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活动推介

2019 年冬季冒险
冬季冒险，待您体验！

想要逃离家乡？
想要独自一人享受大自然的美妙时刻？

我们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度假体验！
全球独一无二的活动，结合自然与人文的非凡体验，这里是魁北克！

图片来源：Louis-Philippe Audet （Instagram 账号：lpaudet）

气候变暖引发人们重新审视冬季旅游，让冬季变得更有特色，快来感受最壮观的冬季体验，那就
是：马德莱娜群岛观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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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2019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18 日，马德莱娜群岛推出直升机观海豹和浮冰活动，这将是世界上独有
的冬季体验。
近来年的气候变化引发我们进行思考，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继续 Château Madelinot 这一享有 35 年
国际声誉的冬季体验活动。我们的目标始终如一：让我们的宾客在马德莱娜群岛群岛体验一段无
与伦比的旅程。
感受高地的独特体验，观赏圣劳伦斯湾浮冰上的竖琴海豹，看海豹妈妈照顾小海豹，用镜头捕捉
一望无垠的雪地和冰川上小海豹呆萌的小脸蛋。马德莱娜群岛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观赏到竖琴海豹
产仔（小海豹）的地点。
此外，如果浮冰足够厚，我们的直升机可以停在距离壮观的海豹群（竖琴海豹）几米之外的地方。
在导游的陪同下，您可以在其自然栖息地进行近距离观赏。
除观赏海豹以外，您还可以感受冰雪天地的壮丽景色以及各种独特的活动和景观。

➢ 推荐安排多少天的旅游时间呢？
考虑到天气变化，为充分利用岛上的游览时光，最大化利用浮冰上的着陆，我们建议至少留宿 3
晚。

气候与着装
马德莱娜群岛的二月和三月平均气温在-10 度到-20 度之间。
➢ 套餐中包含的设备：
对于直升机游览，我们为客户提供一套 Mustang 救生衣。这套救生衣在浮冰上足够保暖。我们建
议自带极地户外外套或下列整套装备。也提供靴子。
*请注意：直升机游览中必须穿戴 Mustang 救生衣。

此外，酒店也销售帽子和露指手套，雪鞋、雪仗及活动所需的其他装备也含在游览活动中。
➢ 建议携带的装备：
我们建议您携带以下物品，以便充分享受游览活动：
- 冬季外套和长裤
- 抓绒衣或连体衣
- 帽子和手套 （考虑手套是否便于您操作相机）

活动
全包式活动说明
每天，我们会张贴并向所有全包式客户提供一份时间表。每天共有 6 种活动供您选择，除了必须
参加的直升机游览以外，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户外活动、发现与摄影之旅、或是文化探索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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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酒店管理方可能会根据气候条件随时更改时间表，在您逗留期间一切以气候条件为准。
我们希望活动能以百分百安全和惬意的方式进行。如果活动必须取消，管理方会准备替代方案。
我们因此希望您能合作和理解。

活动：直升机游览
级别：初级
游览总时长：3 个小时（可能随天气条件而改变）
直升机容纳人数：最多 6 人
是否停降在浮冰上：只要天气允许
只要天气状况允许，我们的直升机会停降在震撼的小海豹群（竖琴海豹）周边。在导游的陪同下，
您可以在其自然栖息地进行近距离观赏。除了观赏海报之外，您还可以感受冰雪天地的壮丽景色。
满怀同样的探索和喜悦激情，享受直升机游览的壮观景色。根据飞行时段的天气状况，提供多条
线路选择，打造同一目标旅行：享受美轮美轮的野生自然美景。
备注：
操作安全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我们将最迟在早上 9 点作出是否在浮冰上降落的决定，者取决于圣
劳伦斯湾的冰面覆盖（浮冰）状况。

➢ 是否可以预定多次直升机游览？
只要天气状况和其他条件允许，我们可以为宾客提供额外三（3）小时或六（6）小时的直升机游
览。
额外飞行费用根据飞行线路有所变动（有、无停降）。酒店会告知宾客额外飞行的费用。 （预计

每次额外飞行每人 800 至 1200 加元）
请注意，在客人抵达前，只有套餐包括的飞行游览（根据天气）可以得到保证。额外的直升机游览并不能保证。

活动：文化和探索
群岛导览参观 ->
时长：3 小时/参观
搭乘仅有 18 个座位的舒适专享摆渡船，在当地热情导游的陪同下，详尽了解群岛。
➢ 群岛东区
群岛东区的观光亮点有： 渔港、盐矿通道、参观海豹研究中心、Grande Échouerie 海滩（国家
地理排名前十）、Grande-Entrée 村庄……等
➢ 群岛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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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中区的观光亮点有：Havre-aux-Maisons 村庄（奶酪厂、灯塔、熏鱼馆……）、Fatima 村庄
（四旬斋狂欢日博物馆）、 l’Étang-du-Nord 村庄（渔港、渔民生活）……以及更多！
➢ 群岛西区
群岛西区的观光亮点有： Havre-Aubert 村庄、Grave 历史遗迹、海洋博物馆、沙雕艺术博物馆、
全景观光路线……以及更多！

探索渔业工坊
时长：2 小时
在当地友善的渔民、CULTURES DU LARGE 业主 Christian Vigneau 陪同下，前往牡蛎养殖和龙虾捕
捞的中心尊享初次捕捞的乐趣。成为有机会探索小岛秘密的幸运儿。含品尝活动。
狂欢日（新活动）
时长：2-4 小时
在我们向导的陪同下，探索为其三天的第一届“狂欢日活动”，从 2019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到 3 月
8 日星期五。
与马德莱娜群岛当地人共同庆祝这一精彩纷呈的节日，每年，马德莱娜群岛的 Fatima 村庄都会因
该节日热闹数周，一直到复活节。与我们的资深向导和狂欢日粉丝一起，成为深入体验这一传统
节日的幸运儿。
体验狂欢日讲故事与交流讨论会活动（新活动）
时长：2 小时
马德莱娜群岛是如此的独特，不论是它的色彩、风味还是节日的情趣！狂欢日就是证明。这一狂
欢日诞生于中世纪欧洲，一直存在于加拿大尤其是魁北克和阿卡迪亚，不过只有六个地方，其中
包括 Fatima、我们这里、Château Madelinot。想要探索群岛以及马德莱娜群岛居民不为人知的
一面？现在就是机会。与真正的节日爱好者交流，揭开这一传统的面纱，深入马德莱娜群岛的灵
魂！“保证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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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户外/探索和摄影
雪地徒步
级别：初级
雪地导览之旅。

时长：3 小时

徒步
级别：初级
时长：3 小时
3 小时导览之旅，并提供野生动物相关解说，可能会观赏到北美赤狐、加拿大马鹿群（繁殖期，
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之一）、红松鼠、白野兔以及各种林鸟。
探险摄影“群岛与大海”
级别：初级
时长：3 小时
3 小时海洋主题摄影导览之旅。探索炫目美景：灯塔、鱼港、悬崖、冰海以及更多。
日出
级别：初级
时长： 1.5 小时
日出摄影导览之旅。
日落
级别：初级
时长： 1.5 小时
日落摄影导览之旅。
漫步 bout du banc（新增）
级别：中级 时长：4 小时
在向导的带领下乘坐雪地摩托（户外交通）前往 Bout du banc。独享 Sandy Hook 沙滩漫步之旅，
在这片著名的沙滩上感受 Ile d’Entrée 的旖旎风光。幸运的话甚至能碰到来打招呼的小海
豹。
冰钓
级别：初级
时长：3 小时
当地渔民陪同的冰钓导览来海湾放线钓鲭鱼，留下难忘的独特体验。
星夜晚会
级别：初级
时长：3 小时
Butte du vent 导览之旅——享受圆顶帐篷和篝火的相迎。
雪上风筝冲浪
级别：中级/高级 时长：3 小时
CINDYHOOK AVENTURE 学校提供的学生风筝冲浪活动

根据您逗留的日期和时间，还有众多其他活动选项供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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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NTS

餐厅酒馆

探索我们的名厨 Hugo Lefrancois 精心为您烹制的美食。全包式套餐、贵宾宴席或全包式早餐，
为您提供多种既美味又充满惊喜的选择。
专为冬季准备的点菜菜单，既美味又疗愈的菜品，还有午餐和晚餐贵宾席，不断推陈出新，宠溺
您的舌尖。
领略马德莱娜群岛的风味和这里至臻完美的产品。
尽情感受 Accents 餐厅酒馆的绝妙味道！
全包式套餐：想要省心，那就让酒店为您准备一日三餐。
早餐套餐：每天早晨都有热早餐！
➢ 请注意，所有三餐均可以按菜单点菜，价格按菜单价格计。

2018 年菜单示例
午餐
鲭鱼天妇罗、炸薯和沙拉
味增、蔬菜、白菜拉面
- 豆腐（或）鸡肉
- 鲜虾

前菜

烤鸡、蔬菜和糯米饭

例汤
味增汤、蔬菜汤、豆腐汤或鸡汤
海鲜浓汤

（扇贝、鲜虾和龙虾）

绿色沙拉（佐香脂醋）
兔肉丝、青苹果、核桃和山羊乳酪沙拉
蔬菜春卷佐芥末蛋黄酱
普罗旺斯炸牡蛎佐芥末蛋黄酱
麻油茴香煎扇贝
鲜虾天妇罗佐泰式蛋黄酱
牛肉（或）三文鱼塔塔

香蒜酱、蔬菜和豆腐意大利扁面条
奶油酱海鲜意大利扁面它
牛肉美味汉堡、肉汁薯条奶酪、培根，配炸薯
和卷心菜沙拉
葵瓜子和南瓜子面包配熏肉（Fleur de Sable 出品），佐炸薯
和卷心菜沙拉
芹菜萝卜蔬菜泥三文鱼柳、鲜奶油、刺山柑和柠檬
轻煎本地庸鲽配芝麻油胡萝卜泥、蔬菜、罗勒橄榄油
扇贝意式烩饭、青豆和蘑菇
黄油煎腓力牛排（8 盎司）、白兰地森林酱汁，佐蔬菜和土豆

炖野猪肉及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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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 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前往马德莱娜群岛？
飞机：
加拿大航空和 Pascan Aviation 每天各有两个航班班次抵达马德莱娜群岛机场 (YGR)。
加拿大航空：www.aircanada.com
电话：1-888-247-2262
Pascan 网站：www.pascan.com
电话：1-844-582-7077 | 电子邮箱：reservation@pascan.com
乘船：
在冬季，CTMA Traversier 每天有 3 次轮渡往返爱德华王子岛。
CTMA Traversier ：traversierctma.ca
电话：1888-986-3278 | 电子邮箱：info@ctma.ca

岛上交通：
➢ 岛上有什么交通工具吗？
没有，但是岛上有出租车公司和汽车租赁公司。我们推荐长期逗留的游客采用某种交通工具，便
于逗留期间的出行。
Leblanc 租车：www.leblanclocationdautos.com
电话：418-969-9006 | 电子邮箱：leblanc.locationdauto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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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1. 加拿大货币
所有价格以加元计费，不含现行税费。
2. 税费
所有价格适用省税和联邦税以及住宿税，它们均不含在现行价格之内。
截至 2018 年 6 月的现行税率：（联邦税：5%）（魁北克省税：9.975%） （住宿税：3.5$/每晚/
每间房）
3. 法律
参加者必须遵守现行所有联邦、省和地区的法律、条例、规章和法令。
4. 无烟政策
请告知您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Accents酒店的所有设施，包括所有客房，都不准吸烟。如有
违反，最低罚款25000加元将添加至客户账单，恕不另行通知。
5. 本协议的保密性
双方承诺遵守本协议的保密性，除非因税务目的或为了遵守法律要求或是缔约双方发生争议的情
况下要求披露本协议。
6. 价格可更改
所载的所有价格可能更改。
7. 已含小费
“冬季冒险”价目已含小费（15%）。

信息和预订
我们再次感谢您对我们景点的关注。欲了解更多我们的产品，敬请与我们联系。来自马德莱娜群
岛的海洋问候！

2019 年冬季冒险

Josianne Pelosse

Château Madelinot - Accents 酒店
马德莱娜群岛

销售总监| Sales Director
Hôtels Accents, Îles de la Madeleine

www.hotelsaccents.com/aventurehivernale
免费电话： 1-855-986-2211
电子邮箱：chateau@hotelsaccents.com

(418) 986-2211

ventes@hotelsaccents.com

* * *

想要成为今年体验独特冒险的幸运儿？
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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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和价目类型
我们的所有套餐包括：
机场接送
入住 Château Madelinot
1 次直升机降落浮冰
地面活动
租赁 Mustang 救生衣
认证导游陪同导览冰上探险
全包式套餐：住宿 + 早餐 + 午餐 + 晚餐 + 活动
无忧省心体验，充分享受全包式套餐的精彩冒险！除了众多无与伦比的活动、直升机游览、独特
的海豹观赏探险活动，还有热情的房间，在 Château Madelinot 酒店 Accents 餐厅酒馆主厨
Lefrançois 贵宾厅享用一日三餐。
以最单纯的方式体验一切，与当地环境和谐共融，国际化、多样性的美食选择，以优惠价格享用
一日三餐。
*全包式套餐提供众多优惠。

早鸟套餐：住宿 + 早餐 + 活动
早餐被认为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早鸟套餐为您确保每天早晨都有美味的热早餐，价格实惠，还
有住宿。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您在动身前往精彩的探险活动之前，有一个神清气爽、元气满满的早
晨。

*所有服务可以单买。
（住宿、三餐、直升机游览、地面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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