遊合約書第 34 條)辦理責任保險及履約責任險
責任保險金額為：
◆每一旅客意外死亡 200 萬元
◆每一旅客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療費用最高 20 萬元
◆其他相關保險包含項目與理賠規定以本公司投保保險合約為準【本公司保有因
航空公司及國外當地旅行社之更動而調整行程內容之權利，以上行程及參考航
班皆以本公司行前說明會為主】

團費：10 月 15 日前報名繳費，早鳥價總團費現金價 NT$145,000
10 月 16 日～11 月 20 號報名繳費，總團費現金價 NT$149,000
＊刷卡需額外自行負擔 2% 刷卡手續費(VISA & MA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