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馬極光 
浪漫3、4、5日遊

當日乘坐飛機抵達白馬市，專人接送酒店休息，住宿附近商店林立，
方便購物及晚餐，詳細介紹旅遊信息後，就可自由活動。晚上10:30
集合，乘車前往欣賞第一晚上北極光。團友可以坐在小屋裡，免費享
用小點心及熱飲，結束後送回酒店休息。（接機時間至晚上8:30） 
We'll welcome you at the airport and transfer you to your 
Hotel in downtown Whitehorse. The hotel is located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all attractions, restaurants, banks and 
stores. Information meeting and registration for optional tours 
at the hotel. 10:30 pm departure for Aurora viewing. A cozy, 
heated cabin or wall tent with hot drinks and snacks makes 
your Aurora viewing even more enjoyable. Return to hotel 
around 2:00 am.

♞Day1 原居住地 → 育空白馬

早上在酒店大堂集合市區遊：驅車達育空河，參觀代表性的Klondike
蒸汽船，了解歷史上育空河作為北部地區交通要道的地位，以及
Klondike蒸汽船作為昔日對外運送唯一交通工具的重要性。接著參觀
Kwanlin Dün文化中心，體驗原住民習俗。遊覽市區鐵馬雕塑、原木
教堂及百年前修建的摩天大樓，在老火車站及河邊廣場，欣賞當地圖
騰柱。下午自由活動，晚上9:30集合，前往欣賞第二晚北極光。 
10:00 am depart for city tour including Main Street, train 
Depot of the White Pass and Yukon Route, Log Skyscraper, Log 
Church, Sternwheeler SS Klondike, Fish ladder, Schwatka Lake 
and some residential areas. 1:00 pm depart for Optional tour. 
Return to hotel around 5:30 pm and dinner on your own. 9:30 
pm depart for Aurora viewing. Again, in a warm-up cabin hot 
drinks and snacks are provided. You may sit around a roaring 
fire and share stories. Return to hotel around 2:00 am.

♞Day2 白馬市

參加三天團行程至此完滿結束，將會乘機返回原居地。 
3 days tour end and transfer to airport for your return flight 
to your hometown. 
參加四天團友，可自由活動或參加雪地項目，晚上10:30欣賞第三晚
北極光。 
Join the 4 days tour continues on day 3. Morning at your 
leisure. Afternoon optional tour. 10:30 pm departure for Aurora 
viewing.

♞Day3 白馬市

參加四天團行程至此完滿結束，將會乘機返回原居地。 
4 days tour end and transfer to airport for your return flight 
to your hometown. 
參加五天團友，可自由活動或參加雪地項目，晚上10:30欣賞第四晚
北極光。 
Join the 5 days tour continues on day 4. Morning at your 
leisure. Afternoon optional tour. 10:30 pm departure for Aurora 
viewing.

♞Day4 白馬市

送往機場飛返原居地，結束難忘的旅程。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for your flight home.

♞Day5 白馬市 → 原居地

  溫哥華   白馬市  
  代訂優惠機票！！



出發日期: 2018/9/1-2019/4/15 (兩人成行，天天出發) 
全程酒店: BEST WESTERN GOLD RUSH INN 或同級

團費 CAD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小童 防寒衣出租

(每位) (每位) (每位)  (5-11歲) (報名預繳)

三天兩夜 509 489 479 329 129

四天三夜 659 629 619 419 139

五天四夜 809 769 759 509 149

雪地摩托車(Snowmobile Driving) : CAD$210 + 5% GST 
11月15日 - 4月15日 
來回接送至雪地摩托車場地。先由專業人士講解安全駕駛規
則，然後指導員會帶領試駕一次，待掌握好摩托車操作後，
便可(2人1車) 在育空的雪地上飛馳。(全程約3-4小時) 
* 限12歲以上報名，費用已包括租用雪地電單車及熱飲

野生動物農場 & TAKHINI溫泉 : CAD$99 + 5% GST 
11月15日 - 4月15日 
由白馬市出發，專車前往30公里外的動物農場(GAME FARM)，導遊帶領
大家近距離觀賞大角羊、野生白山羊、北美馴鹿、野牛、麝香牛及駝鹿
等等。繼後驅車前往溫泉區，享受極地泡湯的樂趣。(全程約4-5小時） 
* 11月至1月期間，基於安全理由，只限12歲以上參加

狗拉雪橇(Dog Sledding) : CAD$210 + 5% GST 
11月15日 - 4月15日 
來回接送至白馬市外的養狗場。訓導師會先教你如何控制及
駕駛狗雪橇。當你能完全掌控你的狗隊後，便可(2人1車) 
與它們一起遨遊。(全程約3-4小時) 
* 費用已包括租用雪橇及熱飲

冰上釣魚&雪上健行(Icefishing & Snowshoeing) : CAD$175 + 5% GST 
12月10日 - 3月31日 
駕車前往冰湖。穿上特製雪鞋，在冰湖上行走。你可以在冰湖的小洞內
運用你的技術釣出湖鱒魚或河鱒魚。與海上釣魚相比，真是別有一番風
味。(全程約4-5小時) 
* 費用已包括租用雪鞋、釣魚工具、毛毯、小點及熱飲

費用包含: 
1. 每晚酒店住宿 (房間以兩張床為主) 
2. 機場接送/賞極光交通接送 
3. 白馬市區遊

費用不包含: 
1. 原居地至白馬市往返機票 
2. 5% GST、餐膳、旅遊保險 
3. 小費每人每日CAD$10 
4. 自費行程費用、私人性質花費 
5. 禦寒衣物租用
取消訂位: 
• Over 30 Days prior to departure: 25% Penalty 
• 15-29 Days: 50% Penalty 
• 7-14 Days: 75% Penalty 
• Within 6 Days: 100% Non-refundable

旅遊須知: 
• 三人房及四人房以兩張床為準，按酒店消防條例，每房最多只可容納四位。 
• 行程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 請各團友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如因遲到不能成行者費用恕不退還。 
• 如遇特殊情況: 惡劣天氣、交通事故等，本公司保留更改或取消行程權利。 
• 建議購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

*專人指導的雪地自費活動項目(報名時需預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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