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刀鎮位於加拿大西北邊，地處世界第十湖，是加拿大最北邊的城市之一。 
 因為正好被北極光橢圓環帶區所含蓋，秋季能看到極光的機率相對高。 
 被北極光橢圓環帶區(Aurora Oval)所涵蓋。 
 全年能有 250 夜/次機會觀賞北極光。 
 連續三晚追逐極光能觀賞北極光的機率，預估達 98%。 
 全球之極光追蹤天文台設於黃刀鎮，可見其代表性。 
 

★ 傳說中看到極光您將會幸福一輩子，極光之都黃刀鎮住宿 3 晚增加觀賞極光機會，特別安排極光
觀賞台及原住民保留區兩地點，體驗不一樣的極光觀賞地點，打造最佳觀賞極光新鮮體驗。 
★ 黃刀鎮入住三晚：入住 Explorer Hotel，各國元首或皇室成員到訪都曾入住於此，當年英女皇、
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到訪黃刀鎮時，也是下榻於此。 

  

 
 
 
 
 
 
 
 
 

 健行在加拿大洛磯山脈裡的原始步道上，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是豐富的野生動物，特別是大型哺乳
動物，如麋鹿，駝鹿，大角羊和熊，這些都是較容易在山區觀看。 

 生態的多樣化、溫度和降雨變化很大，因此洛磯山脈是棲息地的混合體，包括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和阿爾比省北洛磯山脈的高山，濕地和草原；這些棲息地是大量食草野生動物的家園，如麋鹿，
駝鹿，騾鹿，黑熊，灰熊，灰狼，土狼，等食肉動物。 

 在寧靜優美的湖泊邊、走在鬱鬱蔥蔥的針葉林裡……走在絶世美景裡！  
 
 
 
 
 
 
 
 
 

  

  

 

 

 

 

 

 

 

  

金秋季節~與極光浪漫相遇 

健行在超凡洛磯山脈的步道上 



所有的健行活動及路線，由當地接待單位按實際情況而作出決定。健行的預計時間是以正常均速計算，惟遇天氣、交通路徑、體力等

種種難以估計的問題，行程或需即時調整更改，甚至要縮短路線，一切以領隊的當時決定為準。 
 
第 1 天 香港卡加利(加拿大)~班芺                                  
Hong Kong Calgary(Canada) ~ Banff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加拿大航空經溫哥華轉機飛往卡加利。抵達後，專車前往
晚餐，餐後前往班芺酒店休息。 
 Inns of Banff 酒店或同級 
 (註：如旺季期間班芙無法提供團體訂房，將安排入住鄰近地區之酒店) 
 
第２天 班芺~約翰遜湖健行~朱砂湖~明尼灣卡湖              
Banff~Johnson Lake & Lake Meanewanka Trail ~        
Vermilion Lake ~ Minnewanka Lake                                          
早餐後，乘車前往著名的約翰遜湖健行，沿著森林湖邊小徑
蜿蜒穿過山地原始森林，健行至約翰遜湖的尾端，沿途可觀
賞洛磯山脈湖景、喀斯喀特山獨特景觀及野生動物，最後穿
過開闊山坡及艾伯塔省最古老的道格拉斯冷杉樹，有機會看
到水鳥的淺灘湖泊的壯麗景觀。 
約翰遜湖（Johnson Lake & Lake Meanewanka Trail） 
爬升海拔：  150 meters 
徒步約需時間： 2.5 – 3 小時  
全程往返距離:  4 公里循環 
難度:    
裝備要求：性能良好的行山鞋、行山杖、防風保暖外套、
防雨用具、日用裝背包、最少１.5公升飲水水樽（領隊會
每天於健行開始前為團友提供桶裝礦泉水作補給）及其它
個人用品，如個人喜好的能量補充飲料或後備 

 
若天氣許可，可順道遊覽朱砂湖及明尼灣卡湖。下午返回班
芙市，可於市内自由瀏覽或享受班芙溫泉樂（自費）。晚餐
後，返回酒店休息。  
 Inns of Banff 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班芺~夢蓮湖石堆步道~十峰山~愛格尼絲湖步道                        
Banff ~Moraine Lake Rockpile Trail ~The Ten Peaks ~   
Lake Agnes Trail                                            
早餐後，乘車前往世界名湖夢蓮湖。夢蓮湖是班芙國家公園
的一個冰川湖，位於十峰山谷下，海拔高度為1,884 米，湖
泊面積為0.5平方公里。岩石堆頂部是欣賞夢蓮湖景色絕佳位
置。如天氣及環境許可，更可欣賞十峰山倒映湖中的絕色。 
稍後，繼續健行於在洛磯山山脈 Larch Valley 的秘境裡，
走在滿山野花的步道上、感受兩傍氣勢磅礴的高峰和寧靜優
美的湖泊，與洛磯山最純淨的大自然之美。 
班芙國家公園-Larch Valley [健行與落磯山脈地景觀賞] 
爬升海拔：  535 meters 
徒步約需時間： 4 - 6 小時  
全程往返距離:  8.6 公里循環 
難度： 
裝備要求：性能良好的行山鞋、行山杖、防風保暖外套、
防雨用具、日用裝背包、最少2公升飲水水樽（領隊會每
天於健行開始前為團友提供桶裝礦泉水作補給）及其它個
人用品，如個人喜好的能量補充飲料或後備。 

 
 
 
 
 
 
 
 
 
 
 
遊畢，乘車返回市區，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Inns of Banff 酒店或同級 
 

第４天 班芺~哥倫比亞大冰川~冰原雪車~冰河天空步道~    
五湖谷~傑斯伯國家公園星空觀賞活動                        
Banff ~ Columbia Icefield~Glacier Skywalk~ Jasper       
National Park ~Valley of The Five Lakes ~Stargazing                                  
早餐後，乘車前往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冰川，搭乘冰原雪車登
上阿塔巴斯卡冰河(Athabasca Glacier)，體驗加拿大西部的
冰原輕探險。來到冰河天空步道，站立於280米高的玻璃橋
面上，俯瞰冰川、山岳、峭壁、溪流、峽谷等景觀。 
稍後，前往傑士伯國家公園。於傑士伯南端五湖谷健行。五
湖谷是一條很受歡迎的健行步道，走在步道上將途徑五個小
湖，每個小湖都有不同的深度，由湖面至湖底呈現不同深淺
的淺藍色和碧玉顔色。 
五湖谷 (Valley of Five Lakes) 
爬升海拔：  66 meters 
徒步約需時間： 2 - 3 小時  
全程往返距離:  4.5 公里循環 
難度： 
裝備要求：性能良好的行山鞋、行山杖、防風保暖外套、
防雨用具、日用裝背包、最少2公升飲水水樽（領隊會每
天於健行開始前為團友提供桶裝礦泉水作補給）及其它個
人用品，如個人喜好的能量補充飲料或後備。 

 
 
 
 
 
 
 
 
 
 
 
 
遊畢，乘車前往傑斯伯，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如天氣情況
許可，於傑斯伯國家公園展開觀星活動。  
傑斯伯國家公園星空觀賞：傑斯伯國家公園的天空是最適合
觀賞和探索星空的目的地之一。於2011年，傑斯伯國家公園
獲得加拿大皇家天文學會頒發的黑暗天空保護區稱號。 
註：當日如下雨或多雲，星空觀賞則自動取消，不作另行安排，敬請留意。 

 Tonquin Inn 或 Mount Robson Inn 酒店或同級 
 
第５天 傑士伯國家公園~瑪琳峽谷~埃蒙頓                                                
Jasper National Park~ Maligne Canyon~ Edmonton                  
早餐後，乘車前往傑士伯國家公園的瑪琳峽谷，瑪琳峽谷
(Maligne Canyon Trail)是洛磯山裡最深、最窄的深切峽谷，
經過萬年的冰河雪水沖蝕，形成了狹長形的Ｖ形峽谷，壯觀
無比。 
瑪琳峽谷 (Maligne Canyon Trail) 
爬升海拔：  110 meters 
徒步約需時間： 2-3 小時  
全程往返距離:  7公里循環 
難度： 
裝備要求：性能良好的行山鞋、行山杖、防風保暖外套、
防雨用具、日用裝背包、最少１.5公升飲水水樽（領隊會
每天於健行開始前為團友提供桶裝礦泉水作補給）及其它
個人用品，如個人喜好的能量補充飲料或後備。 

遊畢，專車前往埃蒙頓。 
 Fantasy Hotel West Edmonton Mall 酒店或同級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早 ---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午 --- 輕便簡餐  輕便簡餐  輕便簡餐  當地餐廳 

晚 航機上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中式餐廳 自助晚餐 



第６天 埃蒙頓~西埃蒙頓購物中心黃刀鎮-極光觀賞台~  
極光觀賞                                           
Edmonton ~ West Edmonton MallYellowknife ~         
Aurora Station ~ Aurora Viewing                                                  
早餐後，自由活動，可於購物及遊樂天堂~西埃蒙頓購物中
心自由購物。稍後，乘車前往機場乘内陸航機飛往黃刀鎮。
晚上極光觀賞。 
西埃蒙頓購物中心商場於1981年開幕，北美洲最大和全世界
第五大的購物中心。這裡有室內娛樂公園、世界最大的室內
水上公園、室內活動遊樂設施(五層樓高的海盜船)、世界標
準比賽用滑冰場、標準比賽曲棍球場、及琳瑯滿目的商店和
餐廳。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客機飛往黃刀鎮。晚餐於當
地餐廳。 
極光觀賞：乘車前往極光觀賞站展開「北極光」之旅。原野
中的豪華木屋內，設有暖爐及沖水馬桶，屋內提供熱湯、點
心及熱茶，供客人作小休及避寒，而登上木屋頂端，有觀星
躺椅及遼闊的視野，是觀賞極光絕佳地點。木屋外更有原住
民傳統帳幕統帳幕(Tipi)供拍照。 
 
 
 
 
 
 
 
 
 
 
 
 
 
 
Explorer Hotel或Chateau Nova酒店或同級 
 
第７天 黃刀鎮~城市巡禮~大奴湖泛舟及釣魚~                
原住民保留區~極光觀賞                                             
Yellowknife ~ City Tour ~ Great Slave Lake Activities ~  
Aboriginal Village ~ Aurora Viewing                           
早餐後，開展市內原住民文化遊，到訪威爾斯親王博物館、
訪客中心、原住民舊區，途經加國三軍總部、皇家騎警總部、
大會堂、基本住宅區等。沿著市中心和老城區風景秀麗的車
道停在Pilot Monument，此為俯瞰黄刀市和舊城區之地。稍
後，於大奴湖泛舟及釣魚。大奴湖爲加拿大第二大湖，亦爲
全北美洲第五大湖，更是世界世界數一數二之釣魚勝地，可
以在湖上釣魚，或欣賞四周島嶼，並在湖邊小木屋享用野外
午餐，體驗加拿大西北地區的獨特悠閒活動。 
極光觀賞：坐落於只有原住民保留區內，大奴湖旁，大約25
分鐘的路程到達彼岸的小木屋，在原住民傳統帳幕(Tipi)內
生火烤魚，一嘗美味的本地魚類。小屋內提供熱飲， 客人
可在屋內作小休及避寒。 
 
 

 
 
 
 
 
 
 
 
 
 
 
 
 

 

Explorer Hotel或Chateau Nova酒店或同級 
 
第８天 黃刀鎮~金馬倫瀑布健行~黃刀鎮~自由活動~            
極光觀賞                                   
Yellowknife ~ Cameron Falls Hiking ~ Yellowknife ~    
Free Time ~ Aurora Viewing                                      
早餐後，乘車沿着在黄力以東的金馬倫瀑布小徑健行，這條
小路穿過常綠的森林，穿過木板路，沿途欣賞鬼斧神工的美
景，感受大自然的風光。下午返回黃刀鎮，可自由瀏覽或參
與自費項目：五寸闊呔越野單車遊及玻璃製品工作坊，晚上
繼續極光觀賞。  
 
 
 
 
 
 
 
 
 
 
 
 
極光觀賞：乘坐旅遊車，前往不同的湖區作極光追蹤，在不
同景色下拍攝大自然的奇妙極光，車上會準備熱飲供客人小
休息及避寒。 
Explorer Hotel或Chateau Nova酒店或同級 
 
第 9/10 天 黃刀鎮  香港                                                               
Yellowknife  Hong Kong                                                                      
早餐後，乘車前往機場，乘坐加拿大航空客機經加拿大城市
飛返香港。航機於第10天安抵香港；旅程至此，完滿結束。 
 

 Day 6 Day 7 Day 8 Day 9/10 

早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酒店餐廳 輕便早餐盒 

午 自理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航機上/自理 

晚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當地餐廳 -- 

  

• 為方便進行加拿大健行之旅，本行程安排入住國家公園或鄰近之酒店。酒店設備齊全，但不作豪華論，部份酒店沒有空調
設施，敬希包涵。 

• 行山路線會因應當地狀況及天氣或整體客人狀況因素而稍作更改，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團友不得藉此反對。客人必須
衡量個人體格、年齡及健康狀況，如有需要，應要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及建議。 

• 健行午餐以簡便為主，如：三文治、巧克力、果汁、水果、小食等。 
• 極光乃天然現象，如因天氣或其他原因而無法觀賞極光，本公司不作任何賠償。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或綱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 
閉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 
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下榻酒店                                         PHL-FL-CAD19-004-1030 

溫馨提示(報名前敬請先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