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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膳食 交通 住宿

第 01 天

01 月 20 日

星期一

联运地深圳温哥华

参考航班：HU7959 21JAN SZXYVR 0120/2150-1

飞行时间约为 13 小时

自行抵达深圳，联运客人乘坐联运航班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于 22:20

前在机场国际出发大厅与领队集合，由领队讲解注意事项，带领客人前往

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准备搭乘国际航班飞往温哥华，抵达后入住温哥华地

区酒店。因时差关系，抵达加拿大的时间为当地 01 月 20 日。

（温馨提示：联运需另收联运费，需要联运航班请提前告知以便我司申请；

请各位贵宾务必准时，如因客人原因导致错过航班的后果自行负责，请参

加此团的联运客人提前安排好时间准时乘坐联运航班，以防天气等原因影

响无法在第二天出行）

早：自理

午：自理

晚：自理

飞机

汽车

大温哥

华地区

第 02 天

01 月 21 日

星期二

温哥华黄刀

参考航班：待告

（温馨提示：加拿大内陆航空无免费行李额托运和膳食，敬请自理）

早餐后参观温哥华市中心古老的街区【煤气镇】（不少于 20 分钟）；观

看在这里有难得一见举世仅有的【蒸汽钟】，每 15 分钟喷出一次蒸汽；

游览【史坦利公园】公园占地 1 千英亩，可参观园内印第安人手做图腾

柱；狮门大桥：名震北美的悬索大桥，与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同一设

计师和同一造型，而被称为小金门桥，是进入北美西岸繁忙的港口城市温

哥华的标志性建筑；；登顶【温哥华观景塔】，欣赏温哥华全景的最佳观

赏点，可远眺举世闻名的斯坦利公园、太平洋、雄伟的北岸山脉和奥林匹

克半岛山脉那绚丽迷人的自然风光，甚至远眺温哥华岛。前往【鹭岛酒庄】

是加拿大温哥华最大规模的酒庄，拥有多年丰富的酿酒经验并屡获多个国

际金牌殊荣。“葡萄庄园知识之旅＂探秘闻名世界加拿大冰酒,客人会了

解到: 冰酒葡萄种植知识；葡萄酒生产过程知识；葡萄酒，冰酒的品酒知

识（不少于 1 小时）。

行程结束后前往机场乘坐国内航班飞往具有“全球最北都”之称的极光观

赏圣地黄刀镇。抵达后开启【追猎极光】乘车踏上第一晚的幸福北极光之

旅。前往远离城市以及公路光污染的湖边（精选极佳观赏地点）期间可享

用免费提供的热饮和小食。架好三脚架，耐心等待极光的出现。（第一次）

（温馨提示：极光为自然现象，是否出现需依当日气候条件而定，无法保

证绝对可以见到。）

早：含

午：含

晚：自理

飞机

汽车
黄刀镇

地区

黄刀

白天自由活动。

详细行程



第 03 天

01 月 22 日

星期三

晚上乘车前往没有光源污染的极光村，开始探索北极光之旅。通常在晚上

10 点至凌晨 01:00 进行，出发时间以导游通知为准。在原住民保留区内，

大奴湖旁，大约步行 20 分钟的路程，到达彼岸的原住民文化传统帐幕营

地，夜幕降临，伴随着原住民的歌声，享用新鲜泡制的原住民面色

(Bannock)热饮等，在木屋内取暖和伙伴们谈天说地，等待欣赏精彩炫目

的极光。（第二次）

推荐自费活动：【雪地摩托车】

1【雪地摩托车】：雪地电单车是冰雪天地的黄刀镇著名的刺激项目，游

客身着防寒服，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雪地里狂飙，尽情享受雪上疾行的

乐趣，在极寒急速的运动环境中，这种体验绝对终身难忘，更能释放城市

的压力，放飞自我哟。

早：含

午：自理

晚：自理

汽车 黄刀镇

地区

第 04 天

01 月 23 日

星期四

黄刀

白天自由活动。

晚上前往【极光木屋】观赏台营地，在这里有原野中的豪华木屋,内设有

桌椅,暖气及冲水马桶，提供热汤、小点心及热茶。在观赏极光最佳地点

等待夜空洒满精灵般闪耀的曼妙极光，并且在向导的指导下，尝试拍摄出

绚烂的天空。享受一场美妙绝伦的极光盛宴。（第三次）

推荐自费活动：

1. 【冰钓】：有想过在那绝无污染的加拿大第二大湖内，享用那即捕即

宰的鱼生吗？体验传统原住民网钓捕鱼及观赏壮观辽阔的冰湖美景；并与

当地渔民分享北面的历史生活, 真真正正地体验当地鱼民在大奴湖上的

捕鱼方法。成功网捕丰收的鱼获后，即时用原住民方式现场生火烹鱼，在

温暖的湖上小屋内一尝美味的本地不同鱼类，更准备了地道的烟熏鱼及鱼

子酱供各位享用。在小屋内可作小休，提供热饮及避寒之用。

2. 【狗拉雪橇】参加当地地道刺激的狗拉雪橇，尝试在赛犬的带领下在

陆上大地里风驰电掣，越过冰封的湖面，穿梭于狭窄的林间小径，耳畔响

起嗖嗖的风声。

早：含

午：自理

晚：自理

汽车
黄刀镇

地区

第 05 天

01 月 24 日

星期五

黄刀-温哥华

参考航班：待告

（温馨提示：加拿大内陆航空无免费行李额托运和膳食，敬请自理）

根据航班时间前往机场，飞往温哥华。抵达后游览【格兰维尔岛】。这是

一个囊括了艺术、文化、休闲等多元风貌的观光点。这里有餐厅、戏院、

艺廊、咖啡厅以及艺术工室，还有儿童游乐场和水池公园，更有精彩的街

头表演，是适合一家人闲逛的地方。想要一些本地独特的礼物，可以去寻

找岛上的艺术家和手工工匠。在岛上，有一家【扫帚店】因为奇特的扫帚

造型吸引了不少游客的驻足。这些扫帚外型酷似风靡全球的电影《哈里波

特》主人公的魔法扫帚，如果你家的孩子痴迷《哈里波特》，那更是不二

之选！绝对是旅行带回去的独一无二的小礼品！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休息。

早：自理

午：自理

晚：含

飞机

汽车

大温哥

华地区

温哥华 - 希望镇 - 甘露市 - 沿途小镇

早餐后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第三大城市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甘露

市】，途径【希望镇】，著名的史泰隆電影第一滴血，就是在此拍摄，我



第 06 天

01 月 25 日

星期六

们将在此身临其境感受电影拍摄场景并稍作休息（停留时间约 30 分钟）。

之后沿著公路越过海岸山脉进入中部内陆山区，在位于尼古拉山谷高地的

美丽镇游客中心稍作休息（约 15 分钟），随后进入甘露市，此地位于內

陆气候干燥,适合于花旗参的生長，是北美洲最大的西洋花旗参的主要产

地，参观当地有名的【西洋参工厂 Sunmore Ginseng】，了解西洋参的

种植和生长。随后入住周边小镇酒店休息。

早：含

午：含

晚：自理

汽车 沿途

小镇

第 07 天

01 月 26 日

星期日

沿途小镇 - 基隆那 - 蜂蜜农场 - 欧肯纳根湖 - 温哥华

出发前往基隆那，在【蜂蜜农场】了解蜂蜜的酿造过程，有兴趣的团友

可自行购买手信送亲朋好友。之后来到【欧肯纳根湖】，号称是加拿大

的香格里拉，这里空气干燥，四季分明，气候及环境得天独厚，花朵的

颜色生动活动，是四季皆宜的旅游胜地，加上水怪传说，更为此地添加

了神秘的色彩。参观加拿大最受欢迎的酒庄之一【夏丘金字塔酒庄】。

金字塔酒窖出产的葡萄酒被授予了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奖杯和金牌。行程

结束后入住沿途酒店休息。

早：含

午：含

晚：自理

汽车
大温哥

华地区

第 08 天

01 月 27 日

星期一

温哥华

早餐后前往著名的【亚瑟格兰奥特莱斯】（为了方便您的自由活动，今日

晚餐敬请自理）这家奥特莱斯囊括了 Armani、J. Crew、Coach、Guess、

Polo Ralph Lauren 等 80 多个奢侈品牌的折扣店，2016 年底加拿大轻

奢品牌 Michael Kors 也入驻，直至 2018 年初会完成共 40 家新品牌的入

驻计划。常年均有 4-7 折的大力度优惠，开放式的步行街设计使得在血拼

之余，还能享受在林荫大道漫步的惬意，高档的餐厅、悠闲的咖啡馆和儿

童游乐区鳞次栉比。行程结束后送机。

早：含

午：自理

晚：自理

汽车 飞机上

第 09 天

01 月 28 日

星期二

温哥华深圳

参考航班：HU7960 28JAN YVR/SZX 0010/0540+1

飞行时间：约 13 小时

由于跨越国际时间变更线，故自动增加一天。

早：不含

午：不含

晚：不含

飞机 飞机上

第 10 天

01 月 29 日

星期三

深圳

抵达深圳国际机场，结束愉快旅程，各自返回温暖的家！联运客人乘机返

回各联运地。

早：不含

午：不含

晚：不含

自理 家

海航联运：

1.联运请至少提前 21 天申请，具体航班以申请到为准

2.最终票价以申请位置为准

中国境内城市点 单程价格

海口、三亚、铜仁、温州、贵阳、杭州、宁波、重庆、上海、徐州、成都、郑州、昆明、
南京、西安、潍坊、天津、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兰州、南昌、大连、沈阳、济南、
青岛、喀什、乌鲁木齐、西宁、佳木斯、哈尔滨

200 起

注:

1. 本司保留对上述行程的最终解释权，请以出发前确认行程为准，本司有权对上述行程次序、景点、航班及住宿地点作临



时修改、变动或更换，不再做预先通知，敬请谅解！

2. 建议旅客携带 1000 加币左右入境，以备加拿大入境时查问。

团费所含

1. 深圳起止国际往返机票、机场税

2. 行程所列酒店(2 人一间房，不保证房型）；12 岁以下儿童不占床减 2000 元，超过 12 岁则视为成人占床，若一

成人带一小孩，则小孩必须占床，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

3. 全程境外旅行车（因黄刀镇资源有限，无指定车型，有可能以拼车操作，请悉知）

4. 膳食:早餐为酒店西式或酒店外中式早餐相结合；正餐为中式围餐（10 人 6 菜一汤）或自助餐为主，不含酒水

5. 全程领队服务

6. 门票：行程表所列旅游景点第一道门票，其他为外观或者自费。

团费不含

1. 全程单人房差 6500 元/人/间 须报名时提出申请（如报名时为夫妻，母子/父女孩子需要占床，兄弟姐妹需同住一

间房请提前告知，在不影响整团出现单人间的情况下予以安排同住，否则以我社安排分房为主，我社保留抽起单数报

名者单房差的权利）

2. 司导服务费 1000 元/人（请现付领队）

3. 团队加拿大签证费用

4.联运附加费，内陆段行李托运费

6. 旅途中飞机候机及转机用餐 （在加拿大内陆航班不提供飞机餐，需另外购买约为 10 美元）

7. 个人旅游意外保险费行程表所列建议项目及行程表外活动项目所需的费用

8. 航班托运行李和超重费用

9. 因个人原因滞留产生的一切费用

10.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酒店内的酒水、洗衣、上网、通讯等费用）

11. 航空公司临时通知因调整航空燃油价格而导致机票价格上升，客人需另外补交燃油升幅的差价

12. 团员要求或团员原因引起的司导工作时间超时

因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引致的额外费用

取消约定

1. 报名后收取的机票定金 2000 元/人，如因游客自身原因取消，机票定金不退；

2. 若游客出发前 30 天内取消，需收取全额机票款；若此时团组已出机票，我社只能退回境外餐费和景点门票费（团

队机票/火车票/船票等交通工具的费用，不允许更改签转或退票）；

预订须知
Booking instructions



3. 如游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私护照以外的旅行证件或自备签证参团，请务必自行确认该证件是否对目的地免

签、及跟团出境后团组返回时是否能够再次进入中国境内；如因游客旅行证件的原因不能出入境的，损失由游客自理，

我社将视为游客自行取消出团处理；

4. 如游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私护照无效或有效期不足 6 个月等原因造成无法出行的，损失由游客自理，我社将

视为游客自行取消出团处理。

服务行程说明

1、景点说明：行程中未标注“入内参观”的景点均为游览外观；入内参观景点均含首道门票；

2、行程中精华景点已经包含。如客人主动提出需要安排行程外的额外景点或旅游项目，需要获得全体团友签字确认

后才可以安排。

3、行程说明：

（1）本社有权根据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调整行程游览顺序，但游览内容不会减少，标准不会降低；

（2）行程景点实际游览最短时间，以行程中标注时间为准；

（3）65 岁以上的长者参团时，建议在直系亲属的陪同下参团，并且签订《65 岁以上老人参团承诺函》（见附件四），

建议另行购买高额旅游意外保险。

（4）长期病患者和孕妇不建议参团，如报名时不主动提出，旅途中如遇任何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意外则由旅客自行承

担，建议以上游客另行购买高额旅游意外保险。

（5）自由活动期间不含交通，另外入住酒店后当日的旅游行程结束，到次日早餐前的时间段均为自由活动期，请客

人注意自身安全。

（6）只要不是父母双方都随行的未满 18 周岁的小孩参团，出团前必须由不随行的一方/双方父母签一份“不随行父

母同意函”行程附件三，出团时携带。（官方通知此同意函需要做公证，可以做公证的尽量做公证）

（7）参团而在当地需要离团的客人需签订《旅行社离团免责协议书》（见附件五），如未经旅行社及领队导游同意

擅自离团，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并承担可能因此给旅行社或相关第三方带来的损失

（8）行程中如遇到不可抗拒因素（如：罢工、恶劣天气、地震、各种政府行为等）和非旅行社原因或航空公司延误

取消等特殊情况，旅行社有权取消、变更或者缩短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如在外延期住、食、交通费等）由客人自行承担；

如以上因素引起未能正常使用的餐、景点、酒店等不退任何费用。

4、酒店标准：

（1）美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酒店星级评判标准，大部分酒店没有星级的挂牌，但是这类酒店都具备等同于行程中

指定同星级酒店的设施标准和接待能力，大部分酒店楼层建筑都不高，多以两三层为主；

（2）早餐为美式早餐，多为冷早餐；形式多为酒店内早餐或打包早餐（简餐或快餐）

（3）酒店标间可接待两大人带一个 1.2 米以下且 12 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具体费用根据所报团队情况而定；

若一个大人带一个 1.2 米以下儿童参团，建议住一标间，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夏威夷 3 周岁以下不占床）

（4）加拿大、加拿大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间为当日 15：00 分起，退房最晚截至时间为 11：00 分。

（5）酒店提供双人房，不限于双床或大床，可能会出现一张大床+一张小床（沙发床），请谅解

（6）酒店区域一定不能吸烟（包括阳台、门廊等），否则将会面临高达 500 美金或者更高的罚款！您在酒店内在浴

室洗澡时，请将浴帘放在浴缸的内侧，防止水流到地板上，否则酒店可据此罚款 500 美元，总之在国外要入乡随俗，

不可大意。

5、购物说明：

（1）不增加行程标注额外购物店（须经全体团员签字同意方可增加）；

（2）出现在行程规定的景点、餐厅，长途中途休息站等的购物店不视为购物店，购买商品时若商品出现质量问题，



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3）游客自行前往的购物店所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6、保险说明：

（1）我社赠送团队境外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推荐客人可根据自身情况上更高金额的保险；

（2）旅游意外伤害险不包括游客自身携带疾病、旧病复发，且在出团日前 180 天内未经过治疗的疾病；（如心脏病

复发、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移植手术复发、孕妇、精神病发作等等）；

7、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气、战争、罢工、地震等人力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游览，我社将按照旅行社协议，退还未游览景点门票费

用，但赠送项目费用不退；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餐、车等费用均不退还；

8、补费说明：

（1）如遇航空公司政策性调整机票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机票价格为团队机票，不得改签/换人/退票；

（2）如果旅游目的地国家政策性调整门票或其他相关价格，请按规定补交差价；

9、其他说明：

质量反馈表，我社处理游客意见，以游客交回的《团队质量反馈表》为依据，请您有秉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

则填写《团队质量反馈表》

重要说明

1、您需要了解的中国与加拿大的若干差异：

（1）关于城市的差异：加拿大的城市建设和商业网点布局、交通方式和中国不同，中心城区不大（纽约除外），主

要是商务或行政中心。城市由分布在周边的许多市、镇组成，并且都是由高速公路连接，例如洛杉矶就是由 80 多个

市、镇组成，之间全由高速公路连接。加拿大很少有中国式的百货商店，只有大型的购物中心。分布在城市下属的各

个市、镇中，并且远离居住区。在加拿大没有车就没有“腿”，一般都没有国内那种便捷的公交车、地铁和扬招的出

租车。因此，游客入住酒店后要自行外出购物一般很难实现。

（2）关于酒店的差异：在加拿大，地域十分宽广，酒店一般不必盖高层，十层以下非常普遍，如周边有大型购物中

心的就算好位置，有些酒店因开业已久，设施显得有些陈旧，但房间都比较宽敞的。旅行社提供的酒店一般都在离开

中心城市的市、镇。加拿大酒店不评星级，酒店的楼层不高，个别酒店没有电梯。有些度假酒店、赌场酒店没有早餐

供应。

（3）关于餐饮的差异：加拿大的饮食习惯和欧洲有所不同，简单、便捷。因此，旅行社提供的酒店、宾馆、度假式

酒店的早餐都是非常简单的，和其他国家不同，可供选择的不多，一般只有面包、蛋糕（比较甜腻）、果汁、牛奶、

咖啡、果酱、黄油，少数酒店有炒蛋、土豆洋葱、肉。因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拿大餐馆一般收拾得很干净，

但规模不大，品种不多。在加拿大城乡，咖啡店、麦当劳店比比皆是，自助餐馆对于不识英语或有口味要求的游客不

失为最佳选择。旅游团主要以中餐桌菜、自助餐和快餐相结合使用。

（4）关于服务的差异：在加拿大，任何服务都是有价的，如小费习惯。另外，导游、驾驶员的服务都是有时间限制

的，任何超出约定时间的、行程的服务都是有价的，都是需要另行付费的。不存在商量一下、通融一下、提供超值服

务。

2、行李规定及运输须知

（1）凭护照到柜台办理乘机和行李托运手续，领取登机牌。请勿将贵重物品托运！

请您在托运行李前注意清除行李箱、袋上的废旧行李条及有条码的标签，以确保您的行李正确运至目的地。

911 之后加拿大（加拿大）国内航班实行更严格的机场安全检查措施。阁下的大行李需要在机场办理托运手续，并且



要经过超强的 X 光大机械检查。但您务必紧记：护照等证件、机票、任何种类的现金及贵重物品、胶卷千万不能托运。

由于行李需要经常被搬运，所以务请阁下事先检查所携带之行李箱是否坚固良好.（最好使用帆布行李箱），托运途

中如果行李箱的拉杆或轮子破裂，根据规定航空公司不赔偿。机场内人身安全检查非常严格，需要脱掉外套、鞋子、

皮带，开包检查；飞机上洗手间不可吸烟，否则将受到法律起诉。

加拿大国土安全局拥有开箱检查入境行李的权力，请您的行李上不要上锁，以免造成锁头被撬、行李箱受损。如您的

物品在开箱检查中丢失，我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2）根据航空公司规定：每位团友可免费托运一件行李，每件重量不能超过 23 公斤，手提行李一件(尺寸不超过

55CMX23CMX36CM 即 22 寸 X9 寸 X14 寸)。若要托运第二件行李，具体价格以机场为准。

911 之 后加拿大国内航班实行更严格的机场安全检查措施。加拿大现在加强了国土安全检查。所有的加拿大内陆航

班要求托运行李都不能上锁。加拿大的国内航班上，用餐和酒精类饮料需要付费 6-10 美金／份，只接受国际信用卡

付费。

风险说明

1. 境外游览时游客应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整体治安相对较好，但某些国家也存在治安隐患，尤其景区、酒店

大堂、百货公司、餐厅等游客聚集的地方更是偷窃行为多发地，游客务必随同导游带领并注意结伴而行，在游玩

过程中，时刻注意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安全；

2. 乘坐交通工具时，现金、证件或贵重物品请务必随身携带，不应放进托运行李内；外出旅游离开酒店及旅游车时，

也请务必将现金、证件或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因为酒店不负责客人在客房中贵重物品安全，司机也不负责专车上

旅客贵重物品的安全，现金不属于保险公司的受保范围内；

3. 因个人疏忽丢失任何财务（机票、护照、钱财、衣物等），旅游社将不负任何责任；且不可以因此耽误团组行程；

4. 自由活动期间如果下海游泳或者从事与海有关联的各种活动，要注意安全，切忌不可以逞强，以免出现生命危险；

5. 旅行社原则上不会在行程中安排高风险项目，在自由活动期间请您慎重选择参加诸如湖区游船、雪山活动、热气

球、普车越野、摩托车驾驶、自驾车、蹦极、水上摩托、滑翔伞、冲浪、探险等高风险项目。

备注

1. 此行程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旅行社将严格按照行程执行；

2. 在不减少任何景点的前提下，导游可根据境外情况做顺序之调整，该调整不视为违约；

3. 是否给予签证、是否准予出、入境，为有关机关的行政权利。如因游客自身原因或因提供材料存在问题不能及时

办理签证而影响行程的，以及被有关机关拒发签证或不准出入境的，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游客自行承担。

参考酒店：

大温哥华地区 Accent Inns Vancouver Airport/Quality Hotel Vancouver / Sandman Signature

Vancouver Airport/ Days Inn/Ramada langley/Comfort inn surrey 或同级

沿途小镇 Best western/Revelstoke Gateway Inn/Days Inn/Holiday Inn/travelodge

hotel/comfort inn / Econo lodge 或同级

黄刀地区 Days inn/super 8/Arnica Inn 或同级



行程附件一：

甲方（旅行社）：

乙方（旅游者）：

为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及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旅行社在不影响正常旅程行程安排的前提下，旅行社提供自

费景点（娱乐）项目供旅游者自行选择参加与否。，以下推荐的自费项目都是各国的精华所在。您可以在自由活动

期间，根据自己的喜好，自愿选择自费项目，相信美国的自费活动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为丰富旅游者的娱乐活动及

满足不同旅行社的需求。

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旅行社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需是应旅游者要求或经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他

旅行社的行程安排”，因此在本次旅行过程，旅行社应旅游者（乙方）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由甲方协助安排乙

方参加自费旅游项目，双方确认签署本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1. 自费项目参加与否，由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志，自愿、自主决定，旅行社全程绝不强制参加自费项目。

如旅游者不参加自费项目，将根据行程安排的内容进行活动。旅行社不会售卖此自费项目表以外的任何其他项目；

2. 如达到自费项目相应的成行人数，且在时间、天气等因素允许的前提下，旅行社予以安排。如因行程安排、天

气、景区临时关闭等原因无法安排，请您理解；

3. 自费项目为统一标价，简要内容参见本补充协议的自费项目介绍，如您同意参加，须在境外自费项目列表上签

字确认。一旦发生纠纷，我社将把您签字确认的副券作为处理依据，以保证您的权益；

4. 请在选择自费项目之前慎重考虑，一旦确认参加并付费后，导游将会进行预订，费用产生后旅游者取消的，

将无法退还您费用；若参加自费风味餐，以下价格不退正常团餐费用。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或特色
服务
明细

所用
时长

价格/人
(大小同价)

雪地摩托车

雪地电单车是冰雪天地的黄刀镇著名的刺激项目，游客身着防

寒服，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雪地里狂飙，尽情享受雪上疾行

的乐趣，在极寒急速的运动环境中，这种体验绝对终身难忘，

更能释放城市的压力，放飞自我哟

交 通 费 +

门 票 + 预

定服务费

约 60 分

钟
＄150

冰上捕鱼含午

餐

冰上拉网捕鱼是在大奴湖上学习原住民奇特的冬季捕鱼方式！是黄

刀镇白天必玩项目之一。先在冰面上凿出一个冰眼，捞出碎冰，再

将一个弯钩探入冰眼，勾住冰下预先设置的渔网，向外拉网，一条

条挂在网上的大鱼就出现了。垂钓结束后，还可以将战利品做成一

顿美味的午餐。用原住民方式现场生火烹制刚刚从湖里打上来的新

鲜美味，并且在温暖的湖上小屋内一尝美味的本地不同鱼类，很是

惬意。

车 费 + 门

票 费 + 预

订服务费

约 180

分钟
＄150

狗拉雪橇 参加当地地道刺激的狗拉雪橇，尝试在赛犬的带领下在陆 车 费 + 服 约 30 分 ＄150

自费旅游项目补充协议书



离团协议书

上大地里风驰电掣，越过冰封的湖面，穿梭于狭窄的林间

小径，耳畔响起嗖嗖的风声。

务费 钟

黄刀市区游览

尽情游览大自然赐予的最神奇的极光城市，近距离体验融

入西北地区的原住民文化，主要景点有威尔士王子文化博

物馆、访客中心、新旧城区、布什飞行员纪念碑等地，了

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威尔士王子文化博物馆是黄刀镇最大

的博物馆，馆里陈列了大量关于当地历史的展品，反映黄

刀镇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文化、风俗等。

布什飞行员纪念碑，为了纪念飞跃广阔西北地区时牺牲的

飞行员，是黄刀镇最高点，可鸟瞰黄刀市区。市民中心领

取小黄刀纪念品和北纬 60 度证书。

交 通 费 +

司 导 服 务

费

约 4-5

小时
＄120

行程附件二：

团号 : 日期 : 姓名 : 证件号码：

本人报名参加了贵司组织的旅游团，定于【 】年【 】月【 】日出发，【 】年【 】月【

】日返回，行程共计【 】日。

本人自愿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离团。

本人已完全了解和理解贵社接待人员所告知的注意事项， 并根据对离团人员的相关要求，承诺如下：

1、参加旅游团而在当地需要离团的客人必须支付 USD200/人/天的离团费。

2、本人自愿离团，自愿放弃离团期间的所有行程，包括行程中的景点、餐费、门票、用车、酒店等产生的费用。

3、本人承诺，于【 】年【 】月【 】日归队。

4、本人承诺，于【 】年【 】月【 】日按时随团回国，不滞留境外，否则愿承担所有责任。

5、本人承诺不会向贵司追讨离团期间所放弃行程的团费。

6、如客人离团期间，不按时归团，导致取消行程航班，则客人需要自行承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7、本人承诺，离团期间的保险以及人身财产安全自行负责，本人自行承担离团期间所另外产生的全部责任以及发

生的全部费用，并承担给旅行社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

8、 本人承诺，自觉遵守当地的法律、各项相关法定法规、习俗等。

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贵司工作人员已充分告之本人相关含义，本人已

阅读并完全理解各项条款的意思。若发生纠纷，以本承诺函中本人的承诺为准。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确认）：

直系亲属/团中其他成员（签字认可）：

日期： 年 月 日



承诺书

不随行父母同意函

行程附件三：

This form is to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by non –traveling parents of minors who un

der 18 years of age. A photocopy of that parent’s identification card of passport AND proof of

parental relationship must be attached.

此表格由十八岁以下申请人的不随行父母填写。不随行父母必须用中文和英文填写此表格并附上其身份证或护照复

印件。

Applicant’s Name/申请人姓名：

Father’s Name / 父亲姓名：

Address/地址：

Telephone number/联系电话：

I give permission for my child to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ccompanied by

本人同意由陪同我的孩子前往美国。

Signed/签名：Date/日期：

Mother’s name /母亲姓名：

Address/地址：

Telephone number/联系电话：

I give permission for my child to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ccompanied by

本人同意由陪同我的孩子前往美国。

Signed/签名：Date/日期：

行程附件五：

本人【 】，护照号为【 】，与家人【 】 位参加贵司组织的【 】旅游团（团号为： ），

定于【 】年【 】月【 】日出发，【 】年【 】月【 】日返回，行程共计【 】日。

对于行程中的注意事项贵社工作人员已如实详尽地向本人告知，本人完全理解。鉴于本人已是 65 岁以上高龄人群，

特向贵社郑重承诺如下：

1、本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很明确了解空中飞行的时间及陆地交通距离，住宿及餐食标准。本人适合参加

此旅游团，能够完成旅游团全部行程并按期回国。

2、在旅游过程中，相应景点或相应活动禁止或不适合高龄人群参加的，本人放弃参加的权利（比如游泳（包括酒

店内游泳池）、登山、漂流等对老年人有危险的活动）；对高龄人群参加有限制的，本人遵守相关制度，若因本人



坚持参加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3、在旅游过程中，如果由于本人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完成行程，或需要贵司协助提前返回国内的情况，本人承担

全部责任以及发生的全部费用。

4、在旅游过程中，若本人出现任何身体不适，本人承担全部责任以及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

切费用。

5、贵社已推荐本人上境外救援保险、人身意外保险，本人自愿（办理/放弃） 。

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贵司工作人员已充分告之本人相关含义，本人已

阅读并完全理解各项条款的意思。若发生纠纷，以本承诺函中本人的承诺为准。

特此承诺!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确认）：

直系亲属（签字认可）：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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