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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屆加拿大洛磯山脈

黃刀鎮極光團13日
在地攝影專家陳海騰Tony Chan 帶團
加拿大西部深度之旅 2.25 -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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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是攝影團，還不如說這是「愛攝影

團」，畢竟愛看美麗風光的朋友不一定敢參

加純「攝影團」。無論你用手機、傻瓜相機

或者專業相機，Tony老師會教你在哪裡拍、

何時拍和如何拍，不止要拍得到還要拍得

好！

如何拍攝北極光？你不必很會攝影，只要有

熱情，從不會教到會。但是，你先要熟習自

己的相機（或手機）！

尊貴之旅住「三堡飯店」( 露易絲湖，班芙

和 Nova)，每天練拍晨昏 ( 自由參加 )，帶

你磨練技巧和熟習相機，等到極光出來了，

定能一擊即中！

黃刀鎮的極光真是有求必應，本團延續絕無

一次錯過的成績，大家都看到極光，即便你

只有拿手機和傻瓜相機。「拍得到、拍得好、

玩得爽！」這是團友每次最大的讚美。

邁入第五年的加拿大洛磯山脈黃刀鎮極光攝

影期盼您今年再次同行出發 !!!

陳海騰 (Ton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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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當地頂級飯店

班芙(費爾蒙班芙溫泉飯店)、露易絲湖(露

易絲湖城堡飯店 )、黃刀鎮 (Chateau Nova)

■ 攝影專家陳海騰 (Tony Chan) 隨團指導

定居加拿大多年，擅長拍攝生態風景，目前

在洛磯山脈進行長期拍攝，造訪超過50次，

熟悉環境及拍攝時機，專家帶領私房景點拍

攝，指導技巧、分享心得。

■ 最專業完整，冬日加拿大西岸行程

行程深度完整，以攝影角度規劃，洛磯山脈

生態（班芙 + 幽鶴國家公園 + 庫特尼國家公

園+冰原大道）+黃刀鎮極光+溫哥華人文，

冬日加拿大西岸全掌握！

■ 攝影團獨有步調，不過度拉車、不趕行程

主題豐富，各具特色吸引人。早晚視天候狀

況安排日出晨拍及夜拍行程，充分滿足攝影

的慾望。(晨拍及夜拍採自由參加 )

人文 : 溫哥華人文、莫蘭特鐵路彎道、班芙

小鎮風情。

生態 :洛磯山脈野生動物。

風景 : 冰崖、瀑布冰簾、冰氣泡、粉彩虹…

等、極光（星軌）。
■ 安排攝影交流，介紹景點、技巧及裝備

出發前說明會（行李準備、氣候及裝備），

溫哥華攝影交流，清楚說明拍攝動線、攝影

點、攝影技巧及裝備設置，以最佳狀態迎接

冬日拍攝之旅。

■ 三段內陸航班，充分旅遊不浪費時間拉車

安排三段內陸航 ( 溫哥華—卡加利—黃刀

鎮)，不浪費時間，精神滿滿迎接美麗景緻。

■ 收集團員拍攝美照，評選製作專屬攝影集

回國後團員提供行程優秀照片，集結成冊，

永保旅行美好回憶。（每人精選 2張）

秘境
攝影

貼心
安排

2



3

洛磯山脈 (班芙、幽鶴、庫特尼國家公園 )

加拿大歷史最久，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國家公園之一，歷史可媲美美國黃石公園，為世界遺

產加拿大洛磯山脈自然公園群，擁有豐富物種自然景觀。
■ 隧道山拍世界遺產費爾蒙班芙溫泉飯店 ( 安排入住 )
■ 約翰斯頓峽谷拍 冰柱、冰崖及瀑布冰簾河谷侵蝕貌
■ 瑪莉連夢露大江東去拍攝地，拍特有班芙粉彩紅
■ 拍日出雙傑克湖，滿天紅霞將湖水染成朱紅像在仙境
■ 日出時拍攝金黃色朗德爾山脈，印證橫看成嶺側成峰
■ 莫蘭特鐵路彎道，補捉自然與人文交會最佳美景 (私房景點 )
■ 露易絲湖、弓河、城堡山 拍冰川峻嶺雪景 (私房景點 )
■ 全台獨家，阿伯拉罕湖私房景點拍攝無光害星空 (私房景點 )
■ 明尼旺卡湖尋找冬日奇景，拍獨有冰氣泡奇觀 (私房景點 )

北極光之都─黃刀鎮

西北部大奴湖旁，全世界最北首都，座落極光帶正中間，有最少視覺阻礙之地，譽為觀賞極

光最佳地點，先不論看到極光強不強，據說住三個晚上，就有 90％機率可看到極光。
■ 黃刀鎮連續拍三晚無光害極光 ( 三晚不同地點 )
■ 小鎮巡禮、狗拉雪橇及冰上捕魚，體驗雪地活動

世界最適宜居住地─溫哥華

豐富且獨特多元文化、世界上最漂亮城市之一，1886 年太平洋鐵路通達後，正式設市，為

紀念第一位到達此地的探險者，故以溫哥華來命名。
■ 史丹利公園登印第安人展望台，拍獅門大橋及北溫落日
■ 溫哥華市發源地—煤氣鎮，拍攝水街上世界第一座蒸氣鐘
■ 格蘭維爾藝術村、公園晨拍及溫哥華市區體驗當地人生活

拍攝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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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陳海騰，外號「烏騰」，和妻子熱愛旅遊攝影。作品《生命 Life》，在新墨西哥州，

地球上唯二的白色沙漠，一束小草頑強地與環境博鬥，被選為 2014 年加拿大攝影學會 CAPA

年度佳作。

2010 年移民加拿大，曾自駕橫越加拿大，最遠達紐芬蘭島，沿著洛磯山脈行程超過 50 次，

累計 9 年駕車超過 50 萬公里，努力把每處景色、歷史文化透徹了解，目前有兩本著作「帶

你玩遍阿拉斯加」和「育空極地大冒險」。

在攝影的旅途上，因為好奇，所以想知道得更多，知得更多，就更加想尋求更好，咱一次又

一次的踏上征途，不止是為了要追求某個動人故事的原委，也更為了要完成心底裡那幅美麗

圖畫。

黃刀鎮（Yellowknife）在大奴湖北岸，深處內陸、少雲少雨，在極光帶正下方，只要天色

夠好極光不靜，就絕對不會失望，甚至隔著雲層都可以看到那道強烈的綠光，以我經驗美國

阿拉斯加費爾班克斯及加拿大育空、冰島…等地的極光都不及黃刀鎮精彩。

班芙國家公園的四季各有美景，最近己完成加拿大洛磯山四季第四輪拍攝工作。攝影除天候

因素外，主要仍在對環境的熟識或時機掌握得對不對，期待本人在班芙連續多年拍攝所累積

的經驗，有助大家都在適宜時間和恰當地點輕鬆地獲得更多更大的收獲！

專家
帶團

定居加拿大，到訪洛磯山脈超過 50 次

正進行加拿大國家公園四季長期拍攝

著作「帶你玩遍阿拉斯加」、「育空極

地大冒險」

秘境攝影探險家
陳海騰 Ton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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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溫哥華

溫哥華 -攝影座談會  
  卡加利 -班芙

機上

酒店早午餐

港式中菜

西式牛排餐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Mount Royal Hotel

經長程飛行，到達溫哥華已傍晚，與 Tony

老師相見歡，到當地知名龍皇鮑翅享用豐盛

晚餐後，回飯店休息，調整時差。

早起前往公園拍攝晨光 ( 自由參加 )，回飯

店享用早午餐，老師將針對此次國家公園及

極光攝影活動，舉辦攝影座談交流，介紹本

次攝影景點、拍攝技巧、裝備設置及安全宣

導等，團員也可分享拍攝經驗，增進團員情

感。之後溫哥華機場搭機至卡加利，前往班

芙，當天入住班芙市區，當晚視天候狀況安

排拍攝星軌，隔天早上安排市區晨拍活動

(自由參加 )。

* 安排搭乘內陸航班 (溫哥華 /卡加利 )

行程
總覽

DAY1

DAY2

攝影團團員 鄭明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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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芙鎮日出 - 大理石
峽谷 - 波濤湖／水鳥
湖 - 氣泡湖 - 諾德格

西式午餐

山區便餐

Nordegg Lodge

正式展開國家公園攝影之旅！向洛磯山脈出

發，抵達濃厚歐陸風情「班芙」是聯合國科

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從隧道山觀景台

遠攝冬雪山林「費爾蒙班芙溫泉飯店」，該

飯店原建於 1888 年，帶著蘇格蘭城堡式建

築風格。接著到老師私房景點大理石峽谷看

狀況的地質環境，以及到波濤湖登頂居高臨

下觀賞冰原大道上有名的瓦伯塔冰原，找尋

形狀如烏鴉爪般的鴉爪冰川，目前因冰河退

卻，鴉爪現在看似乎斷了一支腳指！最後前

往諾德格，前往私房景點，觀賞因湖水冰凍

下的萬千氣泡爾聞名於世，冬季獨特的「冰

凍氣泡」。

* 冰凍氣泡因氣候關係，不保證一定出現。

*波濤湖景觀台來回需步行超過 1小時。

*為配合私房景點拍攝，當地無四星以上飯店，特別

安排入住當地民宿飯店。

DA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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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德格 - 露易絲湖 /
冰雕 - 露易絲湖城堡
飯店

露易絲湖纜車午餐

城堡飯店西式晚餐

上午早起去泡泡湖拍攝日出 ( 自由參加 )，

接著到露易絲湖滑雪場搭纜車登高，中午在

纜車餐廳午餐。露易絲湖海拔約 1700 多公

尺，湖面修長三面環山，層巒疊嶂，群山、

翠湖和飯店，三者環繞實在美麗。午後到有

著「洛磯山藍寶石」之稱的露易絲湖，露易

絲湖冬季湖面結凍，飯店會在湖面開闢出大

片的溜冰場，並且會在戶外製作精美的冰

雕，甚至有大型的冰城堡，是攝影創作好地

方，今日將入住此地頂級飯店「費爾蒙露易

絲湖城堡飯店」。

The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DAY4

攝影團團員 王敬涵拍攝 攝影團團員 何梅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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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絲湖 - 莫蘭特鐵
路彎道 - 翡翠湖 / 丹
尼斯雪峰 - 露易絲湖
/冰雕

山區便餐

飯店晚餐

The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早晨拍攝露易絲湖日出魔幻奇景，尋找未凍

結水塘，遠處維多利亞冰川倒映其中，構成

攝影師夢寐以求的畫面。接著到莫蘭特鐵路

彎道感受冬日自然與人文交會最佳美景。午

後前往翡翠湖，冬日翡翠湖水雖已凍結，看

不到湛藍水色，但出水口的小溪一般不會凍

結，湖後的「丹尼斯雪峰」與冰湖伴著積雪

的木屋木橋和小溪宛如冬日童話世界，這景

像只有在冬天走進湖中才能看到。

* 露易絲湖每年有冰雕季，若氣候許可，可拍攝晨昏

冰雕景緻。

DA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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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絲湖 - 約翰斯頓
峽谷 - 弓河瀑布 - 明
尼旺卡湖

中式午餐

韓式 BBQ

The Fairmont Banf Springs 

清晨前往城堡山下拍攝城堡山日出，當地早

晨常出現如仙境般的霧氣蒸騰，河中石塊

覆蓋冰霜，日出金光照亮城堡山峰頂，非常

動人。班芙國家公園中最大最深的「明尼旺

卡湖」，湖名為印弟安斯通尼族語中「水精

靈」，在冬季形成湖岸冰塊隆起和坍塌現

象，斜陽照亮遠山之際，湖岸藍晶冰塊構成

形狀奇異的前景。

「約翰斯頓峽谷」拍攝冬季峽谷變成冰柱和

冰崖的世界，山谷被流水侵蝕嚴重，循著人

工棧道，行走於蜿蜒曲折冰雪小徑上享受雪

國景色。老師將帶領前往私房景點拍攝「瀑

布冰簾」，結冰後的流水隱現著那特有深藍

迷人水色。

午後到「弓河瀑布」，湍急的弓河在嚴冬變

成寧靜的冰床，順著河流遙望雪峰，四周樹

木佇立，儼然一幅惟妙的水墨畫，這裡也是

影星瑪莉蓮夢露 1953 年電影「大江東去」

拍攝場景，若幸運可在此欣賞班芙特有粉

彩紅 (Pastel skies) 絕景。晚上則享受著

名班芙硫磺山溫泉浴，紓解雪地健行後的疲

憊，或是到充滿歐洲風情的班芙小鎮逛街，

當晚入住費爾蒙班芙溫泉城堡酒店。

* 雪地中的棧道健行，需著防滑鞋套，來回約 5Km，

將視天氣狀況調整健行路線。

*班芙硫礦山溫泉浴須著泳裝 (自由參加 )。

DAY6



10

DAY7

班芙 - 雙傑克湖 - 明
尼旺卡湖 - 卡加利→
黃刀鎮（第1晚極光探索）

中式午餐

西式晚餐

雙傑克湖拍攝「朗德爾山」日出，印證橫看

成嶺側成峰。遊覽班芙小鎮，皚皚雪山下與

鎮前的「疊翠峰」相映，構成一幅美麗圖畫。

傍晚搭機飛往西北領地首府「黃刀鎮」，迎

接連三日極光活動。黃刀鎮是世界上觀賞極

光最佳場所。晚上探索北極光，安排在可取

暖的小屋裡，觀賞之餘享用熱飲和小食，淩

晨返回休息。

* 安排搭乘一段內陸航班 (卡加利 /黃刀鎮 )

Chateau Nova

攝影團團員 黃秋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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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黃刀鎮 - 冰上捕魚體
驗 - 小鎮觀光 - 極光
之旅（第 2晚極光探索）

日式午餐

西式晚餐

Chateau Nova

大奴湖上學習原住民的捕魚「拉網捕魚」！

在冰湖面上將彎鉤探入湖中，勾住湖下設置

的漁網，向外拉網，一條條掛在網上的大魚

就出現了。垂釣結束後，可將戰利品做成一

頓美味的午餐。之後遊覽迷人的極光小鎮。

拜訪遊客中心，了解當地風土人情，晚上開

始第三晚探索極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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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DAY10

黃刀鎮 - 狗拉雪橇 -
極光之旅

黃刀鎮  卡加利  溫
哥華 -  Outlet 購物

大奴湖鱒魚餐

黃刀鎮酒店早午餐

西式晚餐

西式晚餐

Chateau Nova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白天參加狗拉雪橇，嘗試在陸上大地風馳電

掣，越過冰封的湖面，穿梭於狹窄的林間小

徑，耳畔響起嗖嗖的風聲，刺激又有趣，晚

上開始第二晚探索極光之旅。

經過三天的夜間賞極光，今天讓大家睡到自

然醒，午後從黃刀鎮搭機回溫哥華，安排到

outlet 添購加拿大知名品牌及親友禮物。

*安排搭乘二段內陸航班(黃刀鎮/卡加利/溫哥華)

（第 3晚極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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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DAY12-13

溫哥華市區人文攝影
煤氣鎮、溫哥華市中心、格蘭

維爾藝術村、史丹利公園

溫哥華    台北 
( 經過國際換日線 )

義大利麵餐

機上

溫哥華海鮮餐

早上前往溫哥華發源地「煤氣鎮」，水街蒸

氣鐘和北海道小樽，皆出自同位加拿大設計

師之手。接著到格蘭維爾藝術村，此地有許

多當地藝術家的創作，也有市集可感受當地

人生活。最後，前往史丹利公園，公園佔地

400 公頃是緊連市區的半島，也是北美最大

市內公園，到公園中的圖騰區，登上昔日的

印第安人展望台希望角，一睹獅門大橋及北

溫落日美景。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結束收

穫滿滿的加拿大國家公園及極光攝影之旅！

* 本日晚上不安排住宿，當日用完晚餐直接前往機

場，搭乘清晨班機回台。

*以上行程在參觀內容不減的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

班機、景點開放時間、天候及旅館之實際情形調整

順序，屆時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單獨報名之貴賓將協助與同性旅客安排同住，倘若

無法配房，將收取單人房加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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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
旅宿

露易絲湖畔頂級飯店，位於班芙國家公園露易絲湖旁，有 100 多年的歷史，是當地的國寶飯

店。典型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有荒野中的鑽石美譽，一樓大廳落地窗正對露易絲湖美景，景

色壯麗，有如置身仙境中。(連續入住兩晚 )

建於 1888 年，是蘇格蘭城堡式建築風格，

位於世界遺產班芙國家公園內，有著極佳的

地理位址，可俯瞰國家公園絕佳景色，飯店

內並有溫泉 SPA 可以享受（需另外付費）。

2017 年新開幕飯店，飯店位於黃刀鎮市中

心，地理位置絕佳，飯店可一覽市區景色，

由於設施新穎、房間舒適，獲得旅客高度評

價，是目前此地首選飯店。(連續入住三晚)

露易絲湖城堡飯店（The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

費爾蒙班芙溫泉飯店

(The FairmontBanf Springs）
諾瓦耶洛奈夫城堡酒店（黃刀鎮頂級旅館）

（Chateau Nova Yellowknif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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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安排

● 安排桃園機場環宇中心禮遇出關，禮賓人員全程服務，享快速出關尊榮。

● 不進購物站、車上不推銷不抽佣，團費含簽證、領隊及司機小費。（備註：房間小費敬請自理）

● 行前安排講師團員相見歡（錄影播放或視訊），提早熟悉、增加默契，讓旅程更輕鬆愉快。

● 贈送陳海騰 (Tony Chan) 著作「育空極地大冒險」。

● 團體旅遊責任險提高為 500 萬元、交通意外險 20 萬。

● 一般只有保交通意外險，為了貴賓的健康，額外加保醫療險 20 萬元，多分保障多分安心。

（民法規定 15 歲以下含，與 70 歲以上含，無法投保 500 萬、20 萬，將替貴賓投保 200 萬、3萬）

行程贈送 ( 若放棄，恕無法退費 )

● 班芙硫磺山溫泉浴、露易絲湖滑雪場纜車、黃刀鎮冰上捕魚、狗拉雪橇體驗。

● 黃刀鎮提供全套防寒設備：雪地防寒外套、防寒褲、雪地防寒鞋及防寒手套。

● 收集團員拍攝相片，由老師評選，製作專屬珍藏攝影集，永久保留美好回憶。

出發日期  一年只有一梯！

2021 年 2 月 2 5 日 ( 四 ) ～ 3 月 0 9 日 ( 二 )

團費

219,000 元

行程講座

全省不定期舉辦行程講座，針對行程詳細說明，活動訊息請上有行旅官網（http://utravel.udn.com）

請至「講座資訊」查詢。

連絡資訊

主辦單位 :

聯絡電話：(02)8643-3581、(02)8643-3926、(02)8643-3517、(02)8643-3543

手機：0989-689-609、0956-200-868

客服信箱：utravel@udngroup.com.tw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2/25( 四 ) 23:55 18:25 桃園 /溫哥華 中華航空 CI32

2/26( 五 ) 12:00 14:22 溫哥華 /卡加利 西捷航空 WS122

3/03( 三 ) 18:45 21:37 卡加利 /黃刀鎮 西捷航空 WS3197

3/06( 六 ) 14:40 17:26 黃刀鎮 /卡加利 西捷航空 WS3358

3/06( 六 ) 18:30 19:05 卡加利 /溫哥華 西捷航空 WS135

3/08( 一 ) 01:40 05:30+1 溫哥華 /桃園 中華航空 CI31

● 國際段機位為經濟艙，升等商務艙需加價，內陸段安排四段航班，機位為全機經濟艙。

● 抵台日期：3/09（二）清晨 5:30。

報名
資訊

線上客服 LINE



溫哥華

卡加利

班芙

洛磯山脈

黃刀鎮

遊覽車

國際航班 內陸航班

住宿飯店

飛機

露易絲湖城堡飯店

班芙溫泉酒店

Mount Royal Hotel

DAY1

DAY2

DAY3-6

DAY7-9

DAY10

洛磯山脈

溫哥華

黃刀鎮



在攝影的旅途上

因為好奇，所以想知道更多

知道更多，就更加想尋求更好

在一次又一次的踏上攝影征途上

不止是為了要追求某個動人故事的原委

也更為了要完成心底裡那幅美麗圖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