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刀
極
北 光

誠意贈送黃刀鎮市區遊
價值$70元

原住民帳篷
3/4天夏秋追光之旅
出發日期：2019年8月15日 - 201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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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套餐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三星

4天3晚
3天2晚

$648

$598

$558

$918

$458

$408

$368

$648

四星

4天3晚
3天2晚

$668

$628

$588

$958

$488

$448

$408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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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地-耶洛奈夫（黃刀鎮）
Hometown – Yellowknife

乘坐境內航班，抵達耶洛奈夫機場，導遊機
場舉牌迎接。
追獵極光（10點至淩晨02:00）指定時間
集合乘車踏上第一晚的幸福北極光之旅。乘坐豪華溫
暖客車，前往遠離城市以及公路 光污染的的湖邊（
精選極佳觀賞地點）。期間可享用免費提供的熱飲和
小食。架好三腳架，耐心等待極光的出現。淩晨兩點
左右回到酒店休息。經驗極佳的老司機，在野外猶
如 獵 人 一 樣 ， 穿梭在各湖邊各地點，縱然在陰天風
雪中，也能在雲的縫隙撲捉到稍縱即逝的極光，故名
追獵極光，是看到拍到極光的最佳方法。（精心準備
熱飲 點心）

費用包括:

費用不包括:

1) 酒店住宿
2) 三晚極光之旅
3) 機場接送

1) 原居地來回機票
2) 膳食，自費活動及個人消費
3) 小費每天$8/位
4) 保險
5) 5%GST

責任問題:

三星酒店套餐包含三星級別酒店三晚住宿（酒店包含：Quality
Inn, Days Inn 的標准房）
極光不同觀賞地（極光追獵及星辰帳篷谷）全程機場活動接送。
四星酒店套餐包含四星酒店三晚住宿（酒店有The Explorer
Hotel, Chateau Nova Hotel）
極光不同觀賞地（極光追獵及星辰帳篷谷）全程機場活動接送。

4天3晚行程繼續如下:

耶洛奈夫 Yellowknife

自由活動或參加自費活動
可自費選擇城市游，金馬隆瀑布 大奴湖泛舟捕魚。
印第安帳篷谷極光欣賞（10點至淩晨02:00）酒店
大廳指定時間集合，乘坐豪華溫暖客車，前往遠離城
市光污染的的印第安帳篷谷。一座仿印第安帳篷的野
外營地，屋內木牆四周懸挂印第安手工藝品，屋內皆
設有火爐，木屋帳篷可容納20人左右，小帳篷每個
10人，視野極其開闊，周無遮礙，舉頭皆極光星辰。
屋外設有篝火帳篷，提供燒烤工具，雞腿棉花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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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code:SYMS0304

送往機場。

1) 出發前14天內取消訂位，所繳費用包括行程內全部入場費、膳食及酒店住宿，恕不退還；出發前15-29天取消訂位，每人扣除團費50%；30天
前取消訂位，每人扣除手續費$35
It is 100 % non-refundable within 14days of departure; 15-29days prior to trip - cancellation fee: 50% of tour costs; 30days prior to trip - cancellation
fee: $35.00.
2) 酒店房間以雙人房以一張或二張為準, 三人及四人以兩張床為準，每房只可容納最多四人入住。房間內不准吸煙，否則罰款自負。
Double areto be shared with 1 or 2 beds, Triple an Quad are to be shared two double beds.Prevail and non-smoking. Any violation will be penalized
$350 an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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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洛奈夫 Yellowkn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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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洛奈夫 -出發地
Yellowknife – Hometown

自由活動或參加自費活動
可選擇城市游，金馬隆瀑布 大奴湖泛舟捕魚。
追獵極光 （ 1 0 點 至 淩 晨 0 2 : 0 0 ） 指 定 時 間 集 合
乘車踏上第三晚的幸福北極光之旅。秋季北極小
城黃刀，溫度零上10幾度，是最適宜野外觀看
漫天極光的季節。在森林，在水面靜止的湖面，
靜等極光的出現。水面的極光倒影，遠處小島的
鹿鳴，跟隨經驗豐富的極光司機，尋找不同前景
的地方拍攝一張自己的極光大片。
（精心準備熱飲 點心）

收拾行李 指定時間大堂集合送往機場，
結束耶洛奈夫完美的幸福極光之旅。
自費行程（價格如有變更，恕不通告）
大奴湖泛舟捕魚 150+5%GST（含魚餐）
金馬隆瀑布足行 95+5%GST

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cy

3) 團友須準時到達指定集合地點，若因逾時或其他個人理由而不能成行，則作自動放棄，所繳費用一概不獲退還。
Passengers are required to be on time at pick-up location. Late comer or no show will assume voluntary . Withdrawal without refund.
4) 本公司提議各團友購買旅遊保險，以確保個人利益。公司保留改變行程權利，以利團體進行。行程中如發生意外而引至傷亡或其他損失（包括
行李及財物遺失），當根據航空公司、酒店、餐廳、巴士等營運機構所訂之條例，作為解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涉。若因天氣，路面，機械
等狀況而導至行程延誤，本公司將不負上法律責任。建議購買旅遊保險，多一份出行保障。
We reserve the rights to modify the itinerary without liability. The operator is not liable for any injury, death, loss or damage of personal property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the services. If the services included in the tour cannot be supplied or there are changes in an itinerary for reason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operator, the operator will arrange for the provision of comparable services. Any resulting additional expenses will be payable by
tour participants. Purchase of travel insurance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5) 如人數不足以成團，本公司將於出發前7天退還所付全部團費及不會作進一步賠償。
Grand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tour 7days prior to departure due to lack of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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