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全新套餐通知

冬季住宿 – 全新套餐
Château Madelinot 酒店自 2018 年起将推出冬季小海豹观赏全新旅宿套餐！自 2018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1 日，有望体验冬季特色，享受直升机游览（确保出行）（*根
据天气状况决定是否停降在浮冰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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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âteau Madelinot 的销售总监——
Ariane Bérubé 女士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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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终生难忘的直升机观光出行，游客们还可以充分体验马德莱娜群岛的冬季游乐
场，享受优惠的出行和观光套餐。从现在开始，宾客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以下
活动类别：户外活动、文化和探索、晚间娱乐活动。
因此，这是 Château Madelinot des Hôtels Accents 新时代的开启。相约观赏海豹小
宝宝，同时探索岛上其它的隐匿珍宝……谁能拥有好运呢？

马德莱娜群岛 2018
冬季冒险，待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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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试行套餐，含餐饮
该试行套餐同样适用于没有选择包含三餐的宾客。但是，宾客需要自付午餐和晚餐费用
（详情请查看附录）。

第1天
抵达马德莱娜群岛
住宿资讯见面会
活动注册（户外、文化和探索）

晚餐
晚间活动（每晚精彩各异：本土音乐、讨论会等……）
第2天

早餐
直升机游览（查看详情）。
午餐
活动：户外活动或者文化和探索活动。（查看详情）。
晚餐
晚间活动（每晚精彩各异：本土音乐、讨论会等……）
第3天

早餐
活动：户外活动或者文化和探索活动。（查看详情）。
午餐
活动：户外活动或者文化和探索活动。 （查看详情）。
晚餐
晚间活动（每晚精彩各异：本土音乐、讨论会等……）
第4天

早餐
活动：户外活动或者文化和探索活动。 （查看详情）。
午餐
机场摆渡
*考虑到岛上活动的后勤安排以及岛上时光，我们建议搭乘 YGR 下午的航班离岛。如果游客搭乘
上午的航班，送机将安排在早餐后。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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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包含：
3 顿早餐
3 顿午餐
3 顿晚餐
1 次直升机游览
7 次活动安排（户外、文化和探索、晚间活动）
1 次机场往返和村庄摆渡车（持续）

活动说明

套餐中的活动旨在为您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根据套餐天数，宾客们可以（现场报
名）选择以下活动：
3 晚行程套餐：
4 晚行程套餐：
5 晚行程套餐：
6 晚行程套餐：

7 次活动 + 1 次直升机游览
10 次活动 + 1 次直升机游览
13 次活动 + 1 次直升机游览
16 次活动 + 1 次直升机游览

问题：
是否可以预定多次直升机游览？
回答：
只要天气状况和其他条件允许，我们可以为宾客提供额外的直升机游览。
额外的直升机游览并不能保证。
在宾客抵达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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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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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
方案 A –
浮冰漫步之旅，观赏小海豹
级别：初级 游览总时长： 3 个小时（根据天气可能有所变动）
直升机容纳人数：最多 6 人
是否停降在浮冰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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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赏。此外，您还可以感受冰雪天地的
壮丽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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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方案 B –
直升机游览和观赏可能（不停降）
级别：初级 游览总时长： 3 个小时（根据天气可能有所变动）
是否停降在浮冰上：否（考虑到天气因素）
直升机容纳人数：最多 4 人
满怀同样的探索和喜悦激情，享受新增的直升机游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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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美轮美奂的的野生自然美景。如果可行，有望
俯瞰海豹群（种类：竖琴海豹、灰海豹）。
*飞行时间取决于起飞时的天气状况。以上显示的游览总时长（ 方案 A 和 B）仅供参
考
。
备注：
操作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方案 A 最晚将于 2018 年 2 月 9 日确定，取决于圣劳伦斯湾的冰面覆盖（浮冰）
状况。根据往年经验，方案 A 有望在 2018 年 2 月 9 日之前确定。 一旦确定，您会收到相应通知。

如果方案 A 不可行，那么 方案 B 将包含在您的套餐中。
根据天气状况，路线可能有所变动。每日的飞行时间和线路最终由 Château Madelinot 的飞行员和管理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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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
雪地徒步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雪地导览之旅。

徒步远足 （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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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游 （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3 个小时的摄影主题导览（例如：灯塔、渔港、悬崖、大海）

观看日出（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1.5 个小时
日出摄影导览之旅。

观赏日落
级别：初级 时长： 1.5 个小时
日落摄影导览之旅。

漫步 bout du banc（新增）
级别：中级 时长：3.5 个小时
乘坐雪地摩托（交通方式）前往 Bout du banc，导览之行，尽享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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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类观赏 （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鸟类观赏主题导览。

冰钓（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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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渔民陪同的冰钓导览

星空之夜（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Butte du vent 导览之旅——享受圆顶帐篷和篝火的相迎

晚间娱乐活动
级别：初级 时长： 1.5 个小时（可能会有变动）
Château Madelinot 的演出大厅在晚间安排有娱乐活动。交替安排本土音乐晚会、海豹讨
论会、摄影研讨会等……夜晚将会应接不暇！
备注：
Château Madelinot 的活动协调员会在第一天的资讯见面会上，告知客户不同的出行细节。
所有活动均从 Château Madelinot 的接待处出发。

文化和探索

群岛东部导览之旅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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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群岛观光亮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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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岛中部导览之旅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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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部 观光亮点有：Havre-aux-Maisons 村庄（奶酪厂、灯塔、景观、五颜六色的房舍）、
Fatima 村庄（灯塔、教堂）、 l’Étang-du-Nord 村庄（渔港、渔民生活）……等！

群岛西部导览之旅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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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部观光亮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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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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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探索 （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在当地友善的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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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这位岛民的绝密。含品尝。

厨艺工坊（新增）
级别：初级 时长： 3 个小时
信息：活动额外收费，并且需要满足一定的人数。
当地活力四射的大厨，为您开启味蕾之旅，邀您探索玛德莱娜群岛的美味佳肴。对岛民
来说，这里的美食和当地食材意义非凡。无论是美食家、享乐主义者以及大自然探奇
者，这一厨艺工坊专为您而设！
备注
Château Madelinot 的活动协调员会在第一天的资讯见面会上，告知客户不同的出行细节。
所有活动均从 Château Madelinot 的接待处出发。

后续精彩

购物中心摆渡服务
班次：上下午各有一个班次 级别：初级
无论是参观 Cap-aux-Meules 村庄、群岛中心还是采购，摆渡服务可以确保您能够前往不
同的地点（例如：购物中心、银行、药店、纪念品店、杂货店、咖啡店等……） 。

机场班车
班次：每天，根据接机/送机情况进行安排 级别：初级
无论您是抵达还是离开马德莱娜群岛 (YGR) ，您都可以乘坐我们的机场班车。我们会
在机场安排一名工作人员，迎接您的到来。

翻译服务
一名工作人员（Mayumi Tanaka）在各个介绍环节和酒店接待处为您提供翻译服务，在
旅宿期间全程为您提供服务。我们提供的翻译包括法语、英语和日语。
在出游期间，所有 Château Madelinot 的导游（包括直升机游览）都提供英法语双语服
务。

常见问题解答 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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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前往马德莱娜群岛？
加拿大航空公司和 Pascan Aviation 每天各有两个航班班次抵达马德莱娜群岛机场
(YGR)。在冬季，CTMA 每天有 3 次轮渡往返 Ile-du-Prince-Édo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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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荐至少留宿 3 晚。

套餐中包含设备吗？
我们为客户提供直升机游览所需的红色 Mustang 救生服 。这套救生服在浮冰上足
够保暖。我们建议自带极地户外外套或以下整套装备。推荐携带靴子、帽子和手套。
徒步出行中包含雪地行走鞋。
*请注意：直升机游览中必须穿戴 mustang 救生衣。
我自己需要携带什么？
我们建议您携带以下衣物，以便充分享受游览活动：
-   羽绒服
-   雪裤
-   抓绒或连体衣
-   帽子
-   手套（考虑手套是否适宜摄影）
-   相机
-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château@hotelsaccents.com

*请注意：如果您忘记携带某件衣物，岛上设有两家户外服饰商店。

马德莱娜群岛二三月份气温是多少？
岛上平均气温是 -14 至 -20 摄氏度。

酒店附近有餐馆吗？
Château Madelinot 距离 Cap-aux-Meules 大约 1km，村庄内有几家餐馆和咖啡馆。

岛上有什么交通工具吗？
没有，但是岛上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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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和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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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ane Bérubé
Château Madelinot 酒店销售总监
Ariane.berube@hotelsaccents.com
1-866-986-2211
www.blanchons.com
www.hotelsacc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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