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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市北極光3至5天遊
天天出發; 二人成團 - 不容錯過！！

出發日期： 2019年8月18日至2020年4月15日

$900起
(每位以雙人房計算，含機票)

費
用

團費
(CA$每位計)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單人房 小童(5-11歲)

3天2晚 
不適用出發日期:12月22-25日 $900起 $890起 $880起 $1060起 $720起

4天3晚 
不適用出發日期:12月21-25日 $1040起 $1010起 $1000起 $1270起 $820起

5天4晚 
不適用出發日期:12月20-25日 $1160起 $1130起 $1120起 $1420起 $910起

** 三人及四人房，房間以兩張床為主，不另加床 
*** 小童 (5-11歲) 必須與成年人同房，不另加床 (只與一成人同房需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根據加拿大安全條列，

家長需自備兒童安全座椅以確保小童安全。

野生動物農場&TAKHINI溫泉: CA$105+GST 每位 (最少二人參加)

由白馬市出發，大約駕車30公里來到野生動物農場(GAME FARM)。
導遊帶領大家近距離接觸雪地野生動物，如大角羊、山羊、鹿、大角鹿、
麝香牛、木野牛、駝鹿等等。繼後驅車前往Takhini 溫泉，在冰天雪地的
環境下享受一番溫泉的樂趣。
*（根據安全條例「No Child After Dark」11月、12月、1月小童不可以參
加溫泉項目）
•時間約4-5小時

雪地電單車: CA$330+GST每位 (最少二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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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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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獨自在育空
的雪地上飛馳。
•費用已包含租用雪地電單車 (二人一雪地電單車)、午餐及熱飲
•時間約7-8小時

自選增遊項目：（必須出發前報名並繳付全款）

狗拉雪橇: CA$289+GST 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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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獨自與牠們一
起遨遊約5小時。
•費用已包含租用狗及雪橇 (二人一雪橇)、午餐及熱飲
•時間約7-8小時

冰上釣魚&雪上健行: CA$185+GST 每位 (最少二人參加)

•駕車前往冰湖。穿上特製雪鞋，帶上你的釣魚工具在冰湖上
行走。在冰湖上有一個洞，你可以在這洞內運用你的技術釣出
湖鱒或河鱒。與海上釣魚相比，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費用已包含租用雪鞋、釣魚工具、毛毯、小食及熱飲
•時間約4小時

世運獨家!
已包團體機票價!

• 坐在溫暖的小屋裡，一邊享用熱飲和小食，一邊觀賞
色彩斑斕的北極光

• 遊白馬市著名景點
• 可自費參加：雪地電單車、狗拉雪橇、冰上釣魚樂等
• 贈送白馬市旅遊指南及白馬市地圖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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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行程

Tour Code: DG-TC-WhiteHorseAurora3-5D-Aug2019-Apr2020-ST                Issued on: Jun 26, 2019

第1天 入住 Best Western Gold Rush Inn或同級

團友從溫哥華國際機場乘坐飛機抵達白馬機場,專人接機送往坐落在白馬市中心的酒店安頓。酒店臨近商業街、餐廳和銀行。信息講座
後,各團友可自行安排晚餐和購物。晚上9點30分，乘車前往觀看第一晚的北極光。團友可坐在帶暖氣舒適愜意的小屋或屋式帳篷，一
邊享用着免費提供的熱飲和小食，一邊觀看北極光，直到約凌晨2點返回酒店休息。 (8月~10月出發觀賞北極光的時間為晚上10點半)

第2天 入住 Best Western Gold Rush Inn或同級

充分休息後，於早上10點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參觀白馬市 (約90分鐘) 如中央大街、白馬坳火車和育空路軌、圓木摩天樓、圓木教
堂、克朗代克淘金熱潮的蒸氣輪船 (Sternwheeler SS Klondike)、魚梯(使魚逐級往上游過水壩或瀑布的一系列梯層水池)、舒雅卡湖
(Schwatka Lake) 和當地民區。下午時分，團友可自由活動。於晚上9點30分乘車離開小鎮前往再次觀看北極光，直到凌晨2點返回酒店
休息。

第3天 入住 Best Western Gold Rush Inn或同級

參加3天2晚遊的團友，是日送往機場乘飛機返回溫哥華。

參加4天3晚遊的團友，早上自由活動。各項自費活動於下午開始。晚上9點30分，前往觀看第三晚北極光至凌晨2點返回酒店休息。

第4天 入住 Best Western Gold Rush Inn或同級

參加4天3晚遊的團友，是日送往機場乘飛機返回溫哥華。

參加5天4晚遊的團友，早上自由活動。各項自費活動於下午開始。晚上9點30分，前往觀看第四晚北極光至凌晨2點返回酒店休息。

第5天

參加5天4晚遊的團友，是日送往機場乘飛機返回溫哥華。

提
示

租用冬季衣物套餐:（特價必須報名時繳付）

•2晚租金為每位CA$129+5%GST
•3晚租金為每位CA$139+5%GST
•4晚租金為每位CA$149+5%GST
（包括在冰天雪地中穿著的禦寒外套及長褲、雪靴、手套、毛帽） 規

則

• 不適用日期:12月24-25日 (包括住宿/觀光/接送)
• 不適用於5歲以下之小童參加
• 如有任何不可預知的因素，世運旅遊保有更改行程的權利。
• 為保障旅客利益，請在報名參加時，同時購買取消保險及旅遊保險，

詳細之世運旅遊服務條例，請到世運旅遊網頁 www.silkway.com 瀏覽
Terms and Conditions 。

退
款

不
包
括

包
括

•溫哥華白馬市來回特價機票（指定艙位）
•市區遊覽（上午90分鐘）
•2-4晚酒店住宿
•白馬市機場/酒店/觀賞地交通接送
•英語導遊
•觀賞北極光及熱飲和小吃
•5% GST

•所有稅項、機場稅、燃油附
加費CA$90起 (稅金僅供參考，

隨時按航空公司變更)

•膳食及各項私人消費
•司機導遊服務費

(建議每人每日C$6)

取消及退款需書面同知世運旅遊
•出發前31天或以上，扣除全數訂金
•出發前15-29天或以上，扣除50%

團費
•出發前14天或以內，扣除全數團費

付
款

• 報名時需先繳交訂金CA$500每位 (不可退還)，
按開票期限全數付清。

• 報名7天內出發旅行團，訂位需先繳交全款，
團位一經確認，全數不予退還

酒店延長入住：CA$130+5% GST
（每房每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